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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Amazon Translate
Amazon Translate 是一项文本翻译服务，它使用先进的机器学习技术按需提供高质量的翻译。您可以使
用 Amazon Translate 翻译非结构化文本文档或构建支持多种语言的应用程序。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
码 (p. 3)了解有关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语言的信息。

主题
• 使用案例 (p. 1)
• 您是首次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的用户吗？ (p. 1)
• Amazon Translate (p. 2)
• Amazon Translate Transl (p. 2)

使用案例
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集成 Amazon Translate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实现多语言用户体验：
• 翻译公司撰写的内容，如会议纪录、技术报告、知识库文章、帖子等。
• Translate 人际沟通，例如电子邮件、游戏内聊天、客户服务聊天，以便客户和员工可以用他们首选的

语言进行交流。
处理和管理贵公司的传入数据：

• 以多种语言分析文本，如社交媒体和新闻推送。
• 以多种语言搜索信息，如 eDiscovery 案例信息。

通过将 Amazon Translate 与其他翻译集成，实现与语言无关AWS服务：
• 从非结构化文本（例如社交媒体直播）中提取命名实体、情感和关键短语Amazon Comprehend.
• 使用多种语言提供字幕和实时字幕Amazon Transcribe.
• 使用以下语音朗读已翻译内容Amazon Polly.
• Translate 存储在中的文档存储库Amazon S3.
• Translate 存储在以下数据库中的文本：Amazon DynamoDB,Amazon Aurora，以及Amazon Redshift.
• 将工作流与 AWS Lambda 或 AWS Glue 无缝集成。

您是首次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的用户吗？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的用户，我们建议您从以下主题开始：

1. AAmazon Translate sl (p. 6)-引入Amazon Translate s
2. Amazon Translate 入门 (p. 10)— 介绍如何设置您的 AWS 账户并开始使用 Amazon Translate。
3. 示例 (p. 48)— 提供 Java 和 Python 中的代码示例。使用这些示例来探索Amazon Translate 的工作原

理。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资源来了解Amazon Translate 服务：

• 这些区域有：AWSMachine Learning ning包含有关Amazon Translate的有
• Amazon Translate 深度潜水视频系列提供有关Amazon Translate 的入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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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comprehend/latest/dg/comphrened-genera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cribe/latest/dg/what-is-transcrib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polly/latest/dg/what-i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dynamodb/latest/developerguide/Introduc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RDS/latest/AuroraUserGuide/CHAP_AuroraOverview.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edshift/latest/dg/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lue/latest/dg/what-is-glue.html
http://aws.amazon.com/blogs/machine-learning/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hr1KZpdzukePPoSt1BZUNYQ6r5Bd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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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Amazon Translate
与其它AWS产品，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时，您无需签订合同或承诺最低使用量。有关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的费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Amazon Translate Transl
Amazon Translate API 参考现在是一个单独的文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Tran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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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ws.amazon.com/translate/pricing/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Wel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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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Amazon Translate 提供源语言（输入语言）和目标语言（输出语言）之间的翻译。源语言-目标语言组合称
为语言对。

Note

如果您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指定相同的语言，Amazon Translate 不会向您收取翻译费用。如果
您将源语言设置为auto，则可能需要为使用auto 检测付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动语言检
测 (p. 6)：

Amazon Translate 支持下表所列语言之间的文本翻译。语言代码列使用 ISO 639-1 两位数语言代码。对于一
种语言的国家变体，该表遵循 RFC 5646 格式，即在后面附加破折号，然后附上 ISO 3166 2 位数的国家/地
区代码。例如，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变体的语言代码是es-MX。

语言 语言代码

南非荷兰语 af

阿尔巴尼亚语 sq

阿姆哈拉语 am

阿拉伯语 ar

亚美尼亚的 hy

阿塞拜疆语 az

孟加拉语 bn

波斯尼亚语 bs

保加利亚语 bg

加泰罗尼亚语 ca

简体中文 zh

繁体中文 zh-TW

克罗地亚语 hr

捷克语 cs

丹麦语 da

达里语 fa-AF

荷兰语 nl

英语 en

爱沙尼亚语 et

波斯语（波斯语） fa

菲律宾语、塔加洛语 tl

芬兰语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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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oc.gov/standards/iso639-2/php/code_list.php
https://www.rfc-editor.org/rfc/rfc5646.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SO_3166_country_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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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语言代码

法语 fr

法语（加拿大） fr-CA

格鲁吉亚语 ka

德语 de

希腊语 el

古吉拉特语 gu

海地克里奥尔语 ht

豪萨语 ha

希伯来语 he

印地语 hi

匈牙利语 hu

冰岛语 is

印度尼西亚语 id

爱尔兰人 ga

意大利语 it

日语 ja

卡纳达语 kn

哈萨克斯坦人 kk

韩语 ko

拉脱维亚语 lv

立陶宛语 lt

马其顿人 mk

马来语 ms

马拉雅拉姆语 ml

马耳他语 mt

马拉地语 mr

蒙古语 mn

挪威语（Bokmål） no

普什图语 ps

波兰语 pl

巴西葡萄牙语 p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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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e e e

语言 语言代码

葡萄牙语（葡萄牙） pt-PT

旁遮普语 pa

罗马尼亚语 ro

俄语 ru

塞尔维亚语 sr

僧伽罗人的 si

斯洛伐克语 sk

斯洛文尼亚语 sl

索马里语 so

西班牙语 es

西班牙语（墨西哥） es-MX

斯瓦希里语 sw

瑞典语 sv

泰米尔语 ta

泰卢固语 te

泰语 th

土耳其语 tr

乌克兰语 uk

乌尔都语 ur

乌兹别克的 uz

越南语 vi

威尔士语 cy

Pythone e e
Amazon Translate 中的以下功能在支持的语言方面存在限制。

• 亵渎掩盖-有关此功能支持的语言，请参阅在Amazon Translate 中屏蔽亵渎字词和短语 (p. 36)。
• 形式-有关此功能支持的语言，请参阅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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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语言检测

AAmazon Translate sl
Amazon Translate 服务基于经过语言翻译训练的神经网络。这使您可以在源语言（正在翻译的文本的原
始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要翻译成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
码 (p. 3)。

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时，您将提供源文本并获取输出文本：

• 源文本—您要翻译的文本。以 UTF-8 格式提供源文本。
• 输出文本—亚马逊翻译已翻译成目标语言的文本。输出文本也是 UTF-8 格式。根据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不

同，输出文本中的字符数可能大于输入文本中的字符数。

翻译模型有两个组件，即编码器和解码器。源句的编码器 一次读取一个单词，并构建一个可捕获其含义的语
义表示形式。解码器 使用该语义表示形式在目标语言中一次生成一个词的翻译。

Amazon Translate 使用注意力机制来理解背景。这有助于确定源文本中的哪些词与生成下一个目标词最为
相关。注意力机制使解码器能够专注于源句子中最相关的部分。这可确保解码器正确翻译有歧义的单词和短
语。

模型生成的目标单词将成为解码器的输入。网络继续生成单词，直到到达句子的末尾。

自动语言检测
Amazon Translate 可以自动检测您的源文本中使用的语言。要使用自动语言检测，请指定auto作为源语
言。Amazon Translate 代表您Amazon Comprehend d，以确定源文本中使用的语言。选择自动语言检测，
即表示您同意 Amazon Comprehend 的服务条款和协议。有关Amazon Comprehend 定价的信息，请参
阅Amazon Comprehend.

异常处理
如果您指定的源语言或目标语言不受支持，Amazon Translate 会返回以下异常：

• UnsupportedLanguagePairException— Amazon Translate 支持所有支持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果源语言
或目标语言不受支持，则返回此异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支持的语言 (p. 3).

• DetectedLanguageLowConfidenceException— 如果您使用自动语言检测，而 Amazon Translate 对检测
到正确的源语言的置信度较低，则会返回此异常。如果可接受低信心级别，则可以使用异常中返回的源语
言。

后续步骤
至此，您已了解Amazon Translate的工作原理，接下来可以探索以下部分以了解如何创建解决方案。

• Amazon Translate 入门 (p. 10)
• 示例 (p. 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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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一个 AWS 账户

设置
首次使用 Amazon Trmand 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 注册一个 AWS 账户 (p. 7)
• 创建管理用户 (p. 7)
• 安装和配置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p. 8)
• 授权以编程方式访问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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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 AWS 账户

1. 打开 https://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2.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注册时，您将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您使用电话键盘输入一个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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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注册过程完成后，会向您发送一封确认电子邮件。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通过转至 https://
aws.amazon.com/ 并选择 My Account (我的账户) 来查看当前的账户活动并管理您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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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您的 AWS 账户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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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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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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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管理用户

• 对于您的日常管理任务，请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中为管理
用户授予管理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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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aws.amazon.com/
http://aws.amazon.com/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console-sign-in-tutorials.html#introduction-to-root-user-sign-in-tutoria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mfa_enable_virtual.html#enable-virt-mfa-for-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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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WS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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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管理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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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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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配置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您可以使用AWS CLI向Amazon Translate 拨打互动电话。

安装和配置 AWS CLI

1. 安装 AWS CLI。有关说明，请参阅 Command Interface Interfac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e Interf
ace

安装或更新最新版本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2. 配置 AWS CLI。有关说明，请参阅 Command Interface Interfac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e Interf

ace

配置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授权以编程方式访问
如果用户需要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之外与 AWS 交互，则需要编程式访问权限。授予编程式访问
权限的方法取决于访问 AWS 的用户类型。

要向用户授予编程式访问权限，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哪个用户需要编程式访问权限？ 目的 方式

员工身份

（在 IAM Identity Center 中管理
的用户）

使用临时凭证签署向 AWS 
CLI、AWS SDK 或 AWS API 发
出的编程请求。

按照您希望使用的界面的说明进
行操作。

• 有关 AWS CLI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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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 AWS SDK、工具和 
AWS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AWS SDK 和工具参考指
南》中的 IAM Identity Center 
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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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iam-id-center-sign-in-tutoria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iam-id-center-sign-in-tutoria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getting-started-instal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hap-configur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onfigure-sso.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onfigure-sso.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onfigure-sso.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onfigure-ss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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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用户需要编程式访问权限？ 目的 方式

IAM 使用临时凭证签署向 AWS 
CLI、AWS SDK 或 AWS API 发
出的编程请求。

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将临时
凭证用于 AWS 资源中的说明进行
操作。

IAM （不推荐使用）
使用长期凭证签署向 AWS 
CLI、AWS SDK 或 AWS API 发
出的编程请求。

按照您希望使用的界面的说明进
行操作。

• 有关 AWS CLI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用户凭证进行身份验证。

• 有关 AWS SDK 和工具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AWS SDK 和工
具参考指南》中的使用长期凭
证进行身份验证。

• 有关 AWS API 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
理 IAM 用户的访问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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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入门
开始使用 Amazon Translason Translatation 的最简单方式是翻译一些文本。您也可以从命令行试用 API 操
作。您也可以安装其中一个软件开发工具包来使用Amazon TranAWS slate API 操作。

主题
• 入门（控制台） (p. 10)
• 入门 (AWS CLI) (p. 12)
• 入门指南（SDK） (p. 14)

入门（控制台）
开始使用 Amazon Transcte 的最简单方式是使用控制台翻译某些文。每次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如果您尚未查看AAmazon Translate sl (p. 6)中的概念和术语，我们建议您在继续之前先去查看一
下。

打开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使用 Amazon Translate，请选择 “启动实时翻译”。

在实时翻译中，选择目标语言。Amazon Translate 会自动检测源语言，或者您可以选择源语言。在左侧文本
框中输入您要翻译的文本。翻译后的文本将显示在右侧文本框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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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集成部分中，您可以看到TranslateText操作的 JSON 输入和输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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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入门 (AWS CLI) (p. 12)

入门 (AWS CLI)
在以下练习中，您使用 AWS 命令行接口 (AWS CLI) 翻译文本。要完成这些练习，您需要熟悉 CLI 并且具有
文本编辑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和配置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p. 8)：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 CLI 通过 Amazon Translate 翻译文本。对于短文本，您可以提供要翻译的文本作为
TranslateText 命令的参数。对于较长的文本，您可以在一个 JSON 文件中提供源语言、目标语言和文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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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命令行使用 Amazon Translate，您需要知道该服务的终端节点和区域。有关可用终端节点和区域的列
表，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区域和终端节点。

Translate 命令行创建快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从命令行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来翻译文本。此示例的格式适用于 Unix、Linux 和 
macOS。对于 Windows，请将每行末尾的反斜杠 (\) Unix 行继续符替换为脱字号 (^)。在命令行处，键入以
下内容。

aws translate translate-text \ 
            --region region \ 
            --source-language-code "en" \ 
            --target-language-code "es" \ 
            --text "hello, world"

响应将为以下 JSON：

{ 
    "TargetLanguageCode": "es", 
    "Text": "Hola, mundo", 
    "SourceLanguageCode": "en"
}

使用 JSON 文件Translate 文本
此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翻译 JSON 文件中的长文本块。您可以在命令行上指定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但在此示例中，您将在 JSON 文件中指定它们。

Note

为方便阅读，为 JSON 文件设置了格式。重新设置 "Text" 字段的格式以删除换行符。
此示例的格式适用于 Unix、Linux 和 macOS。对于 Windows，请将每行末尾的反斜杠 (\) Unix 行继
续符替换为脱字号 (^)。

使用 JSON 文件翻译文本

1. 将以下文本复制到名为 translate.json 的 JSON 文件中：

{ 
    "Text": "Amazon Translate translates documents between languages in  
    real time. It uses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real-time translation. Use it to  
    translate documents or to build applications that work in  
    multiple languages.",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 "fr"
}

2. 在 AWS CLI 中运行以下命令：

aws translate translate-text \ 
            --region region \ 
            --cli-input-json file://translate.json > translated.json

此命令将输出包含以下 JSON 文本的 JSON 文件：

{ 
    "TargetLanguageCode":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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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Amazon Translate traduit les documents entre  
    les langue en temps réel. Il utilise des technologies  
    avancées d'apprentissage de la machine pour fournir  
    une traduction en temps réel de haute qualité. Utilisez-le  
    pour traduire des documents ou pour créer des applications  
    qui fonctionnent en plusieurs langues.",  
    "SourceLanguageCode": "en"
}

下一步
要查看使用Amazon Translate 的其他方式，请参阅示例 (p. 48)。

入门指南（SDK）
AWS提供适用于各种计算机语言的 SDK。开发工具包管理您的客户端的许多API连接详细信息，例如签名计
算、请求重试处理和错误处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Java、Python 和移动软件开发工具包使用Amazon Translate TranslateText操作。使
用软件开发工具包来了解 Amazon Translate API，并将其作为您自己的应用程序的构建块。

主题
• 使用翻译文本AWS SDK for Java (p. 14)
• 使用翻译文本AWS SDK for Python (Boto) (p. 15)
• 使用翻译文本AWS Mobile SDK for Android (p. 16)
• 使用翻译文本AWS Mobile SDK for iOS (p. 18)

使用翻译文本AWS SDK for Java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在 Java 中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要运行此示例，您需要 AWS SDK for Java。有关
安装适用于 Java 的 SDK 的说明，请参阅设置适用于 Java 的AWS开发工具包.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Static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BasicAWSCredentials;
import com.amazonaws.client.builder.AwsClientBuilder;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Clien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sult; 
  
public class App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GION = "regio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 { 
  
        // Create credentials using a provider chai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v1/developer-guide/credentials.html 
        AWSCredentialsProvider awsCreds =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getInstance(); 
         
        AmazonTranslate translate = AmazonTranslateClient.builder() 
                .withCredentials(new 
 AWSStaticCredentialsProvider(awsCreds.getCredentials())) 
                .withRegion(REGION)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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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TextRequest request = new TranslateTextRequest() 
                .withText("Hello, world") 
                .withSourceLanguageCode("en") 
                .withTargetLanguageCode("es"); 
        TranslateTextResult result  = translate.translateText(request); 
        System.out.println(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

有关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p. 3)

使用翻译文本AWS SDK for Python (Boto)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在 Python 中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要运行此操作，您必须首先通过此操作安装 
Amazon TranslateAWS CLI. 有关说明，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设置 AWS CLI” (p. 8)。

import boto3

translate = boto3.client(service_name='translate', region_name='region', use_ssl=True)

result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Hello, World",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de")
print('TranslatedText: ' + result.get('TranslatedText'))
print('SourceLanguageCode: ' + result.get('SourceLanguageCode'))
print('TargetLanguageCode: ' + result.get('TargetLanguageCode'))

有关支持的语言代码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p. 3)

自定义术语

另一个示例，此示例演示如何在 Python 中使用自定义术语操作：

    #!/usr/bin/env python 
    # -*- coding: utf-8 -*- 
      
    import boto3 
      
    translate = boto3.client(service_name='translate') 
      
    # The terminology file 'my-first-terminology.csv' ha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 
    en,fr 
    Amazon Family,Amazon Famille 
    ''' 
      
    # Read the terminology from a local file 
    with open('/tmp/my-first-terminology.csv', 'rb') as f: 
        data = f.read() 
      
    file_data = bytearray(data) 
      
    print("Importing the terminology into Amazon Translate...") 
    response = translate.import_terminology(Name='my-first-terminology', 
 MergeStrategy='OVERWRITE', TerminologyData={"File": file_data, "Format": 'CSV'}) 
    print("Terminology imported: "), 
    print(response.get('TerminologyProperties')) 
    print("\n") 
      
    print("Getting the imported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get_terminology(Name='my-first-terminology', 
 TerminologyDataFormat='CSV') 
    print("Received termi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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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response.get('TerminologyProperties')) 
    print("The terminology data file can be downloaded here: " + 
 response.get('TerminologyDataLocation').get('Location')) 
    print("\n") 
      
    print("Listing the first 10 terminologies for the account...") 
    response = translate.list_terminologies(MaxResults=10) 
    print("Received terminologies: "), 
    print(response.get('TerminologyPropertiesList')) 
    print("\n") 
      
    print("Translating 'Amazon Family' from English to French with no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Amazon Family",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fr") 
    print("Translated text: " + response.get('TranslatedText')) 
    print("\n") 
      
    print("Translating 'Amazon Family' from English to French with the 'my-first-
terminology'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Amazon Family", TerminologyNames=["my-first-
terminology"],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fr") 
    print("Translated text: " + response.get('TranslatedText')) 
    print("\n") 
      
    # The terminology file 'my-updated-terminology.csv' ha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 
    en,fr 
    Amazon Family,Amazon Famille 
    Prime Video, Prime Video 
    ''' 
      
    # Read the terminology from a local file 
    with open('/tmp/my-updated-terminology.csv', 'rb') as f: 
        data = f.read() 
      
    file_data = bytearray(data) 
      
    print("Updating the imported terminology in Amazon Translate...") 
    response = translate.import_terminology(Name='my-first-terminology', 
 MergeStrategy='OVERWRITE', TerminologyData={"File": file_data, "Format": 'CSV'}) 
    print("Terminology updated: "), 
    print(response.get('TerminologyProperties')) 
    print("\n") 
      
    print("Translating 'Prime Video' from English to French with no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Prime Video",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fr") 
    print("Translated text: " + response.get('TranslatedText')) 
    print("\n") 
      
    print("Translating 'Prime Video' from English to French with the 'my-first-terminology'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Prime Video", TerminologyNames=["my-first-
terminology"],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fr") 
    print("Translated text: " + response.get('TranslatedText')) 
    print("\n") 
      
    print("Cleaning up by deleting 'my-first-terminology'...") 
    translate.delete_terminology(Name="my-first-terminology") 
    print("Terminology deleted.")

使用翻译文本AWS Mobile SDK for Android
你可以在 Android 应用程序中使用Amazon Translate 来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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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1. 设置 AWS Mobile SDK for Android。有关说明，请参阅《AWS 移动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Android：软件
开发工具包的设置选项

2. 确保您已启用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
略 (p. 80)。创建用户后，请下载凭证或记录访问密钥和秘密访问密钥。

3. 使用 Android Studio 创建新项目。
4.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build.gradle 文件的依赖项部分。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com.amazonaws:aws-android-sdk-translate:2.6.20'
} 
       

5. 将以下权限添加到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6. 将源代码复制到您的项目
7. 将访问密钥和秘密访问密钥更改为您在步骤 1 中记录的密钥。

代码
使用以下代码创建示例。

package com.amazonaws.amazontranslatetester;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util.Log;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
import com.amazonaws.handlers.AsyncHandler;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AsyncClien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sult;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LOG_TAG = MainActivity.class.getSimpleName();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AWSCredentials awsCredentials = new AWSCredentials()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AWSAccessKeyId() { 
                return "access key";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AWSSecretKey() { 
                return "secret key"; 
            } 
        }; 
  
        AmazonTranslateAsyncClient translateAsyncClient = new 
 AmazonTranslateAsyncClient(awsCredentials); 
        TranslateTextRequest translateTextRequest = new TranslateTextRequest() 

17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mobile/latest/developerguide/how-to-android-sdk-setu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mobile/latest/developerguide/how-to-android-sdk-setup.html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适用于 iOS 的移动软件开发工具包

                .withText("Hello, world") 
                .withSourceLanguageCode("en") 
                .withTargetLanguageCode("es"); 
        translateAsyncClient.translateTextAsync(translateTextRequest, new 
 AsyncHandler<TranslateTextRequest, TranslateText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Exception e) { 
                Log.e(LOG_TAG, "Error occurred in translating the text: " + 
 e.getLocalized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ranslateTextRequest request, TranslateTextResult 
 translateTextResult) { 
                Log.d(LOG_TAG, "Original Text: " + request.getText()); 
                Log.d(LOG_TAG, "Translated Text: " + 
 translateText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 
    }
} 
    

使用翻译文本AWS Mobile SDK for iOS
您可以在 iOS 应用程序中使用Amazon Translate 来翻译文本。

配置示例

1. 确保您已启用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
略 (p. 80)。创建用户后，请下载凭证或记录访问密钥和秘密访问密钥。

2. 安装 Xcode 版本 8.0 或更高版本。您可以从 Apple 网站 https://developer.apple.com/xcode/ 下载最新版
本的 Xcode。

3. 安装 Cocoapods。在终端窗口中，运行以下命令：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4. 使用 Xcode 创建一个项目。然后，在终端窗口中，导航到包含您项目的 .xcodeproj 文件的目录，然
后运行以下命令：

pod init 
             

5. 将适用于 iOS 的核心移动 SDK 组件添加到您的 pod 文件中：

platform :ios, '9.0'
target :'app name' do 
   use_frameworks! 
   pod 'AWSTranslate', '~> 2.6.19' 
   # other pods
end             
             

6. 通过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来安装依赖项：

pod install --repo-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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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pod install”命令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文件。关闭 Xcode 项目，然后使
用 ./project_name.xcworkspace 文件打开此项目。从现在起，您应该只使用此文件打开您的 Xcode 
项目

打开您的应用程序后，重新构建该应用程序，以解析在代码中调用的新库中的 API。
8. 将以下导入语句添加至您的视图控制器：

import AWSTranslate 
             

9. 将以下代码复制到您的 XCode 项目。将访问密钥和私密密钥更新为您在步骤 1 中记录的值。

代码
使用以下代码创建示例。

var credentialsProvider = AWSStaticCredentialsProvider(accessKey: "access key", secretKey: 
 "secret key")

var configuration = AWSServiceConfiguration(region: AWSRegionUSEast1, credentials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AWSServiceManager.default().defaultServiceConfiguration = configuration

let translateClient = AWSTranslate.default()
let translateRequest = AWSTranslateTranslateTextRequest()
translateRequest?.sourceLanguageCode = "en"
translateRequest?.targetLanguageCode = "es"
translateRequest?.text = "Hello World" 
         
let callback: (AWSTranslateTranslateTextResponse?, Error?) -> Void = { (response, error) in 
   guard let response = response else { 
      print("Got error \(error)") 
      return 
   } 
             
   if let translatedText = response.translatedText { 
      print(translatedText) 
   }
} 
         
translateClient.translateText(translateRequest!, completionHandler: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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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处理模式
翻译文档时，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翻译处理模式：实时翻译或异步批处理。您使用的模式取决于目标文档
的大小和类型，并会影响您提交翻译作业和查看其结果的方式。

• 实时翻译 (p. 20)— 您用一小段文字致电 Amazon Translate，同步回复会立即发送到您的应用程序。
• 异步批处理 (p. 20)— 您将一组文档放入 Amazon S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

启动异步处理任务来翻译它们。Amazon Translate Sransla 存储桶中的 Amazon S3 存储桶，Amazon Tr

实时翻译
要翻译单个文本文档并将翻译结果直接返回到您的应用程序，请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实时翻译操
作，TranslateText. 将此翻译模式用于一次处理一个文档的交互式应用程序。

有关实时翻译工作流的示例，请参阅Translate 命令行创建快 (p. 13)。

使用Amazon Translate 进行异步批处理
要翻译大量文档（大小不超过 5 GB），请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异步批处理操
作StartTextTranslationJob。这最适合收集简短的文档，例如社交媒体帖子或用户评论，或者任何不需要即时
翻译的情况。

要执行异步批处理翻译，通常执行以下步骤：

1. 将一组文档存储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输入文件夹中。
2. 启动批处理翻译作业。
3. 作为您的请求的一部分，向 Amazon Translate 提供一个 IAM 角色，该角色对输入 Amazon S3 文件夹及

其所有子文件夹具有读取权限。该角色还必须对输出 Amazon S3 存储桶具有读写访问权限。
4. 监控批处理翻译作业的进度。
5. 从指定的输出存储桶检索批量翻译作业的结果。

区域可用性
以下 AWS 区域支持批处理翻译：

•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北部）
•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亚）
• 美国西部（俄勒冈）
• Asia Pacific (Mumbai)
• 亚太地区（首尔）
• 亚太地区（新加坡）
• 亚太地区（悉尼）
• 亚太地区（东京）
• 加拿大（中部）
• 欧洲（法兰克福）

20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TranslateTex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StartTextTranslationJob.html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先决条件

• 欧洲（爱尔兰）
• 欧洲（伦敦）
• 欧洲（巴黎）
• 欧洲（斯德哥尔摩）

主题
• 批量翻译任务的先决条件 (p. 21)
• 运行批量翻译作业 (p. 24)
• 监控和分析批量翻译任务 (p. 28)
• 获取批量翻译结果 (p. 29)

批量翻译任务的先决条件
要让 Amazon Translate 成功执行批量翻译任务，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包含您的输入和输出文档的 Amazon S3 存储桶必须与您调用的 API 终端节点位于同一AWS区域。
• 批处理输入文档的集合大小必须不超过 5 GB。
• 一个批处理翻译作业中最多可提交 100 万份文档。
• 每个输入文档必须不超过 20 MB，并且必须包含少于 100 万个字符。
• 您的输入文件必须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某个文件夹中。如果您将输入文件添加到存储桶的顶

层，Amazon Translate 会在您尝试运行批量翻译任务时抛出错误。此要求适用于输入文件。输出文件不需
要文件夹，Amazon Translate 可以将它们放在 Amazon S3 存储桶的顶层。

• 您的输入文件文件夹可以包含嵌套文件夹。确保未命名任何嵌套文件夹details，否则当您尝试运行批量翻
译任务时，Amazon Translate 会引发错误。

支持的文件格式
Amazon Translate 支持以下类型的文件用于批量翻译任务：

• 纯文本。
• HTML。
• Word 文档 (.docx)。
• PowerPoint 演示文件 (.pptx)。
• Excel 工作簿文件 (.xlsx)。
• XML 本地化交换文件格式 (XLIFF) 文件 (.xlf)。Amazon Translate 仅支持 XLI 版本 1.2。

Amazon Translate 要求文件是 UTF-8 编码文件。

必备权限
您的AWS账户必须在 IAM 中具有服务角色，然后才能运行批量翻译任务。此角色必须具有授予Amazon 
Translate 权限的权限策略：

• 对您在 Amazon S3 中的输入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的读取权限。
• 对输出存储桶的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它还必须包含一个信任策略，该策略允许 Amazon Translate 资源担任该角色并获得其权限。此信任策略必
须允许translate.amazonaws.com服务主体执行sts:AssumeRole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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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创建批量翻译任务时，您可以选择允许 Amazon Translate 自动为您
创建此角色。当您使用AWS CLI或的 Amazon Translate 资源名称 (ARN) 时，您可在请求中提供该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AAWS 服务委派权限的更多信息。

Example 权限策略

以下示例权限策略授予对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输入文件夹的访问权限。它授予对输出存储桶的读写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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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信任策略

以下信任策略允许 Amazon Translate 担任该策略所属的 IAM 角色。

我们建议您验证正在使用信任策略的AWS账户，以缓解 Confuse d 的代理问题。此示例使
用aws:SourceArn和aws:SourceAccount条件密钥来验证源账户。输入提交批量翻译作业的AWS账户。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translate.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ArnLike": { 
            "aws:SourceArn": "arn:aws:translate:*:111122223333:*"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11112222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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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自定义加密的必备权限
您可以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自定义加密设置，但首先必须为 IAM 中的服务角色添加权限。

Amazon Translate 会加密您在运行批量翻译任务时生成的翻译输出。默认情况下，它使用 AWS 托管式密钥. 
此类密钥由您的账户创建AWS并存储在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中。但是，您无法自己
管理这个 KMS 密钥。它只能由您代表您管理和使用AWS。

或者，您可以选择使用客户管理密钥对输出进行加密，该密钥是您在AWS账户中创建、拥有和管理的 KMS 
密钥。

您的密钥必须有一个允许Amazon Translate 使用的密钥策略。密钥策略通过向允许 Amazon Translate 访问
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服务角色授予权限来实现此目的。

密钥策略允许服务角色执行加密输出所需的AWS KMS操作，如以下示例策略语句所示。

Example KMS 密策略语句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AmazonTranslateServiceRoleS3FullAccess" 
    ] 
  },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kms:CreateGrant", 
    "kms:RetireGrant",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AWS KMS中的关键政策

使用其他AWS账户的AWS KMS密钥的权限
如果您想使用与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的AWS账户不同的 KMS 密钥，则必须：

1. 在 IAM 中更新Amazon Translate 的服务角色。
2. 更新中的密钥策略AWS KMS。

要更新您的服务角色，请附加一个策略，允许其使用另一个AWS账户中的 KMS 密钥执行必要的AWS KMS
操作，如以下示例所示。

Example 用于授予对不同账户中的用户的 KS 密钥的访问权限的

{ 
  "Effect": "Allow",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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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kms:CreateGrant", 
    "kms:RetireGrant",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11122223333:key/key-id"
}

要更新您的 KMS 密钥策略，请将服务角色和管理员用户添加为允许使用密钥的委托人，如以下示例策略声
明所示。

Example 允许 IAM 角色使用密钥的 KMS 密钥政策声明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444455556666:role/AmazonTranslateServiceRoleS3FullAccess", 
      "arn:aws:iam::444455556666:admin" 
    ] 
  }, 
  "Action": 
  [ 
    "kms:Decrypt", 
    "kms:CreateGrant", 
    "kms:GenerateDataKey", 
    "kms:RetireGrant",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用户指南》中的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用户使用AWS KMS密钥。

运行批量翻译作业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翻译控制台、或 Amazon Translate API 运行批量Amazon Translate 任务。AWS CLI

Note

批处理翻译作业是长时间运行的操作，可能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完成。例如，对小型数据集进行批量
转换可能需要几分钟，而非常大的数据集可能需要长达 2 天或更长时间。完成时间还取决于资源的
可用性。

Amazon Translate
要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运行翻译作业，请使用 Batch 翻译页面创建任务：

1. 打开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上，选择 Batslate（Batch 转换）。
3. 在翻译任务页面上，选择创建任务。控制台显示 “创建翻译作业” 页面。
4. 在 Job 设置下，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名称” 中，输入批量翻译作业的自定义名称。
b. 对于源语言，选择源文件的语言。如果您不知道源文件的语言，或者您的输入文档包含不同的源语

言，请选择auto。Amazon Translate 会auto 检测每个文件的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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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目标语言，最多选择 10 种语言。Amazon Translate 将每个源文件翻译成每种目标语言。
5. 在输入数据下，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输入 S3 位置，请在 Amazon S3 中指定包含翻译源文件的输入文件夹。要通过在 Amazon S3 
中导航到该文件夹来提供该文件夹，请选择选择文件夹。

b. 对于文件格式，选择翻译源文件的格式。
6. 在输出数据下，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Out put S3 位置，指定 Amazon S3 中的输出文件夹，Amazon Translate 将翻译输出放入其 
要通过在 Amazon S3 中导航到该文件夹来提供该文件夹，请选择选择文件夹。

b. （可选）如果您想使用在 () 中管理的客户管理的密钥对输出进行加密，请选择自定义加密设置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高级AWS KMS）。

Amazon Translate（Amazon Translate）默认使用的 KMS 密钥AWS。如果您想改用自己的 KMS 
密钥加密输出，请选择此选项。

如果您想使用当前AWS账户中的 KMS 密钥，请在 “选择密钥” 下选择该密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钥。或者，如果想使用来自其他 AWS 账户的 KMS 密钥，则输入该密钥的 Amazon 
Resource Name（ARN）。

Note

必须先在 IAM 中为 Amazon Translate 的服务角色添加权限，然后才能使用自己的 KMS 
密钥。如果您想使用来自其他账户的 KMS 密钥，还必须更新中的密钥策略AWS KMS。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自定义加密的必备权限 (p. 23)。

7. 在 “自定义-可选” 下，您可以选择使用以下设置自定义翻译作业的输出：

亵渎

在翻译输出中掩盖粗俗的单词和短语。如果您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言，则所有目标语言都必须
支持亵渎掩码。如果任何目标语言不支持亵渎屏蔽，则翻译作业不会掩盖任何目标语言的亵渎内
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Amazon Translate 中屏蔽亵渎字词和短语 (p. 36)。
形式

对于某些目标语言，可以将形式设置为正式或非正式。如果您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
言，translate 会忽略任何不支持的目标语言的形式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p. 37)。
自定义术语

由示例源术语和每个术语所需的翻译组成。如果您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言，translate 会为每种
请求的目标语言使用指定的术语，这些目标语言在术语文件中有源术语的条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自定义术语自定义翻译 (p. 32)。

并行数据

由示例组成，这些示例显示了您希望如何翻译文本片段。如果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言，则
parallel 数据文件必须包含所有目标语言的翻译。

向批量翻译作业添加parallel 数据时，即创建了主动自定义翻译作业。

Note

Active Custom Translation 作业的定价高于其他不使用parallel 数据的作业。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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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活动自定义翻译） (p. 38)。
8. 在 “访问权限” 下，为 Amazon Translate 提供一个 IAM 角色，该角色可为您在 Amazon S3 中的输入和

输出文件授予所需权限：
• 如果您的账户中已经有此 IAM 角色，请选择使用现有 IAM 角色，然后在 I AM 角色下选择该角色。
• 如果您的账户中还没有此 IAM 角色，请选择创建 IAM 角色。对于 IAM 角色，选择输入和输出 S3 

存储桶。对于角色名称，提供自定义名称。当您创建翻译任务时，Amazon Translate 会自动创建该
角色。IAM 中的角色名称以 AmazonTranslateServiceRole- 为前缀。

Note

如果您选择使用自己的 KMS 密钥加密翻译输出，则无法选择创建 IAM 角色。在这种情况
下，您必须使用预先存在的 IAM 角色，并且您的 KMS 密钥必须具有允许该角色使用密钥
的密钥策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加密的必备权限 (p. 23)

9. 请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控制台返回翻译作业页面，页面顶部的横幅中显示任务创建状态。几分钟后，您的任务将显示在表格
中。

10. 在 “名称” 列中选择作业名称以打开作业详细信息页面。

翻译任务运行时，“状态” 字段显示 “进行中”。
11. 当状态变为 “已完成” 时，选择 “输出文件位置” 下的链接，转到翻译输出。控制台转到您在 Amazon S3 

中的输出存储桶。
12. 要下载输出文件，请选中每个文件的复选框，然后选择 “下载”。

AWS CLI
要使用运行翻译作业AWS CLI，请使用start-text-translation-job命令，然后为parallel-data-
names参数指定parallel 数据资源的名称。

Example Start-text-translation-job 命令

以下示例通过提交存储在 Amazon S3 的输入存储桶中的 Excel 文件来运行翻译任务。此任务由请求中包含
的parallel 数据进行自定义。

$ aws translate start-text-translation-job \
> --input-data-config ContentType=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
officedocument.spreadsheetml.sheet,S3Uri=s3://my-s3-bucket/input/ \
> --output-data-config S3Uri=s3://my-s3-bucket/output/ \
> --data-access-role-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my-iam-role \
> --source-language-code en \
> --target-language-codes es it \
> --job-name my-translation-job

如果命令成功，Amazon Translate 将使用任务 ID 和状态进行响应：

{ 
    "JobId": "4446f95f20c88a4b347449d3671fbe3d", 
    "JobStatus": "SUBMITTED"
}

如果要自定义翻译作业的输出，可以使用以下参数：

--settings

配置翻译输出的设置，包括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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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亵渎以掩盖亵渎的单词和短语。要启用，请将亵渎参数设置为Profanity=MASK。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在Amazon Translate 中屏蔽亵渎字词和短语 (p. 36)。如果任何目标语言不支持亵渎屏蔽，则
翻译作业不会掩盖任何目标语言的亵渎内容。

在翻译输出中设置形式级别。将Formality参数设置为FORMAL或INFORMAL。如果您为作业指定了多
种目标语言，translate 会忽略任何不支持的目标语言的形式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p. 37)。

--terminology-names

要添加到翻译作业的自定义术语资源的名称。此资源列出了示例源术语和每个术语所需的翻译。如果您
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言，translate 会为每种请求的目标语言使用指定的术语，这些目标语言在术语
文件中有源术语的条目。

此参数仅接受一个自定义术语资源。

要查看可用的自定义术语资源列表，请使用list-terminologies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自定义术语自定义翻译 (p. 32)。
--parallel-data-names

要添加到翻译作业的parallel 数据资源的名称。该资源包含一些示例，这些示例显示了您希望如何翻译文
本片段。如果为作业指定了多种目标语言，则parallel 数据文件必须包含所有目标语言的翻译。

向翻译作业添加parallel 数据时，即创建了 “主动自定义翻译” 作业。

此参数仅接受一个parallel 数据资源。
Note

Active Custom Translation 作业的定价高于其他不使用parallel 数据的作业。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定价。

要获得可用parallel 数据资源的列表，请使用list-parallel-data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活动自定义翻译） (p. 38)。

要查看转换任务的状态，请使用以下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命令。

Example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命令

以下示例通过提供任务 ID 来检查任务状态。此 ID 是在start-text-translation-job命令启动任务时
由 Amazon Translate 提供的。

$ aws translate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
> --job-id 4446f95f20c88a4b347449d3671fbe3d

Amazon Translate 会回复任务属性，包括其状态：

{ 
    "TextTranslationJobProperties": { 
        "JobId": "4446f95f20c88a4b347449d3671fbe3d", 
        "JobName": "my-translation-job", 
        "JobStatus": "COMPLETED", 
        "JobDetails": { 
            "TranslatedDocumentsCount": 0, 
            "DocumentsWithErrorsCount": 0, 
            "InputDocumentsCount": 1 
        },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s": [ 

27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translate/list-terminologies.html
http://aws.amazon.com/translate/pricing/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translate/list-parallel-data.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translate/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html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监控和分析

            "es",  
            "it"  
        ], 
        "SubmittedTime": 1598661012.468, 
        "InputDataConfig": { 
            "S3Uri": "s3://my-s3-bucket/inpu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
officedocument.spreadsheetml.sheet" 
        }, 
        "OutputDataConfig": { 
            "S3Uri": "s3://my-s3-bucket/output/111122223333-
TranslateText-4446f95f20c88a4b347449d3671fbe3d/" 
        }, 
        "DataAccessRole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my-iam-role" 
    }
}

如果JobStatus值为IN_PROGRESS，请等待几分钟，然后describe-text-translation-
job再次运行，直到状态为COMPLETED。作业完成后，可以在下方S3Uri字段提供的位置下载翻译结
果OutputDataConfig。

Amazon Translate

要使用Amazon Translate API 提交批量翻译任务，请使用StartTextTranslationJob操作。

监控和分析批量翻译任务
您可以使用任务的 ID 来监控其进度并获取其输出文档的 Amazon S3 位置。要监视特定作业，请使用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操作。您还可以使用 ListTextTranslationJobs 操作检索账户中所有翻译作业的
信息。要将结果限制为符合特定标准的作业，请使用ListTextTranslationJobs操作的filter参数。您可以按
作业名称、作业状态或提交作业的日期和时间筛选结果。

Example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以下方法检查任务的状态AWS CLI运行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命令：

$ aws translate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job-id 1c1838f470806ab9c3e0057f14717bed

此命令将返回以下输出：

{ 
  "TextTranslationJobProperties": { 
    "InputDataConfig": { 
      "ContentType": "text/plain", 
      "S3Uri": "s3://input-bucket-name/folder" 
    }, 
    "EndTime": 1576551359.483, 
    "SourceLanguageCode": "en", 
    "DataAccess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01:role/service-role/
AmazonTranslateInputOutputAccess", 
    "JobId": "1c1838f470806ab9c3e0057f14717bed", 
    "TargetLanguageCodes": [ 
      "fr" 
    ], 
    "JobName": "batch-test", 
    "SubmittedTime": 1576544017.357, 
    "JobStatus": "COMPLETED", 
    "Message": "Your job h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JobDetails": { 
      "InputDocumentsCount": 77, 

28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translate/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translate/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StartTextTranslationJob.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ListTextTranslationJob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ListTextTranslationJob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APIReference/API_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html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取得结果

      "DocumentsWithErrorsCount": 0, 
      "TranslatedDocumentsCount": 77 
    }, 
    "OutputDataConfig": { 
      "S3Uri": "s3://bucket-name/output/012345678901-
TranslateText-1c1838f470806ab9c3e0057f14717bed/" 
    } 
  }
}

您可以通过使用 StopTextTranslationJob 操作在批处理翻译作业的状态为 IN_PROGRESS 时停止此作业。

Example stop-text-translation-job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停止批量翻译AWS CLI运行StopTextTranslationJob命令：

$ aws translate stop-text-translation-job --job-id 5236d36ce5192abdb3e2519f3ab8b065

此命令将返回以下输出：

{ 
  "TextTranslationJobProperties": { 
    "InputDataConfig": { 
      "ContentType": "text/plain", 
      "S3Uri": "s3://input-bucket-name/folder" 
    }, 
    "SourceLanguageCode": "en", 
    "DataAccess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01:role/service-role/
AmazonTranslateInputOutputAccess", 
    "TargetLanguageCodes": [ 
      "fr" 
    ], 
    "JobName": "canceled-test", 
    "SubmittedTime": 1576558958.167, 
    "JobStatus": "STOP_REQUESTED", 
    "JobId": "5236d36ce5192abdb3e2519f3ab8b065", 
    "OutputDataConfig": { 
      "S3Uri": "s3://output-bucket-name/012345678901-
TranslateText-5236d36ce5192abdb3e2519f3ab8b065/" 
    } 
  }
}

获取批量翻译结果
一旦作业的状态为COMPLETED要么COMPLETED_WITH_ERROR，您的输出文档可在您指定的 Amazon S3 文
件夹中找到。输出文档名称与输入文档名称相匹配，但添加目标语言代码作为前缀。例如，如果您将一个名
为 mySourceText.txt 的文档翻译成法语，则输出文档将名为 fr.mySourceText.txt。

如果批处理翻译作业的状态为 FAILED，则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操作响应包括一个 Message 字
段，用于描述作业未成功完成的原因。

每个批处理翻译作业还会生成一个辅助文件，其中包含有关所执行翻译的信息，例如翻译的总字符数和遇到
的错误数。此文件（称为 target-language-code.auxiliary-translation-details.json）在输
出文件夹的 details 子文件夹中生成。

以下是批处理翻译辅助文件的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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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 "fr", 
  "charactersTranslated": "105", 
  "documentCountWithCustomerError": "0", 
  "documentCountWithServerError": "0", 
  "inputDataPrefix": "s3://input-bucket-name/folder", 
  "outputDataPrefix": "s3://output-bucket-name/012345678901-
TranslateText-1c1838f470806ab9c3e0057f14717bed/", 
  "details": [ 
    { 
      "sourceFile": "mySourceText.txt", 
      "targetFile": "fr.mySourceText.txt", 
      "auxiliaryData": { 
        "appliedTerminologies": [ 
          { 
            "name": "TestTerminology", 
            "terms": [ 
              { 
                "sourceText": "Amazon", 
                "targetText": "Amazon" 
              } 
            ] 
          } 
        ] 
      } 
    }, 
    { 
      "sourceFile": "batchText.txt", 
      "targetFile": "fr.batchText.txt", 
      "auxiliaryData": { 
        "appliedTerminologies": [ 
          { 
            "name": "TestTerminology", 
            "terms": [ 
              { 
                "sourceText": "Amazon", 
                "targetText": "Amazon"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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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亚马逊翻译自定义您的翻译
您可以使用以下设置自定义使用 Amazon Translate 生成的翻译：

• Do-not-translate 标签— 使用开始和结束标记来指定不想翻译的内容。
• Custom 术语— 定义您希望Amazon Translate 如何翻译特定术语，例如品牌名称。
• 亵渎— 启用此选项可掩盖翻译输出中的亵渎单词和短语。
• 礼节— 启用此选项以设置翻译输出中的语言形式级别。
• 并行数据— 由示例源文本及其翻译的片段组成。当您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任务时，Amazon Translate 

会调整翻译输出以反映其在翻译示例中找到的风格、语气和词汇选择。

主题
• 使用 do-not-translate Amazon Transl (p. 31)
• 使用自定义术语自定义翻译 (p. 32)
• 在Amazon Translate 中屏蔽亵渎字词和短语 (p. 36)
• 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p. 37)
• 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活动自定义翻译） (p. 38)

使用 do-not-translate Amazon Transl
您可以在输入内容中添加标签以指定不想翻译的文本。此功能仅面向控制台提供 API 操作提供。

主题
• 使用 do-not-translate 使用控制台 (p. 31)
• 使用 do-not-translate 使用 API (p. 31)

使用 do-not-translate 使用控制台
在源文本中，使用跨度标签来包围不想翻译的任何文本。例如，要将以下文本从英语翻译成意大利语：

Musée du Louvre, that's how you say Louvre Museum in French.

文本 “Musée du Louvre” 需要保留法语版本，因此我们在此内容周围使用跨度标签来跳过翻译：

<span translate="no">Musée du Louvre</span>, that's how you say Louvre Museum in French.

这句话由此产生的意大利语翻译：

<span translate="no">Musée du Louvre</span>, così si dice Museo del Louvre in francese.

使用 do-not-translate 使用 API
您可以使用 do-not-translate 使用实时功能TranslateText和异步TextTranslationAPI 操作。在您为 
API 请求提供的源文本中，您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 HTML 元素来指定需要跳过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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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示例中，我们将一些文本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但将一些文本保留为英语：

aws translate translate-text \ 
  --source-language-code "en" \ 
  --target-language-code "es" \ 
  --region us-west-2 \ 
  --text "This can be translated to any language. <p translate=no>But do not translate 
 this!</p>" 
         

此 API 请求返回以下西班牙语翻译：

{ 
    "TranslatedText": "Esto se puede traducir a cualquier idioma.  
                                <p translate=no>But do not translate this!</p>",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 "es"
}      

使用自定义术语自定义翻译
使用自定义术语和翻译请求，确保您的品牌名称、角色名称、型号名称和其他独特内容都能被翻译成所需的
结果，无论其背景如何，也无论Amazon Translate 算法的决定如何。

您可以使用AWS控制台或 API 将术语文件上传到您的Amazon Translate 账户。翻译文本时，您可以选择要
使用的自定义术语文件。当 Amazon Translate 找到源文本和术语文件之间的匹配项时，它会使用术语文件
中的翻译。

举个例子：Amazon Fam ily 是一系列为亚马逊 Prime 会员提供独家优惠的福利，例如订阅尿布、婴儿食品等
最高可享受 20% 的折扣。在法国，它称为 Amazon Famille。

当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 e 将 Amazon Famil y 翻译成法语时，输出结果是 Famille Amazon，这不是所需
的翻译。

如果您添加自定义术语条目，显示 Amazon Family 一词应翻译为 Amaz on Famille，则 Amazon Translate 
始终会将该短语翻译成所需的结果。

主题
• 这样翻译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p. 32)
• 创建自定义术语 (p. 33)
• 使用自定义术语 (p. 34)
• 加密您的术语 (p. 35)
• 最佳实践 (p. 35)

这样翻译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当 Amazon Translate 收到翻译请求时，它会读取源句子，创建内容的语义表达，然后生成目标语言的翻
译。

当您在翻译请求的同时提供自定义术语时，翻译引擎会在返回最终结果之前扫描术语文件。当引擎识别出术
语条目和源文本中的字符串之间的匹配项时，它会在提议的翻译中找到相应的字符串并将其替换为术语条
目。在 Amazon Family 的示例中，它首先生成了 “avez-vous déja fait des achats avec Amazon Family？” 
然后在回复之前用 Amaz on Famille 替换 Amazon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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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术语
您可以使用 CSV、TSV 或 TMX 文件，其中包含术语文件的源文本和目标（已翻译）术语。每个术语都使用
单个源文本，但可以有多个目标术语，只要可以使用目标语言和源语言，每种语言就会有一个目标术语。

Important

自定义术语中的源单词 区分大小写，且不能用于并非完全匹配的单词。

方向性
当您在 Amazon Translate 中创建自定义术语时，您可以选择以下类型方向性，它表示您的术语是具有一种
还是多种源语言。

单向

该文件包含一种源语言。所有其他语言均为目标语言。例如，如果您的术语文件是 CSV 文件，则第一列
包含源语言文本，所有其他列包含目标语言文本。

多向

文件中的任何语言都可以是源语言或目标语言。例如，如果您的术语文件包含英文、中文和西班牙文文
本，则可以将同一个文件用于翻译以下语言对的作业：
• 英语到中文
• 英语到西班牙语
• 中文到英文
• 中文到西班牙文
• 西班牙语到英语
• 西班牙语到中文

相比之下，如果您在这些翻译工作中使用单向术语，则需要创建三个术语文件。每个文件都有相同的内容，
但每个文件将分别使用英语、中文或西班牙语作为源语言。

示例术语文件
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p. 3)获取支持的语言代码。

CSV（逗号分隔值）

en fr de es

Amazon Amazon Amazon Amazon

TMX（翻译记忆库交换）

TMX 文件是翻译软件常用的 XML 类型文件。虽然表单与 CSV 不同，但内容类似：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mx version="1.4"> 
 <header 
    creationtool="XYZTool" creationtoolversion="0" 
    datatype="PlainText" segtype="sentence" 
    adminlang="en-us" srclang="en" 
    o-tmf="test"/> 
 <body> 
   <tu> 
     <tuv xml: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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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Amazon</seg> 
     </tuv> 
     <tuv xml:lang="fr"> 
       <seg>Amazon</seg> 
     </tuv> 
     <tuv xml:lang="de"> 
       <seg>Amazon</seg> 
     </tuv> 
     <tuv xml:lang="es"> 
       <seg>Amazon</seg> 
     </tuv> 
   </tu>    
 </body>
</tmx>

然后，这些文件将附加到您的Amazon Translate 账户。当翻译作业运行并且您选择使用自定义术语
时，Amazon Translate 会在遇到源词时使用指定的单词。

兼容语言
某些语言不会根据句子上下文更改单词的字形。借助这些语言，应用自定义术语最有可能提高整体翻译质
量。但是，某些语言确实有广泛的字形变化。我们不建议将自定义术语功能应用于这些语言，但我们不限制
您这样做。

推荐
我们建议使用以下语言与自定义术语一起使用：

• 日耳曼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德语、挪威语、瑞典语）
• 印度-伊朗语（印地语、波斯语、乌尔都语）
• 罗曼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 中文
• 希腊语
• 印度尼西亚语
• 日语
• 马来语
• 泰语
• 越南语

不推荐使用
我们不建议将以下语言用于自定义术语：

• 巴尔托-斯拉夫语（捷克语、波兰语、俄语、乌克兰语）
• 闪米特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
• 乌拉尔语（芬兰语、匈牙利语）
• 韩语
• 土耳其语

使用自定义术语
如果在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翻译文本时使用自定义术语，该过程将类似于在没有自定义术语的情况下翻
译文本时的过程。区别在于，当您使用自定义术语调用该操作时，您还会包含可选的 TerminologyNames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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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具有附加到您账户的以下术语文件 Amazon_Family.csv：

     en,fr
     Amazon Family,Amazon Famille

您可以使用以下操作调用自定义术语以使用 CLI 翻译文本：
Note

此示例的格式适用于 Unix、Linux 和 macOS。对于 Windows，请将每行末尾的反斜杠 (\) Unix 行继
续符替换为脱字号 (^)。

aws translate translate-text \ 
     --region region \ 
     --source-language-code "en" \ 
     --target-language-code "fr" \ 
     --terminology-names "Amazon_Family" \ 
     --text "Have you ever shopped with Amazon Family?"

这使用选定的自定义术语将此文本翻译为 “avez-vous déja fait des achats avec Amazon Famille？” 而不是直
接（但不可取）的翻译 “avez-vous desja fait des achats avec Famille Amazon？”

使用 Python 时，可以看到以下相同的任务：

import boto3 
      
translate = boto3.client(service_name='translate') 
   
print("Translating 'Have you ever shopped with Amazon Family?' from English to French with 
 the 'Amazon_Family' custom terminology...")
response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Have you ever shopped with Amazon Family?", 
 TerminologyNames=["Amazon_Family"], SourceLanguageCode="en", TargetLanguageCode="fr")
print("Translated text: " + response.get('TranslatedText'))
print("\n")

有关将 Amazon Translate 操作与 “自定义术语” 结合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PI 操作.

加密您的术语
Amazon Translate 致力于保护您的所有数据，您的自定义术语也不例外。每个自定义术语在创建时都会加
密，因此只能由您访问。

有三个可用的加密选项：

• 使用 AWS 加密。这是默认选项，如果您不选择其他方法，则此方法用于保护您的信息。
• 使用与您的账户关联的加密密钥。如果选择此选项，控制台中的一个菜单将为您提供可供使用的关联加密

密钥选项。
• 使用与您的账户不关联的加密密钥。如果选择此选项，控制台中将显示一个框，让您输入加密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最佳实践
下面是使用自定义术语时建议的最佳实践

• 保持您的自定义术语最小化。只包含您想要控制的单词以及完全明确的单词。只使用下面这样的单词：您
知道您永远不会想要使用其他含义，并且您希望它只能以一种方式翻译。理想情况下，将列表限制为适当
的名称，如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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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术语区分大小写。如果您需要同时包含单词的大写和非大写版本，您必须包含每个版本的条目。
• 请勿为同一源短语包含不同的翻译（例如，entry #1-EN: Amazon, FR: Amazon; entry #2-EN: Amazon 

FR: Amazone）。
• 某些语言不会根据句子上下文更改单词的字形。借助这些语言，应用自定义术语最有可能提高整体翻译质

量。但是，某些语言确实有广泛的字形变化。我们不建议将该功能应用于这些语言，但我们不会限制您这
样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兼容语言 (p. 34)。

在Amazon Translate 中屏蔽亵渎字词和短语
当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运行翻译时，可以启用亵渎的语言设置为掩盖翻译输出中的亵渎单词和短语。

为了掩盖亵渎的单词和短语，Amazon Translate 将其替换为 grawlix 字符串 “？ $#@$”。这个 5 个字符的序
列用于每个亵渎的单词或短语，无论单词的长度或数量如何。

Amazon Translate 不会掩盖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相同的翻译请求中的亵渎内容。

在某些情况下，源输入中的亵渎词在翻译后的输出中自然会变得没有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应用掩盖。

Amazon Translate 会按字面意思而不是上下文检测每个亵渎单词或短语 这意味着它可能会掩盖一个亵渎
词，即使它在上下文中没有攻击性。例如，如果 Amazon Translate 将 “混蛋” 检测为亵渎词，那么它会把 
“jerk chicken” 这句话写成 “？ $#@$ chicken”，尽管 “混蛋鸡” 并不令人反感。（在这里，“混蛋” 仅用作示
例。 Amazon Translate 不会将该词检测为亵渎。）

主题
• 使用亵渎设置 (p. 36)
• 不支持的语言 (p. 36)

使用亵渎设置
您可以在 Amazon Translate 中将亵渎设置用于两种类型的翻译操作：实时翻译和异步批处理。

要掩码实时翻译请求中的亵渎内容，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实时翻译Amazon Trnlcks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其他设置，启用亵渎设置。
• 对于translate-text命令在AWS CLI，设置--settings参数Profanity=MASK.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AWS CLI 命令参考》中的 TranslateText。
• 使用中的设置参数TranslateTextAmazon Translate API 中的操作。

要掩盖异步批处理操作中的亵渎内容，请参见运行批量翻译作业 (p. 24).

不支持的语言
当您翻译成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任何目标语言时，您可以掩盖亵渎内容，但以下情况除外：

语言 语言代码

孟加拉语 bn

印地语 hi

马拉雅拉姆语 ml

旁遮普语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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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语言代码

僧伽罗人的 si

越南语 vi

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所有语言，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p. 3).

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您可以选择为翻译到支持的目标语言指定所需的正式级别。形式设置控制翻译输出中正式语言的使用级别
（也称为敬语或寄存器）。形式设置可用于实时翻译和异步批处理。

形式支持以下值：

• 非正式 — 翻译文本中的所有句子都使用与非正式交流相关的语言结构。例如，翻译后的文本使用熟悉的第
二人称代词形式及其动词协议（或日语的Kudaketa形式）。

• 正式 ——翻译文本中的所有句子都使用与正式、礼貌的沟通相关的语言结构。例如，翻译后的文本使用第
二人称代词的正式形式及其动词协议（或日语的Teineigo形式）。

例如，句子 “你确定吗？” 我能有两个正确的德语翻译：“Sind Sie sicher？” 用于正式登记册和 “Bist du 
sicher？” 对于非正式的。

如果 Amazon Translate 不支持目标语言的形式级别，或者您未指定形式参数，则翻译任务会忽略形式设
置。

主题
• 使用形式设置 (p. 37)
• 支持的语言 (p. 37)

使用形式设置
要设置实时翻译请求的正式性，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的实时翻译页面上，在 “其他设置” 下，启用 Form ality 设置并选择其中一个
值。

• 在Amazon Translate API 的TranslateText操作中使用设置参数。
• 对于中的translate-text命令AWS CLI，将--settings参数设置

为Formality=FORMAL或Formality=INFORMA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I命令参考》中的翻
译文本。

要在批量翻译请求中设置正式性，请在启动翻译作业时设置 F ormality 参数。有关详细信息和示例，请参
阅运行批量翻译作业 (p. 24)。

对于 CLI 或 API 请求，响应中的AppliedSettings字段包括请求中的形式设置（如果有）。如果目标语言
不支持形式，则响应中的AppliedSettings值为 NULL。

支持的语言
Amazon Translate 支持将任何源语言翻译成以下目标语言的形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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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语言代码

荷兰语 nl

法语 fr

法语（加拿大） fr-CA

德语 de

印地语 hi

意大利语 it

日语 ja

韩语 ko

葡萄牙语（葡萄牙） pt-PT

西班牙语 es

西班牙语（墨西哥） es-MX

有关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所有语言，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码 (p. 3)。

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活动自定义翻译）
Addparallel 数据到 Amazon Translate 自定义批量翻译任务的输出。并行数据由示例组成，这些示例显示您
希望如何翻译文本片段。它包括一组源语言的文本示例，对于每个示例，它包含一种或多种目标语言所需的
翻译输出。

向批量翻译作业添加parallel 数据时，会创建一个主动自定义翻译任务。当您运行这些任务时，Amazon 
Translate 会在运行时使用您的parallel 数据来生成自定义的机器翻译输出。它会对翻译进行调整，以反映它
在并parallel 数据中找到的风格、语气和单词选择。借助parallel 数据，您可以针对特定领域（例如生命科
学、法律或金融）特有的术语或短语量身定制翻译。

Note

与不使用parallel 数据的其他作业相比，有效的自定义翻译任务的定价更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mazon Translate.

例如，以下parallel 数据是在 CSV 文件中定义的：

"en","fr"
"How are you?","Comment ça va ?"

在这个例子中，英语 (en) 是源语言，法语 (fr) 是目标语言。该示例显示了源短语 “你好吗？” 应该翻译成
法语。将此示例输入文件导入 Amazon Translate 后，可以将其应用于翻译任务以影响其输出。在这样的工
作中，Amazon Translate 会翻译 “你好吗？” 进入非正式的 “comment ca va？” 而不是正式的 “评论 allez-
vous？” 例如，该作业可能会收到以下源文本：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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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篇文章，该作业产生了以下翻译：

Bonjour, comment ça va ?
Comment ça va ?
Salut, comment ça va ?
Comment ça va ?

相比之下，如果作业在没有parallel 数据的情况下运行，则输出可能包含更正式的 “comment allez-vous”：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
Comment allez-vous ?
Salut, comment allez-vous ?
Comment allez-vous ?

通过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批量翻译作业，您可以影响输出，这与使用使用翻译示例训练的自定义翻译模型
类似。使用 Active Custom Translation，无需训练自定义模型，而且可以避免此类训练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随着翻译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您可以通过更新parallel 数据来优化输出，这比重新训练自定义模型更
容易。

区域可用性
Active 自定义翻译可在以下区域使用：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
•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 欧洲（爱尔兰）

主题
• Amazon Translate 的并行数据输入文件 (p. 39)
• 将您的parallel 数据添加到Amazon Translate (p. 43)
• 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查看和管理您的parallel 数据 (p. 45)

Amazon Translate 的并行数据输入文件
在 Amazon Translate 中创建parallel 数据资源之前，您必须创建一个包含翻译示例的输入文件。您的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必须使用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语言。有关这些语言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
码 (p. 3).

parallel 数据示例
下表中的文本提供了可以格式化为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的翻译段示例：

en es

Amazon Translate 是一项神经机器翻译服务。 Amazon Translate 是一家自动翻译服务 basado en 
redes neuronales。

神经机器翻译是一种使用深度学习模型的语言翻译
自动化形式。

La traduccion automática neuronal 是一种自动形
式 la traduccion de lenguajes 使用 aprendizaje 
profundo 的模型。

Amazon Translate 允许您为国际用户本地化内容。 Amazon Translate le permite localizar contenido 适
用于国际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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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第一行提供语言代码。第一语言是英语 (en)，是源语言。西班牙语 (es) 是目标语言。第一列提供了源文
本的示例。另一栏包含翻译示例。当这些parallel 数据自定义批处理任务时，Amazon Translate 会调整翻译
以反映示例。

输入文件格式
Amazon Translate 支持以下格式的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

• 翻译记忆库交换 (TMX)
• 逗号分隔值 (CSV)
• 制表符分隔值 (TSV)

TMX

Example TMX 输入文件

以下示例 TMX 文件以 Amazon Translate 接受的格式定义parallel 数据。在这个文件中，英语 (en) 
是源语言。西班牙语 (es) 是目标语言。作为parallel 数据的输入文件，它提供了多个示例，Amazon 
Translate 可以使用这些示例来定制批处理任务的输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mx version="1.4"> 
    <header srclang="en"/> 
    <body> 
        <tu> 
            <tuv xml:lang="en"> 
                <seg>Amazon Translate is a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ervice.</seg> 
            </tuv> 
            <tuv xml:lang="es"> 
                <seg>Amazon Translate es un servicio de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basado en 
 redes neuronales.</seg> 
            </tuv> 
        </tu> 
        <tu> 
            <tuv xml:lang="en"> 
                <seg>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automation that uses deep learning models.</seg> 
            </tuv> 
            <tuv xml:lang="es"> 
                <seg>La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neuronal es una forma de automatizar la 
 traducción de lenguajes utilizando modelos de aprendizaje profundo.</seg> 
            </tuv> 
        </tu> 
        <tu> 
            <tuv xml:lang="en"> 
                <seg>Amazon Translate allows you to localize content for international 
 users.</seg> 
            </tuv> 
            <tuv xml:lang="es"> 
                <seg>Amazon Translate le permite localizar contenido para usuarios 
 internacionales.</seg> 
            </tuv> 
        </tu> 
    </body>
</tmx>

TMX 要求

在 TMX 文件中定义parallel 数据时，请记住 Amazon Translate 的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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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Translate 支持 TMX 1.4b。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MX 1.4b 规格在全球化与本地化协会
网站上。

• 这些区域有：header元素必须包含srclang属性。该属性的值决定了parallel 数据的源语言。
• 这些区域有：body元素必须包含至少一个翻译单元 (tu) 元素。
• 每个tu元素必须包含至少两个翻译单元变体 (tuv) 元素。其中之一tuv元素必须有xml:lang该属性

的值与分配给该属性的值相同srclang属性中的header元素。
• 全部tuv元素必须具有xml:lang属性。
• 全部tuv元素必须具有分段 (seg) 元素。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某些内容tu要么tuv如果遇到则为元素seg空白或

仅包含空白的元素：
• 如果seg元素对应于源语言，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tu元素seg元素占据。
• 如果seg元素对应于目标语言，Amazon Translate 仅跳过tuv元素seg元素占据。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某些内容tu要么tuv如果遇到则为元素seg超过 
1000 字节的元素：
• 如果seg元素对应于源语言，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tu元素seg元素占据。
• 如果seg元素对应于目标语言，Amazon Translate 仅跳过tuv元素seg元素占据。

• 如果输入文件包含多个tu源文本相同的元素，Amazon Translate ssrate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tu元素有changedate属性，它使用具有最新日期的元素。
• 否则，它使用最接近文件末尾的元素。

CSV

以下示例 CSV 文件以 Amazon Translate 接受的格式定义parallel 数据。在这个文件中，英语 (en) 
是源语言。西班牙语 (es) 是目标语言。作为parallel 数据的输入文件，它提供了多个示例，Amazon 
Translate 可以使用这些示例来定制批处理任务的输出。

Example CSV 输入文件

en,es
Amazon Translate is a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ervice.,Amazon Translate es un 
 servicio de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basado en redes neuronal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automation that uses deep 
 learning models.,La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neuronal es una forma de automatizar la 
 traducción de lenguajes utilizando modelos de aprendizaje profundo.
Amazon Translate allows you to localize content for international users.,Amazon 
 Translate le permite localizar contenido para usuarios internacionales.

CSV 要求

在 CSV 文件中定义parallel 数据时，请记住 Amazon Translate 的以下要求：

• 第一行由语言代码组成。第一个代码是源语言，后续的每个代码都是目标语言。
• 第一列中的每个字段都包含源文本。后续列中的每个字段都包含目标翻译。
• 如果任何字段中的文本包含逗号，则该文本必须用双引号 (“) 字符括起来。
• 一个文本字段不能跨越多行。
• 字段不能以以下字符开头：+、-、=、@。 无论字段是否用双引号 (“) 括起来，此要求都适用。
• 如果字段中的文本包含双引号 (“)，则必须使用双引号对其进行转义。例如，以下文本：

34" monitor

必须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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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onitor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如果遇到空白或仅包含空白的字段，Amazon Translate 将跳过某些行或字
段：
• 如果源文本字段为空，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它占用的那一行。
• 如果目标翻译字段为空，Amazon Translate 只会跳过该字段。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如果遇到超过 1000 字节的字段，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某些行或字段：
• 如果源文本字段超过字节限制，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它占用的那一行。
• 如果目标翻译字段超过字节限制，Amazon Translate 只会跳过该字段。

• 如果输入文件包含多条具有相同源文本的记录，Amazon Translate 将使用最接近文件末尾的记录。

TSV

以下示例 TSV 文件以 Amazon Translate 接受的格式定义parallel 数据。在这个文件中，英语 (en) 
是源语言。西班牙语 (es) 是目标语言。作为parallel 数据的输入文件，它提供了多个示例，Amazon 
Translate 可以使用这些示例来定制批处理任务的输出。

Example TSV 输入文件

en es
Amazon Translate is a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ervice. Amazon Translate es un 
 servicio de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basado en redes neuronal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automation that uses deep 
 learning models. La traducción automática neuronal es una forma de automatizar la 
 traducción de lenguajes utilizando modelos de aprendizaje profundo.
Amazon Translate allows you to localize content for international users. Amazon 
 Translate le permite localizar contenido para usuarios internacionales.

TSV 要求

在 TSV 文件中定义parallel 数据时，请记住 Amazon Translate 的以下要求：

• 第一行由语言代码组成。第一个代码是源语言，后续的每个代码都是目标语言。
• 第一列中的每个字段都包含源文本。后续列中的每个字段都包含目标翻译。
• 如果任何字段中的文本包含制表符，则该文本必须用双引号 (“) 字符括起来。
• 一个文本字段不能跨越多行。
• 字段不能以以下字符开头：+、-、=、@。 无论字段是否用双引号 (“) 括起来，此要求都适用。
• 如果字段中的文本包含双引号 (“)，则必须使用双引号对其进行转义。例如，以下文本：

34" monitor

必须写成：

34"" monitor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如果遇到空白或仅包含空白的字段，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某些行或字
段：
• 如果源文本字段为空，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它占用的那一行。
• 如果目标翻译字段为空，Amazon Translate 只会跳过该字段。

•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如果遇到超过 1000 字节的字段，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某些行或字段：
• 如果源文本字段超过字节限制，Amazon Translate 会跳过它占用的那一行。
• 如果目标翻译字段超过字节限制，Amazon Translate 只会跳过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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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输入文件包含多条具有相同源文本的记录，Amazon Translate 将使用最接近文件末尾的记录。

将您的parallel 数据添加到Amazon Translate
要将parallel 数据添加到 Amazon Translate，您需要从 Amazon S3 导入一个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之后，
您可以使用parallel 数据自定义批量翻译作业生成的输出。

先决条件

在将parallel 数据添加到 Amazon Translate 之前，您必须：

• 有一个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如需创建一个角色，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的并行数据输入文
件 (p. 39)。

• 在您的Amazon S3 存储桶AWS账户。要创建一个，请参见如何创建 S3 存储桶？在里面Amazon 
Simple Storage S.

• 将您的输入文件上载到 Simple StAmazon S3 存储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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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Amazon Simple Storage S.

添加parallel 数据（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要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添加parallel 数据，请使用并行数据页面：

1. 打开Amazon Translate.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个性化，然后选择并行数据.
3. 在并行数据页面，选择创建parallel 数据. 控制台显示创建parallel 数据页面。
4. 提供以下项：

名称

parallel 数据资源的自定义名称。您必须分配一个在账户和区域中是唯一的名称。
描述-可选的

自定义描述。
S3 上的并行数据位置

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Amazon S3。要通过导航到 Amazon S3 中的文件来提供位置，请选择选择文
件.

文件格式

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的格式。支持的格式包括翻译记忆库交换 (TMX)、逗号分隔值 (CSV) 和制表
符分隔值 (TSV)。

5. 下面加密密钥，请选择一个AWS KMS key保护您的parallel 数据。这些 KMS 密钥由管理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有关 AWS KM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 AWS 拥有的密钥

使用由Amazon Translate 拥有和管理的 KMS 密钥。这是默认选项，如果您不选择其他方法，则用
于加密您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拥有的密钥在里面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
发人员指南.

使用当前账户中的密钥

使用您在中管理的 KMS 密钥之一AWS KMS在你的AWS账户。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菜单会提供
您的 KMS 密钥列表供您选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客户托管密钥在里面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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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来自不同账户的密钥

使用在中管理的 KMS 密钥AWS KMS在不同的环境中AWS账户。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控制台会
提供一个字段，供您输入 KMS 密钥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有关加密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指南.
6. 选择创建parallel 数据.

控制台返回到并行数据页面，导入状态显示在页面顶部的横幅中。几分钟后，您的parallel 数据资源将显
示在表中。当值在状态列是处于活动状态，parallel 数据已准备就绪，可供您在批量翻译任务中使用。

用于故障排除的错误文件
如果 Amazon Translate 在处理您的输入文件时生成任何错误或警告，则控制台会提供一个错误文件，您可
以下载该文件以查看错误消息。此文件的内容类似于以下示例：

{ 
  "summary": { 
    "record_error_count": 1, 
    "record_skipped_count": 0 
  }, 
  "messages": [ 
    { 
      "content": "Number 1 TU element", 
      "message": "Invalid TMX format. One tu element should contain exactly one tuv element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code: en" 
    } 
  ]
}

添加parallel 数据 (AWS CLI)
要添加parallel 数据，请使用AWS CLI，使用create-parallel-data命令。

Example create-parallel-data 命令

以下示例通过从 Amazon S3 导入 TSV 文件来创建parallel 数据对象：

$ aws translate create-parallel-data \
> --name my-parallel-data \
> --parallel-data-config S3Uri=s3://input-bucket/parallel-data-file.tsv,Format=TSV

如果命令成功，Amazon Translate 将使用新的parallel 数据对象的状态进行响应：

{ 
    "Name": "my-parallel-data", 
    "Status": "CREATING"
}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监视parallel 数据的持续状态get-parallel-data命令。当状态为ACTIVE，parallel 
数据已准备就绪，可供您在批量翻译任务中使用。举个例子get-parallel-data命令，请参见查看parallel 
数据对象的详细信息 (p. 46).

使用您的parallel 数据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parallel 数据资源，可以将其应用于批量翻译作业以自定义输出。要运行批处理作业，请参
见运行批量翻译作业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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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查看和管理您的parallel 数据
您可以查看已添加到 Amazon Translate 的所有并parallel 数据资源，也可以访问每个资源的详细摘要。随着
翻译要求的变化，您可以通过更新parallel 数据来优化翻译输出。

查看和管理并parallel 数据（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要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中查看和管理您的parallel 数据，请使用并行数据页面：

查看并parallel 数据资源列表

1. 打开Amazon Translate.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可定制，然后选择并行数据. 本页上的表格列出了您已添加到 Amazon 

Translate 的parallel 数据资源。

查看并parallel 数据资源的详细信息

• 在并行数据页面上 parallel 在名称列。控制台打开详细信息页面，其中包括状态、上次更新日期、源语
言和目标语言等信息。

更新并parallel 数据资源

1. 将parallel 数据的更新版本作为新的输入文件上传到 Amazon S3）存储桶的大型文件上传。
2. 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中，转到并行数据页面。
3. 选择要更新的parallel 数据，然后选择Update. 控制台显示更新parallel 数据页面。
4. 提供以下项：

描述-可选

更新的描述。
S3 上的并行数据位置

更新的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在 Amazon S3 中的位置。要通过导航到 Amazon S3 中的文件来提供
位置，请选择选择文件.

选择parallel 数据文件格式

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的格式。支持的格式包括翻译记忆库交换 (TMX)、逗号分隔值 (CSV) 和制表
符分隔值 (TSV)。

5. 选择 Save（保存）。Amazon Translate 用新的输入文件替换了旧的parallel 数据。

查看和管理parallel 数据 (AWS CLI)
您可以使用AWS CLI查看和更新您的parallel 数据资源。

查看并parallel 数据资源列表
要查看您已添加到 Amazon Translate 的parallel 数据资源列表，请使用list-parallel-data命令。

Example list-parallel-data 命令

以下示例返回parallel 数据资源及其属性的列表。

$ aws translate list-paralle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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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命令成功，Amazon Translate 将返回类似以下内容的数组：

{ 
    "ParallelDataPropertiesList": [ 
        { 
            "Name": "my-parallel-data", 
            "Arn": "arn:aws:translate:us-west-2:111122223333:parallel-data/my-parallel-
data", 
            "Status": "ACTIVE",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s": [ 
                "es", 
                "ja", 
                "zh" 
            ], 
            "ParallelDataConfig": { 
                "S3Uri": "s3://input-bucket/parallel-data-file.tsv", 
                "Format": "TSV" 
            }, 
            "ImportedDataSize": 2283, 
            "ImportedRecordCount": 3, 
            "FailedRecordCount": 0, 
            "CreatedAt": 1598597751.406, 
            "LastUpdatedAt": 1598597911.675 
        } 
    ]
}

查看parallel 数据对象的详细信息
要查找单个parallel 数据资源的详细信息，请使用get-parallel-data命令。此命令返回parallel 数据的属
性以及预签名的 S3 URL，您可以在其中下载用于创建数据的输入文件。

Example get-parallel-data 命令

以下示例获取的属性和下载位置my-parallel-dataobject:

$ aws translate get-parallel-data \
> --name my-parallel-data

如果命令成功，Amazon Translate 将返回属性和下载位置：

{ 
    "ParallelDataProperties": { 
        "Name": "my-parallel-data", 
        "Arn": "arn:aws:translate:us-west-2:111122223333:parallel-data/my-parallel-data", 
        "Status": "ACTIVE",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s": [ 
            "es", 
            "ja", 
            "zh" 
        ], 
        "ParallelDataConfig": { 
            "S3Uri": "s3://input-bucket/parallel-data-file.tsv", 
            "Format": "TSV" 
        }, 
        "ImportedDataSize": 2283, 
        "ImportedRecordCount": 3, 
        "FailedRecordCount": 0, 
        "CreatedAt": 1598597751.406, 
        "LastUpdatedAt": 159859791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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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Location": { 
        "RepositoryType": "S3", 
        "Location": "pre-signed S3 URL" 
    }
}

更新并parallel 数据资源

要更新parallel 数据资源，请先将新的输入文件上传到 Amazon S3 输入存储桶。然后，使用update-
parallel-data命令并指定要更新的parallel 数据资源。Amazon Translate 使用新输入文件中的信息替换
旧的parallel 数据。

Example update-parallel-data 命令

以下命令更新my-parallel-data使用来自 Amazon S3 的新输入文件：

$ aws translate update-parallel-data \
> --name my-parallel-data \
> --parallel-data-config S3Uri=s3://input-bucket/parallel-data-file.tsv,Format=TSV

如果此命令成功，Amazon Translate 将提供如下响应：

{ 
    "Name": "my-parallel-data", 
    "Status": "ACTIVE", 
    "LatestUpdateAttemptStatus": "UPDATING", 
    "LatestUpdateAttemptAt": 1598601455.844
}

在这个回应中，Status字段提供先前存在的parallel 数据对象的状态，LatestUpdateAttemptStatus字
段提供当前更新尝试的状态。

47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在亚马逊翻译中使用 Amazon Polly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可以使用Amazon Translate 的方法。

主题
• 在亚马逊翻译中使用 Amazon Polly (p. 48)
•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聊天频道 (p. 52)
• 将Amazon Translate 与 Amazon (p. 60)
•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网页 (p. 63)
•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大型文档 (p. 66)
• 将签名版本 4 与 Amazon Transla (p. 67)

在亚马逊翻译中使用 Amazon Polly
要说出翻译后的文本，你可以将Amazon Polly 与Amazon Translate 一起使用。在本示例中，您将创建一个
网页，您可以使用亚马逊翻译翻译文本，然后使用 Amazon Polly 说出该文本。可以将代码总结为：

• 用于创建网页的 CSS 和 HTML。
• 为 Amazon Translate 和 Amazon Polly 创建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
• 一个从网页读取数据并调用 Amazon Translate 的函数。
• 一个从网页读取数据并调用 Amazon Polly 的函数。
• 用于管理网页的实用程序函数。

配置示例

1. 安装和配置 AWS SDK for JavaScript。有关安装的 SDK 的说明 JavaScript，请参阅安装的 SDK 
JavaScript。

2. 将示例的代码复制到 Web 服务器上的 HTML 文件。
3. 将<script>标签更新到您安装 SDK 的位置 JavaScript。
4. 将区域和终端节点更改为要运行 Amazon Translate 和 Amazon Polly 操作的区域。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区域的列表，请参阅 AWS 区域和端点。有关 Amazon Polly 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
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5. 请确保您具有运行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
策略 (p. 80) Amazon Polly 开发者指南中的 Amazon Polly 使用基于身份的策略（IA M 政策）。

6. 提供用户的访问 ID 和密钥。

代码
以下是示例网页的完整代码。您可以将此代码复制到 HTML 文件中以在您自己的 Web 服务器上运行此示
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Amazon Translate</title> 
    <script src="aws-sdk/dist/aws-sdk.js"></script>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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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1 style="text-align: left">Amazon Translate Demo</h1> 
    <br/> 
    <table class="tg"> 
        <tr> 
            <th align="left">
Source Language Code: 
                <select id="sourceLanguageCodeDropdown"> 
                      <option value="en">en</option> 
                      <option value="ar">ar</option> 
                      <option value="cs">cs</option> 
                      <option value="de">de</option> 
                      <option value="es">es</option> 
                      <option value="fr">fr</option> 
                      <option value="it">it</option> 
                      <option value="ja">ja</option> 
                      <option value="pt">pt</option> 
                      <option value="ru">ru</option> 
                      <option value="tr">tr</option> 
                      <option value="zh">zh</option> 
                      <option value="zh-TW">zh-TW</option> 
                </select> 
            </th> 
            <th align="left">
Target Language Code: 
                <select id="targetLanguageCodeDropdown"> 
                      <option value="en">en</option> 
                      <option value="ar">ar</option> 
                      <option value="cs">cs</option> 
                      <option value="de">de</option> 
                      <option value="es">es</option> 
                      <option value="fr">fr</option> 
                      <option value="it">it</option> 
                      <option value="ja">ja</option> 
                      <option value="pt">pt</option> 
                      <option value="ru">ru</option> 
                      <option value="tr">tr</option> 
                      <option value="zh">zh</option> 
                      <option value="zh-TW">zh-TW</option> 
                </select> 
            </th> 
        </tr> 
        <tr> 
            <th> 
                <textarea id="inputText" name="inputText" rows="10" cols="50" 
 placeholder="Text to translate..."></textarea> 
            </th> 
            <th> 
                <textarea id="outputText" name="outputText" rows="10" cols="50" 
 placeholder="Translated text..."></textarea> 
            </th> 
        </tr> 
        <tr> 
            <th align="left"> 
                <button type="button" name="translateButton" 
 onclick="doTranslate()">Translate</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name="synthesizeButton" 
 onclick="doSynthesizeInput()">Synthesize Input Speech</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name="clearButton" onclick="clearInputs()">Clear</
button> 
            </th> 
            <th align="left"> 
                <button type="button" name="synthesizeButton" 
 onclick="doSynthesizeOutput()">Synthesize Output Speech</button> 
            </th>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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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set the focus to the input box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Text").focus(); 

        /** 
        * Change the region and endpoint. 
        */ 
        AWS.config.region = 'region'; // Region 

         /** 
         * In a production application you should use a secure method of authenticating 
 uses, such as the ones  
         * described here: 
         *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script/v2/developer-guide/setting-
credentials-browser.html 
         * 
         * Note that Amazon Translate does not work with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 
         * For this example you place the credentials of a user in the HTML page. The user 
 associated  
         * with these credentials must have permissions to call Amazon Translate. We 
 recommend using the following  
         * permissions policy and nothing more, as anyone that has access to this HTML page 
 will also have access to  
         * these hard-coded credentials. 
         * { 
         *     "Version": "2012-10-17", 
         *     "Statement": [ 
         *         { 
         *             "Action": [ 
         *                 "translate:TranslateText", 
         *                 "polly:SynthesizeSpeech" 
         *             ], 
         *             "Resource": "*", 
         *             "Effect": "Allow" 
         *         } 
         *     ] 
         * } 
         *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WS Credentials object, see: 
         *   http://docs.aws.amazon.com/AWSJavaScriptSDK/latest/AWS/Credentials.html 
         */ 
        AWS.config.credentials = new AWS.Credentials("access key", "secret key"); 

        var translate = new AWS.Translate({region: AWS.config.region}); 
        var polly = new AWS.Polly(); 

        function doTranslate() { 
            var input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Text').value; 
            if (!inputText) { 
                alert("Input text cannot be empty."); 
                exit(); 
            } 

            // get the language codes 
            var sourceDropdow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urceLanguageCodeDropdown"); 
            var sourceLanguageCode = 
 sourceDropdown.options[sourceDropdown.selectedIndex].text; 

            var targetDropdow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argetLanguageCodeDropdown"); 
            var targetLanguageCode = 
 targetDropdown.options[targetDropdown.selectedIndex].text; 

            var params = { 
                Text: inpu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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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LanguageCode: sourceLanguageCode, 
                TargetLanguageCode: targetLanguageCode 
            }; 

            translate.translateText(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if (err) { 
                    console.log(err, err.stack); 
                    alert("Error calling Amazon Translate. " + err.message); 
                    return; 
                } 
                if (data) { 
                    var outputTextAre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outputText'); 
                    outputTextArea.value = data.TranslatedText; 
                } 
            }); 
        } 

        function doSynthesizeInput() { 
            var 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Text').value.trim(); 
            if (!text) { 
                return; 
            } 
            var sourceLanguageCod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urceLanguageCodeDropdown").value; 
            doSynthesize(text, sourceLanguageCode); 
        } 

        function doSynthesizeOutput() { 
            var tex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outputText').value.trim(); 
            if (!text) { 
                return; 
            } 
            var targetLanguageCod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argetLanguageCodeDropdown").value; 
            doSynthesize(text, targetLanguageCode); 
        } 

        function doSynthesize(text, languageCode) { 
            var voiceId; 
            switch (languageCode) { 
                case "de": 
                    voiceId = "Marlene"; 
                    break; 
                case "en": 
                    voiceId = "Joanna"; 
                    break; 
                case "es": 
                    voiceId = "Penelope"; 
                    break; 
                case "fr": 
                    voiceId = "Celine"; 
                    break; 
                case "pt": 
                    voiceId = "Vitoria"; 
                    break; 
                default: 
                    voiceId = null; 
                    break; 
            } 
            if (!voiceId) { 
                alert("Speech synthesis unsupported for language code: \"" + languageCode + 
 "\""); 
                return; 
            } 
            var params = { 
                OutputFormat: "mp3",  

51



Amazon Translate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聊天频道

                SampleRate: "8000",  
                Text: text,  
                TextType: "text",  
                VoiceId: voiceId 
            }; 
            polly.synthesizeSpeech(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if (err) { 
                    console.log(err, err.stack); // an error occurred 
                    alert("Error calling Amazon Polly. " + err.message); 
                } 
                else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data.AudioStream); 
                    var arrayBuffer = uInt8Array.buffer; 
                    var blob = new Blob([arrayBuffer]); 
                    var url = URL.createObjectURL(blob); 

                    audioElement = new Audio([url]); 
                    audioElement.play(); 
                } 
            }); 
        } 

        function clearInput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Text').value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outputText').value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urceLanguageCodeDropdown").value = "en"; 
            document.getElementById("targetLanguageCodeDropdown").value = "en"; 
        } 
    </script>
</body>

</html>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聊天频道
您可以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对聊天消息进行实时翻译。本示例使用的是 Twitch 通道，但您可以将本示例
作为起点，使用其他聊天平台、客户服务交互、留言板等进行文本实时流式处理。

此示例使用一个以英文显示实时消息及其实时翻译的网页 side-by-side。您可以将消息发送给 Amazon Polly 
以朗读文本。要在聊天中关注某人，请键入其用户名。应用程序将只朗读这名用户的消息。

代码总结如下：

• 用于创建网页的 CSS 和 HTML。
• 为 Amazon Translate 和 Amazon Polly 创建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
• 接收到聊天消息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 发送聊天消息的函数。
• 调用 Amazon Translate 来翻译消息的函数。
• 调用 Amazon Polly 来合成语音的函数。
• 用于管理网页的实用程序函数。

配置示例

1. 安装和配置 AWS SDK for JavaScript。有关安装的 SDK 的说明 JavaScript，请参阅安装的 SDK 
JavaScript。

2. 将示例的代码复制到 Web 服务器上的 HTML 文件。
3. 将<script>标签更新到您安装 SDK 的位置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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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区域和终端节点更改为要运行 Amazon Translate 和 Amazon Polly 操作的区域。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5. 请确保您具有运行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
策略 (p. 80) Amazon Polly 开发者指南中的 Amazon Polly 使用基于身份的策略（IA M 政策）。

6. 提供用户的访问 ID 和密钥。
7. 为您的账户提供 Twitch 用户名和 OAuth 令牌。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创建一个 Twitch 账户：https:// 

www.twitch.tv。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创建一个 Twitch OAuth 令牌：https://twitchapps.com/tmi。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title>Amazon Translate</title>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shrink-to-fit=no"> 

  <!-- Latest compiled and minified CSS for Bootstrap -->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s://maxcdn.bootstrapcdn.com/bootstrap/3.3.7/css/
bootstrap.min.css" integrity="sha384-BVYiiSIFeK1dGmJRAkycuHAHRg32OmUcww7on3RYdg4Va+PmSTsz/
K68vbdEjh4u" crossorigin="anonymous"> 

   <!-- Custom CSS --> 
   <style> 
     .topHeader 
     { 
       background-color: #6441a4; 
       padding: 10px; 
       border-bottom: solid 1px #cacaca; 
       color: white 
     } 

     .panelHeading 
     { 
       background-color: #6441a4 !important; 
     } 

     .panelBody 
     { 
      min-height: 450px;  max-height: 450px;overflow-y: scroll; 
     } 

     body{ 
        margin-left: 0px; 
        margin-right: 0px; 
        height: 100%; 
      } 
   </style>
</head>
<body> 
  <div class="container-fluid"> 
    <!--Top Header--> 
    <div class="row topHeader"> 
      <div class="col-md-12"> 
          <h4>Amazon Translat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WS - Powerful machine learning 
 for all Developers and Data Scientists</h4> 
      </div> 
    </div> 

    <!--Status Label-->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md-12"> 
        <p class="bg-info"> 
        <div id="connecting-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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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iv> 
    </div> 

    <div class="row" style="padding: 10px;"> 
      <div class="col-md-6"> 
          <div class="form-inline">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type="text" id="channel" class="form-control" value="" 
 placeholder="Channel"/> 
            </div> 
            <div class="form-group"> 
              <select id="sourceLanguage" class="form-control"> 
                  <option value="en">en</option> 
                  <option value="ar">ar</option> 
                  <option value="de" selected="selected">de</option> 
                  <option value="es">es</option> 
                  <option value="fr">fr</option> 
                  <option value="pt">pt</option> 
                  <option value="zh">zh</option> 
                </select> 
            </div> 
            <div class="form-group"> 
              <select id="targetLanguage" class="form-control"> 
                <option value="en" selected="selected">en</option> 
                <option value="ar">ar</option> 
                <option value="de">de</option> 
                <option value="es">es</option> 
                <option value="fr">fr</option> 
                <option value="pt">pt</option> 
                <option value="zh">zh</option> 
              </select> 
            </div> 
            <div class="form-group"> 
              <button type="button" class="form-control" id="btn-go" 
 onclick="connect()">Go</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form-control" id="btn-stop" 
 onclick="location.href='index.html';">Stop</button> 
              <span id="status"></span>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md-6"> 
            <div class="form-inline">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type="checkbox" id="cbSpeak" value="Speak"> Speak Live Translation 
                  <input type="text" id="follow" class="form-control" value="" 
 placeholder="follow"/> 
                </div> 
            </div> 
          </div> 
      </div> 

    <!--Chat Boxes--> 
    <div class="row"> 
      <!--Live Chat--> 
      <div class="col-md-6"> 
        <div class="panel panel-primary"> 
          <div class="panel-heading panelHeading">Live Chat</div> 
            <div id="livechatc" class="panel-body panelBody"> 
              <div class="subscribe" id="livechat"></div> 
          </div> 
        </div> 
      </div> 
      <!--Live Chat--> 
      <!--Translated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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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col-md-6"> 
        <div class="panel panel-primary"> 
          <div class="panel-heading panelHeading">Live Translation</div> 
            <div id="livetranslationc" class="panel-body panelBody"> 
              <div class="imageDetected" id="livetranslation"></div> 
          </div> 
        </div> 
      </div> 
      <!--Translated Chat--> 
    </div> 

    <!--Send Message-->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md-11"> 
            <input type="text" id="message" class="form-control"/> 
        </div> 
        <div class=" col-md-1"> 
          <button type="button" class="form-control btn btn-default" id="btn-send" 
 onclick="sendMessage()">Send</button> 
        </div> 
    </div> 
  </div> 

   <!-- Latest compiled and minified JavaScript --> 
   <!-- jQuery first, then Bootstrap JS --> 
   <script src="https://code.jquery.com/jquery-3.2.1.slim.min.js" 
 integrity="sha384-KJ3o2DKtIkvYIK3UENzmM7KCkRr/rE9/Qpg6aAZGJwFDMVNA/GpGFF93hXpG5KkN" 
 crossorigin="anonymous"></script> 
   <script src="https://maxcdn.bootstrapcdn.com/bootstrap/3.3.7/js/bootstrap.min.js" 
 integrity="sha384-Tc5IQib027qvyjSMfHjOMaLkfuWVxZxUPnCJA7l2mCWNIpG9mGCD8wGNIcPD7Txa" 
 crossorigin="anonymous"></script> 

   <script src="aws-js-sdk/dist/aws-sdk-all.js"></script> 
   <script src="http://cdn.tmijs.org/js/1.2.1/tmi.min.js" integrity="sha384-
eE0n7sm1W7DOUI2Xh5I4qSpZTe6hupAO0ovLfqEy0yVJtGRBNfssdmjbJhEYm6Bw" 
 crossorigin="anonymous"></script> 
   <script> 
     cred = { 
          twitchUsername: "Twitch user name", 
          twitchOAuthToken: "Twitch OAuth token", 
          awsAccessKeyId: "access key", 
          awsSecretAccessKey: "secret key" 
     }; 

     AWS.config.region = 'region'; 
     ep = new AWS.Endpoint('endpoint'); 

     AWS.config.credentials = new AWS.Credentials(cred.awsAccessKeyId, 
 cred.awsSecretAccessKey); 
     window.translator = new AWS.Translate({endpoint: ep, region: AWS.config.region}); 

     /**************************Init and Connect to Chat****************************/ 
     function connect(){ 
       init(); 

       //Twitch Client 
       var options = { 
           options: { 
             debug: false 
           }, 
           connection: { 
             cluster: "aws", 
             reconnect: true 
           }, 
           identity: { 
             username: cred.twitch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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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word: cred.twitchOAuthToken 
           }, 
           channels: [con.channel] 
       }; 

       window.client = tmi.client(options); 

       window.client.connect(); 

       //Attached Handlers 
       window.client.on("chat", onChat); 
       window.client.on("connecting", onConnecting); 
       window.client.on("connected", onConnected); 

       //Disable UI Elements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urceLanguage").disabled = tr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targetLanguage").disabled = tr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channel").disabled = tru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tn-go").disabled = true; 
     } 

     function init(){ 
       //Get UI Controls 
       var lc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ivechat"); 
       var l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ivetranslation") 
       var lcc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ivechatc"); 
       var ltc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ivetranslationc") 
       var cbspeak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bSpeak") 
       var follow = document.getElementById("follow"); 
       var sendMessag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essage"); 

       //Cache values 
       con = { 
         channel: document.getElementById("channel").value, 
         sourceLanguage: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urceLanguage").value, 
         targetLanguage: document.getElementById("targetLanguage").value, 
         liveChatUI: lc, 
         liveTranslationUI: lt, 
         liveChatUIContainer: lcc, 
         liveTranslationUIContainer: ltc, 
         cbSpeak: cbspeak, 
         follow: follow, 
         sendMessage: sendMessage 
       } 

         lc.innerHTML = ''; 
         lt.innerHTML = ''; 

         //Speaker 
        var voiceId = "Joanna"; 
        if(con.targetLanguage == "en") 
           voiceId = "Joanna"; 
        else if(con.targetLanguage == "de") 
             voiceId = "Marlene"; 
        else if(con.targetLanguage == "es") 
            voiceId = "Conchita"; 
        else if(con.targetLanguage == "fr") 
           voiceId = "Celine"; 
        else if(con.targetLanguage == "pt") 
           voiceId = "Ines"; 
        else 
           voiceId = "Joanna"; 
         window.audioPlayer = AudioPlayer(voiceId); 
     } 
     /**************************Init and Connect to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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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ive and Translate Chat****************************/ 
     function onChat (channel, userstate, message, self) { 
         // Don't listen to my own messages.. 
         if (self) return; 

         //Translate 
         if (message) { 
           var username = userstate['username']; 

           var params = { 
               Text: message, 
               SourceLanguageCode: con.sourceLanguage, 
               TargetLanguageCode:  con.targetLanguage 
           }; 
            
           // In a real application, you need to include input validation and encoding of 
 the text message, to guard against 
           // malicious attacks that inject javascript or other html/css tags in an attempt 
 to take over the browser. 

           window.translator.translateText(params, function onIncomingMessageTranslate(err, 
 data) { 
              if (err) { 
                 console.log("Error calling Translate. " + err.message + err.stack); 
             } 
              if (data) { 
                  console.log("M: " + message); 
                  console.log("T: " + data.TranslatedText); 

                  //Print original message in chat UI 
                  con.liveChatUI.innerHTML += '<strong>' + username + '</strong>: ' +  
 message + '<br>'; 

                  //Print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UI 
                  con.liveTranslationUI.innerHTML += '<strong>' + username + '</strong>: ' 
 + data.TranslatedText + '<br>'; 

                  //If speak translation in enabled, speak translated message 
                  if(con.cbSpeak.checked){ 
                    if(con.follow.value == "" || username == con.follow.value) 
                      audioPlayer.Speak(username + " says " + data.TranslatedText); 
                  } 

                  //Scroll chat and translated UI to bottom to keep focus on latest 
 messages 
                  con.liveChatUIContainer.scrollTop = con.liveChatUIContainer.scrollHeight; 
                  con.liveTranslationUIContainer.scrollTop = 
 con.liveTranslationUIContainer.scrollHeight; 
                } 
           }); 
         } 
     } 
     /**************************Receive and Translate Chat****************************/ 

     /**************************Client Connecting****************************/ 
     function onConnecting (address, por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tatus").innerHTML = " [ Connecting...]" 
     } 

     function onConnected (address, por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tatus").innerHTML = " [ Connected ]" 
         window.audioPlayer.Speak("Connected to channel " + con.channel + ". You should now 
 be getting live chat messages."); 
     } 
     /**************************Client Conn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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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Message****************************/ 
     function sendMessage(){ 
          if(con.sendMessage.value){ 
            message = con.sendMessage.value; 
            var params = { 
                Text: con.sendMessage.value, 
                SourceLanguageCode: con.targetLanguage, 
                TargetLanguageCode:  con.sourceLanguage 
            }; 

            window.translator.translateText(params, function onSendMessageTranslate(err, 
 data) { 
                  if (err) { 
                     console.log("Error calling Translate. " + err.message + err.stack); 
                  } 
                  if (data) { 
                      console.log("M: " + message); 
                      console.log("T: " + data.TranslatedText); 

                      //Send message to chat 
                      window.client.action(con.channel, data.TranslatedText); 

                      //Clear send message UI 
                      con.sendMessage.value = ""; 

                      //Print original message in Translated UI 
                      con.liveTranslationUI.innerHTML += '<strong> ME: </strong>: ' +  
 message + '<br>'; 

                      //Print translated message in Chat UI 
                      con.liveChatUI.innerHTML += '<strong> ME: </strong>: ' + 
 data.TranslatedText + '<br>'; 

                      //Scroll chat and translated UI to bottom to keep focus on latest 
 messages 
                      con.liveChatUIContainer.scrollTop = 
 con.liveChatUIContainer.scrollHeight; 
                      con.liveTranslationUIContainer.scrollTop = 
 con.liveTranslationUIContainer.scrollHeight; 
                  } 
            }); 
          } 
     } 
     /**************************Send Message****************************/ 

     /**************************Audio player****************************/ 
     function AudioPlayer(voiceId) { 
         var audioPlayer = document.createElement('audio'); 
         audioPlayer.setAttribute("id", "audioPlayer"); 
         document.body.appendChild(audioPlayer); 

         var isSpeaking = false; 

         var speaker = { 
             self: this, 
             playlist:[], 

             Speak: function (text) { 
                 //If currently speaking a message, add new message to the playlist 
                 if (isSpeaking) { 
                     this.playlist.push(text); 
                 } else { 
                     speakTextMessage(text).then(speakNextTextMessag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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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eak text message 
         function speakTextMessage(text) {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 (resolve, reject) { 
                 isSpeaking = true; 
                 getAudioStream(text).then(playAudioStream).then(resolve); 
             }); 
         } 

         // Speak next message in the list 
         function speakNextTextMessage() { 
             var pl = speaker.playlist; 
             if (pl.length > 0) { 
                 var txt = pl[0]; 
                 pl.splice(0, 1); 
                 speakTextMessage(txt).then(speakNextTextMessage); 
             } 
         } 

         // Get synthesized speech from Amazon polly 
         function getAudioStream(textMessage) {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 (resolve, reject) { 
                 var polly = new AWS.Polly(); 
                 var params = { 
                     OutputFormat: 'mp3', 
                     Text: textMessage, 
                     VoiceId: voiceId 
                 } 
                 polly.synthesizeSpeech(params, function (err, data) { 
                     if (err) 
                         reject(err); 
                     else 
                         resolve(data.AudioStream); 
                 }); 
             }); 
         } 

         // Play audio stream 
         function playAudioStream(audioStream) {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 (resolve, reject)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audioStream); 
                 var arrayBuffer = uInt8Array.buffer; 
                 var blob = new Blob([arrayBuffer]); 

                 var url = URL.createObjectURL(blob); 
                 audioPlayer.src = url; 
                 audioPlayer.addEventListener("ended", function () { 
                     isSpeaking = false; 
                     resolve(); 
                 }); 
                 audioPlayer.play(); 
             }); 
         } 

         return speaker; 
     } 
     /**************************Audio player****************************/ 
   </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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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Amazon Translate 与 Amazon
此示例向您展示如何翻译产品评论并将其存储在 Amazon DynamoDB 中。如果您稍后请求相同的审
核，DynamoDB 会将其返回，无需Amazon Translate 再次翻译。

在此示例中，您可以：

• 用于创建AWS CloudFormation用于存储翻译的 DynamoDB 表和调用该TranslateText操作的 Lambda 函
数。

• 使用 AWS Lambda 控制台测试函数。

运行示例

1. 将的example.py内容（可以在中Python Lambda (p. 61)找到）复制到名为的文件中example.py。
example.py是一个调用该TranslateText操作的 Lambda 函数。将文件压缩为名为 example.zip 的 
zip 存档。将其存储在要运行函数的同一 AWS 区域的 S3 存储桶中。

2. 创建名为 template.yaml 的新文件。将可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62) 中找到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代码复制到文件中。AWS CloudFormation 使用模板为示例应用程序创建资源。将
BUCKET_NAME 更改为包含 example.zip 的 S3 存储桶的名称。将此文件保存在一个本地目录中。

3.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并打开 AWS CloudFormation 控制台 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4. 选择创建新堆栈。
5. 选择将模板上传到 Amazon S3，然后选择选择文件。选择您在步骤 2 中创建的 template.yaml，然

后选择下一步。
6. 键入堆栈的名称，然后选择下一步。
7.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8. 选择 “我确认” 这AWS CloudFormation可能会创建 IAM 资源，我承认这AWS CloudFormation可能会

使用自定义名称创建 IAM 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Formation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控制访问权限。

9. 选择创建更改集。
10. AWS CloudFormation 创建更改集后，选择执行。等待 AWS CloudFormation 建好堆栈。
1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WS Lambda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12. 选择新函数。它的名称以 TestTranslate-ReviewTranslate 开头。
13. 在函数详情页面上，选择测试。
14. 对于事件名称，键入 TestTranslate。对于配置测试事件，将 JSON 替换为以下内容：

{ 
   "review": "hello world", 
   "target_language": "es", 
   "source_language": "en", 
   "review_id": "1"
}

选择创建。
15. 确保已选中 TestTranslate，然后选择 “测试”。测试完成后，您将收到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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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使用以下代码创建示例。

Python Lambda
以下是 Python Lambda 函数的内容。Lambda 函数调用TranslateText操作并传递审阅、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以获得翻译后的评论。将该文件保存为 example.py，然后压缩为名为 example.zip 的 .zip 存档。将文
件保存在运行示例的区域的 S3 存储桶中。

import logging
import json
import boto3
import os

translate = boto3.client('translate')
dynamodb = boto3.client('dynamodb')
firehose = boto3.client('firehose')

TABLE_NAME = os.getenv('TABLE_NAME')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setLevel(logging.INFO)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info(event) 

    if 'source_language' in event and 'target_language' in event and 'review' in event and 
 'review_id' in event: 
        review_id = event['review_id'] 
        source_language = event['source_language'] 
        target_language = event['target_language'] 
        review = event['review'] 

        try: 
            # The Lambda function queries the Amazon DynamoDB table to check whether  
            # the review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f the translated review  
            # is already stored in Amazon DynamoDB, the function returns it. 
            response = dynamodb.get_item( 
                TableName=TABLE_NAME, 
                Key={ 
                    'review_id': { 
                        'N': review_id, 
                    }, 
                    'language': { 
                        'S': target_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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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ogger.info(response) 
            if 'Item' in response: 
                return response['Item']['review']['S'] 
        except Exception as e: 
            logger.error(response) 
            raise Exception("[ErrorMessage]: " + str(e)) 

        try: 
            # The Lambda function calls the TranslateText operation and passes the  
            # review,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o get the  
            # translated review.  
            result = translate.translate_text(Text=review, 
 SourceLanguageCode=source_language, TargetLanguageCode=target_language) 
            logging.info("Translation output: " + str(result)) 
        except Exception as e: 
            logger.error(response) 
            raise Exception("[ErrorMessage]: " + str(e)) 

        try: 
            # After the review is translated, the function stores it using 
            # the Amazon DynamoDB putItem operation. Subsequent requests 
            # for this translated review are returned from Amazon DynamoDB. 
            response = dynamodb.put_item( 
            TableName=TABLE_NAME, 
            Item={ 
                'review_id': { 
                    'N': review_id, 
                }, 
                'language': { 
                    'S': target_language, 
                }, 
                'review': { 
                    'S': 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 
            ) 
            logger.info(respon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logger.error(e) 
                raise Exception("[ErrorMessage]: " + str(e)) 
        return result.get('TranslatedText') 
    else: 
        logger.error(e) 
        raise Exception("[ErrorMessage]: Invalid input ")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以下是您用于创建和配置 Lambda 函数和 DynamoDB 表的模板文件。AWS CloudFormation当您为此示例创
建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时，请使用此文件。将 BUCKET_NAME 更新为包含 example.zip 文件的 S3 
存储桶的名称，然后在本地目录中将它另存为 template.yaml。

AWSTemplateFormatVersion: '2010-09-09'
Transform: 'AWS::Serverless-2016-10-31'
Resources:   
  ReviewTranslate: 
    Type: 'AWS::Serverless::Function' 
    Properties: 
        Handler: example.lambda_handler 
        Runtime: python2.7 
        CodeUri: 
          Bucket: BUCKE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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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example.zip 
        Policies: 
         - AWSLambda_FullAccess 
         - TranslateReadOnly 
        Environment: 
          Variables: 
            TABLE_NAME: !Ref ReviewTable   
        Tracing: "Active" 
  ReviewTable: 
    Type: 'AWS::DynamoDB::Table' 
    Properties: 
        AttributeDefinitions:  
            - AttributeName: "review_id" 
              AttributeType: "N" 
            - AttributeName: "language" 
              AttributeType: "S" 
        KeySchema: 
            - AttributeName: "review_id" 
              KeyType: "HASH" 
            - AttributeName: "language" 
              KeyType: "RANGE" 
        ProvisionedThroughput:  
            ReadCapacityUnits: 5 
            WriteCapacityUnits: 5

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网页
您可以使用Amazon Translate 来翻译网页的内容。下面的 Java 程序会将指定的网页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
语，并创建一个包含翻译结果的 HTML 文件。该程序中有两个函数：

• 一个函数从源网页读取数据，将其分离到 HTML 元素中；然后调用第二个函数，翻译该元素。在文档的结
尾，将翻译结果写入 HTML 文件。

• 调用亚马逊翻译服务来翻译 HTML 元素内容的函数。

此示例适用于简单的 HTML 页面，而无需嵌套元素。

配置示例

1. 安装和配置 AWS SDK for Java。有关安装适用于 SDK for Java 说明，请参阅设置AWS SDK for Java。
2. 安装 jsoup Java HTML 分析器。有关说明，请参阅 jsoup。
3. 请确保您具有运行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

的策略 (p. 80)。
4. 设置运行示例所需的凭证。有关说明，请参阅 AWS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设置用于开发的 AWS SDK for 

Java 凭证和区域。
5. 在您的 Java IDE 中创建一个新项目，然后复制源代码。
6. 将区域和端点更改为要运行 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区域。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区域列表，

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package com.amazonaws.translateweb;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import com.amazonaws.auth.EnvironmentVariable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SystemProperties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profile.Profile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client.builder.AwsClient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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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Clien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sult;
import com.amazonaws.AmazonServiceException;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PrintWriter; 
  
import org.jsoup.Jsoup;
import org.jsoup.nodes.Document;
import org.jsoup.nodes.Element; 
  
import org.jsoup.select.Elements; 
  
  
public class TranslateWebPag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 
  
   // Define the URL of the HTML content to translate 
   String url = "http://example.com/source.html"; 
    
   // Create credentials using a provider chain that will evaluate in order; 
   // a) Any Java system properties 
   // b) Any environment variables 
   // c) Any profile file 
   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 new 
 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new SystemPropertiesCredentialsProvider(), 
         new EnvironmentVariableCredentialsProvider(), 
         new ProfileCredentialsProvider() 
      ); 
  
   // Create an endpoint configuration for the Translate service 
   AwsClientBuilder.EndpointConfiguration endpointConfiguration = new 
 AwsClientBuilder.EndpointConfiguration( 
      "endpoint", "region"); 
  
   // Create a client for the Translate service 
   AmazonTranslate translate = AmazonTranslateClient.builder() 
      .withCredentials(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withEndpointConfiguration(endpointConfiguration).build(); 
  
    
   // Record the beginning of translating the HTML content at the url 
   System.out.println("Translating URL: " + url); 
  
   // Create an empty HTML document to store the parsed data 
   Document doc; 
  
   try { 
      // Retrieve the HTML located at the URL 
      doc = Jsoup.connect(url).get(); 
  
      // Select all of the elements in the HTML 
      Elements eles = doc.select("*"); 
  
      // For each element 
      for (Element ele : eles) { 
       
          // Translate the element  
          translateElement(ele, translate); 
       
          // If you encounter service throttling when translating large web 
          // pages, you can request a service limit increas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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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e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knowledge-center/manage-service-
limits/, 
          // or you can throttle your requests by inserting a sleep statement. 
          // Thread.sleep(1000); 
      } 
       
      // Configure an output file for the translated HTML 
      String fname = "output HTML file name"; 
      PrintWriter pw = new PrintWriter(fname, "UTF-8"); 
             
      // Write our translated HTML to the output file 
      pw.println(doc); 
      pw.close(); 
             
      // Record that the file has been saved 
      System.out.println("Saved file "+fname); 
       
       
      // Catch any exceptions in retrieving the HTML 
   } catch (IO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translate each individual element 
   public static void translateElement(Element ele, AmazonTranslate translate) { 
    
      // Check if the element has any text 
      if (!ele.ownText().isEmpty()) { 
       
         // Retrieve the text of the HTML element 
         String text = ele.ownText(); 
       
         // Now translate the element's text 
         try { 
    
            // Translate from English to Spanish 
            TranslateTextRequest request = new TranslateTextRequest() 
               .withText(text) 
               .withSourceLanguageCode("en") 
               .withTargetLanguageCode("es"); 
                       
            // Retrieve the result 
            TranslateTextResult result  = translate.translateText(request); 
    
            // Record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text 
            System.out.println("Original text: " + text + " - Translated text: "+ 
 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Update the HTML element with the translated text 
            ele.text(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Catch any translation errors            
         } catch (AmazonServiceException e) { 
                   System.err.println(e.getErrorMessage()); 
                   System.exit(1); 
         } 
      } else { 
       // We have found a non-text HTML element. No action requir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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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Translate 翻译大型文档
您可以将大型文档拆分为较小的文档，以保证文档的总大小不超过文档大小限制。有关文档大小限制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Service Limits (p. 101)。以下的 Java 程序将长文本文档拆分为单个句子，然后将每个句子从
源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该程序包含以下两个部分：

• SentenceSegmenter 类负责将源字符串拆分为单个句子。该示例使用 Java BreakIterator 类。

• main 函数调用 Translate 操作来翻译源字符串中的每个句子。该main函数还处理Amazon Translate 的
身份验证。

配置示例

1. 安装和配置 AWS SDK for Java。有关安装适用于 SDK for Java 说明，请参阅设置AWS SDK for Java。
2. 请确保您具有运行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

的策略 (p. 80)。
3. 设置运行示例所需的凭证。有关说明，请参阅 AWS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设置用于开发的 AWS SDK for 

Java 凭证和区域。
4. 在您的 Java IDE 中创建一个新项目，然后复制源代码。
5. 将区域更改为要运行 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区域。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

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6. 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更改为要翻译的语言对。
7. 运行示例以查看标准输出上的译文文本。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import com.amazonaws.auth.EnvironmentVariable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SystemProperties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profile.Profile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AmazonTranslateClien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translate.model.TranslateTextResult;
import java.text.BreakIterator;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Locale;

public class MultiSentenceTranslato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Define the text to be translated here 
        String region = "region"; 
        String text = "Text to be translated"; 

        String sourceLang = "source language"; 
        String targetLang = "target language"; 

        // Break text into sentences 
        SentenceSegmenter sentenceSegmenter = new SentenceSegmenter(); 
        List<String> sentences = new ArrayList<>(); 
        try { 
            sentences = sentenceSegmenter.segment(text, sourceLang);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 
            System.exi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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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eate credentials using a provider chain that will evaluate in order; 
        // a) Any Java system properties 
        // b) Any environment variables 
        // c) Any profile file 
        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 new 
 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new SystemPropertiesCredentialsProvider(), 
                new EnvironmentVariableCredentialsProvider(), 
                new ProfileCredentialsProvider() 
        ); 

        // Create an Amazon Translate client 
        AmazonTranslate translate = AmazonTranslateClient.builder() 
                .withCredentials(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withRegion(region) 
                .build(); 

        // Translate sentences and print the results to stdout 
        for (String sentence : sentences) { 
            TranslateTextRequest request = new TranslateTextRequest() 
                    .withText(sentence) 
                    .withSourceLanguageCode(sourceLang) 
                    .withTargetLanguageCode(targetLang); 
            TranslateTextResult result = translate.translateText(request); 
            System.out.println("Original text: " + sentence); 
            System.out.println("Translated text: " + result.getTranslatedText()); 
        } 
    }

}

class SentenceSegmenter { 
    public List<String> segment(final String text, final String lang) throws Exception { 
        List<String> res = new ArrayList<>(); 
        BreakIterator sentenceIterator = BreakIterator.getSentenceInstance(new 
 Locale(lang)); 
        sentenceIterator.setText(text); 
        int prevBoundary = sentenceIterator.first(); 
        int curBoundary = sentenceIterator.next(); 
        while (curBoundary != BreakIterator.DONE) { 
            String sentence = text.substring(prevBoundary, curBoundary); 
            res.add(sentence); 
            prevBoundary = curBoundary; 
            curBoundary = sentenceIterator.next(); 
        } 
        return res; 
    }

}

将签名版本 4 与 Amazon Transla
此 Python 示例程序显示了如何使用签名版本 4 向Amazon Translate 请求添加身份验证信息。该示例发出 
POST 请求，创建一个 JSON 结构 (该结构在请求的正文 (负载) 中包含要翻译的文本)，并在 Authorization 
标头中传递身份验证信息。有关使用签名版本 4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中
的签名版本 4 签名流程。

设置
要运行示例，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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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安装 AWS CLI 时将包括 AWS SDK for Python 
(Boto)。有关说明，请参阅 安装和配置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p. 8)。

2. 请确保您具有运行此示例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所需的权限策略，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
的策略 (p. 80)。

3. 将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分别放入环境变量 AWS_ACCESS_KEY and 
AWS_SECRET_ACCESS_KEY 中。作为最佳实践，我们建议您不要在代码中嵌入凭证。

4. 在您的计算机上创建一个新文件，复制示例的代码 (您可以在下一部分中找到)，将其粘贴到此文件中，
然后使用扩展名 .py 保存文件。

5. 在代码中，region替换为要在其中运行 Amazon Translate TranslateText操作的 AWS 区域的名称。有
关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代码
以下是示例 Python 程序的完整代码。

在创建请求值 (如终端节点 URL 和请求的正文) 后，代码执行以下操作：

1. 向Amazon Translate TranslateText操作创建规范请求。
2. 创建您要进行哈希处理的字符串以创建签名。
3. 计算签名。
4. 向请求标头添加签名。
5. 将请求发送到 TranslateText 操作。

要在您的计算机上运行此示例，请将代码复制到 Python 文件。

# AWS Version 4 signing example

# Translate API (TranslateText)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using Signature Version 4, see http://docs.aws.amazon.com/
general/latest/gr/sigv4_signing.html.
# This example makes a POST request to Amazon Translate and  
# passes the text to translate JSON in the body (payload)  
# of the request.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is passed in an  
# Authorization header.
import sys, os, base64, datetime, hashlib, hmac
import requests # pip install requests

# ************* REQUEST VALUES *************
method = 'POST'
service = 'translate'
region = 'region'
host = service + '.' + region + '.amazonaws.com'
endpoint = 'https://' + host + '/'

# POST requests use a content type header. For Amazon Translate,
# the content is JSON.
content_type = 'application/x-amz-json-1.1'
# Amazon Translate requires an x-amz-target header that has this format:
#     AWSShineFrontendService_20170701.<operationName>.
amz_target = 'AWSShineFrontendService_20170701.TranslateText'

# Pass request parameters for the TranslateText operation in a JSON block.
request_parameters =  '{'
request_parameters +=  '"Text": "Hello world.",'
request_parameters +=  '"SourceLanguageCod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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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_parameters +=  '"TargetLanguageCode": "de"'
request_parameters +=  '}'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derive keys for the reques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 http://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signature-v4-examples.html#signature-v4-
examples-python.
def sign(key, msg): 
    return hmac.new(key, msg.encode("utf-8"), hashlib.sha256).digest()

def getSignatureKey(key, date_stamp, regionName, serviceName): 
    kDate = sign(('AWS4' + key).encode('utf-8'), date_stamp) 
    kRegion = sign(kDate, regionName) 
    kService = sign(kRegion, serviceName) 
    kSigning = sign(kService, 'aws4_request') 
    return kSigning

# Python can read the AWS access key from environment variables or the configuration file.  
# In this example, keys are stored in environment variables. As a best practice, do not  
# embed credentials in code.
access_key = os.environ.get('AWS_ACCESS_KEY_ID')
secret_key = os.environ.get('AWS_SECRET_ACCESS_KEY')
if access_key is None or secret_key is None: 
    print 'No access key is available.' 
    sys.exit()

# Create a timestamp for headers and the credential string.
t = datetime.datetime.utcnow()
amz_date = t.strftime('%Y%m%dT%H%M%SZ')
date_stamp = t.strftime('%Y%m%d') # The date without time is used in the credential scope.

# ************* TASK 1: CREATE A CANONICAL REQUEST *************
# For information about creating a canonical request, see http://docs.aws.amazon.com/
general/latest/gr/sigv4-create-canonical-request.html.

# Step 1: Define the verb (GET, POST, etc.), which you have already done.

# Step 2: Create a canonical URI. A canonical URI is the part of the URI from domain to 
 query.  
# string (use '/' if no path)
canonical_uri = '/'

## Step 3: Create the canonical query string. In this example, request
# parameters are passed in the body of the request and the query string
# is blank.
canonical_querystring = ''

# Step 4: Create the canonical headers. Header names must be trimmed,
# lowercase, and sorted in code point order from low to high.
# Note the trailing \n.
canonical_headers = 'content-type:' + content_type + '\n' + 'host:' + host + '\n' + 'x-amz-
date:' + amz_date + '\n' + 'x-amz-target:' + amz_target + '\n'

# Step 5: Create the list of signed headers by listing the headers
# in the canonical_headers list, delimited with ";" and in alphabetical order.
# Note: The request can include any headers. Canonical_headers and
# signed_headers should contain headers to include in the hash of the
# request. "Host" and "x-amz-date" headers are always required.
# For Amazon Translate, content-type and x-amz-target are also required.
signed_headers = 'content-type;host;x-amz-date;x-amz-target'

# Step 6: Create the payload hash. In this example, the request_parameters
# variable contains the JSON request parameters.
payload_hash = hashlib.sha256(request_parameters).hexdigest()

# Step 7: Combine the elements to create a canonical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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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ical_request = method + '\n' + canonical_uri + '\n' + canonical_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_headers + '\n' + signed_headers + '\n' + payload_hash

# ************* TASK 2: CREATE THE STRING TO SIGN*************
# Set the algorithm variable to match the hashing algorithm that you use, either SHA-256 
 (recommended) or SHA-1.  
#  
algorithm = 'AWS4-HMAC-SHA256'
credential_scope = date_stamp + '/' + region + '/' + service + '/' + 'aws4_request'
string_to_sign = algorithm + '\n' +  amz_date + '\n' +  credential_scope + '\n' +  
 hashlib.sha256(canonical_request).hexdigest()

# ************* TASK 3: CALCULATE THE SIGNATURE *************
# Create the signing key using the getSignaturKey function defined above.
signing_key = getSignatureKey(secret_key, date_stamp, region, service)

# Sign the string_to_sign using the signing_key.
signature = hmac.new(signing_key, (string_to_sign).encode('utf-8'), 
 hashlib.sha256).hexdigest()

# ************* TASK 4: ADD SIGNING INFORMATION TO THE REQUEST *************
# Put the signature information in a header named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_header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access_key + '/' + 
 credential_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_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 For Amazon Translate, the request can include any headers, but it must include "host," 
 "x-amz-date,"
# "x-amz-target," "content-type," and "Authorization" headers. Except for the authorization
# header, the headers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canonical_headers and signed_headers values, 
 as
# noted earlier. Header order is not significant.
# Note: The Python 'requests' library automatically adds the 'host' header.
headers = {'Content-Type':content_type, 
           'X-Amz-Date':amz_date, 
           'X-Amz-Target':amz_target, 
           'Authorization':authorization_header}

# ************* TASK 5: SEND THE REQUEST *************
print 'Request:\n\t' + request_parameters

response = requests.post(endpoint, data=request_parameters, headers=headers)
print 'Response:\n\t' + response.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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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的 资源加标签
标签是您可以与 Amazon Translate 资源相关联的元数据。一个标签由一个键值对组成。您可以向并行数
据和自定义术语资源。

标签有两个主要功能：组织资源和提供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您可以向资源添加标签，然后创建 IAM 策略以
根据资源的标签允许或限制对该资源的访问。

策略可以根据您的请求中提供的标签（请求标签）或与您调用的资源关联的标签（资源标签）来允许或禁止
操作。有关在 IAM 中使用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标签控制访问在IAM 用户指南.

在Amazon Translate 中使用标签的注意事项：

• 您最多可以为每个资源添加 50 个用户标签。
• 您可以在创建资源时添加标签，也可以在创建资源后随时添加标签。
• 标签key为必填字段，但为标签值为可选项。
• 资源之间的标签不必是唯一的，但给定资源的标签必须具有唯一的密钥。
• 标签键和值区分大小写。
• 标签键最多为 128 个字符；标签值最多为 256 个字符。
• AWS系统标签以前缀开头aws:在标签键或值中。您无法添加、编辑或删除带此前缀的标签名称或值。系

统标签不包含在每个资源的标签配额中。

Note

如果你打算在多个模式中使用你的标记架构AWS服务和资源，请记得其它服务对允许使用的字符可
能有不同的要求。

主题
• 标记新的资源 (p. 71)
• 查看、更新和删除与资源关联的标签 (p. 72)

标记新的资源
您可以将标签添加到ParallelData要么自定义术语创建时的资源。

若要向新资源添加标签（控制台）

1. 登录Amazon Translate.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资源 (Parallel data要么Custom terminology）要创建的。
3. 选择创建parallel 数据要么创建术语. 控制台显示您的资源的 “创建” 主页面。在此页面的末尾，您将看到

一个标签- 可选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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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添加新标签为资源添加标签。输入一个标签键和可选的标签值。

5. 重复步骤 4，直到添加完所有标签。对于此资源，每个键都必须是唯一的。

6. 选择创建parallel 数据要么创建术语以创建资源。

您还可以使用Amazon Translate 添加标签CreateParallelDataAPI 操作。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添加标签 
create-parallel-data CLI 命令。

aws translate create-parallel-data \
--name "myTest" \
--parallel-data-config "{\"format\": \"CSV\",  \ 
             "S3Uri\": \"s3://test-input/TEST.csv\"}" \
--tags "[{\"Key\": \"color\",\"Value\": \"orange\"}]"

查看、更新和删除与资源关联的标签
您可以查看、更新或删除与关联的标签Parallel data要么Custom terminology资源。

更新现有资源的标签（控制台）

1. 登录Amazon Translate.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Parallel data要么Custom terminology.
3. 选择包含要查看、更新或删除的标签的资源。控制台打开资源的详细信息页面。
4. 向下滚动，直到看到标签面板。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与所选资源相关的所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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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管理标签编辑或移除资源中的标签。
5. 选择要修改的文本，然后编辑标签。您也可以通过选择来删除标签删除.
6. 要添加新标签，请选择添加新标签，然后在空白字段中输入键和值。
7. 完成标签修改后，选择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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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AWS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作为 AWS 客户，您将从专为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企业的要求而打造的数据中心
和网络架构中受益。

安全性是 AWS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式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WS负责保护在AWS云中运行AWS服务的基础设施。AWS还向您提供可安全使用的服
务。作为 AWS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人员将定期测试和验证安全性的有效性。要了解适用于 
Amazon Translate 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内的AWS服务。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WS 服务决定。您还需要对其他因素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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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主题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AWS 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式。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AWS 以实现您的安全
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将了解如何使用其他亚马逊云科技服务来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AWS 资源。

主题
• Amazon Translate (p. 74)
• Amazon Translate 的身份和访问 (p. 75)
• 监控 Amazon Translate (p. 90)
• Amazon Translate (p. 98)
• Amazon Translate (p. 98)
• Amazon Translate (p. 98)
• Amazon Translate 和接口 VPCAWS PrivateLink (p. 98)

Amazon Translate
Amazon Translate 符合责任AWS共担模式，该模式包括数据保护的法规和指南。 AWS负责保护运行所有
AWS服务的全球基础设施。 AWS保持对此基础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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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他们放置在AWS云中
的任何个人数据。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AWS账户凭证并使用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置
角色，以便仅向每个用户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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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Amazon Simp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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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SAWS DK 处理 Amazon Translate 或其它AWS服务时。AWS CLI您输
入到 Amazon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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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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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加密 (p. 75)
• 传输中加密 (p. 75)

静态加密
对于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运行的批量翻译任务，您的翻译输入和输出都是静态加密的。但是，每种加
密方法不同。

Amazon Translate 还使用使用默认密钥加密的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卷。

翻译输入
当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批量翻译文档时，您将一组输入文档存储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要对这些文
档进行静态加密，您可以使用 Amazon S3 提供的 SSE-S3 服务器端加密选项。使用此选项，每个对象均使
用由 Amazon S3 管理的唯一密钥加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采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
的服务器端加密 (SSE-S3) 保护数据。

翻译输出
当 Amazon Translate 完成批量翻译任务时，它会将输出放入您AWS账户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为了加
密静态输出，Amazon Translate 使用 Amazon S3 提供的 SSE-KMS 加密选项。使用此选项，您的输出将使
用存储在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中的密钥进行加密。

有关 SSE-KM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 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 ement Service (SSE-KMS) 的服务器端加密 (SSE-KMS) 保护数据。

有关 KMS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AWS KMS keys。

对于这种加密，Amazon Translate 可使用以下任一类型的密钥：

AWS 托管式密钥

默认情况下，Amazon Translate 使用 AWS 托管式密钥. 这种类型的 KMS 密钥由您的账户创建AWS并
存储在您的账户中。但是无法自己管理此 KMS 密钥。它只能由您代表您管理和使用AWS。

客户托管的密钥

或者，您可以选择使用客户管理密钥对输出进行加密，这是您在AWS账户中创建、拥有和管理的 KMS 
密钥。

在使用自己的 KMS 密钥之前，您必须向 Amazon Translate 用来访问 Amazon S3 中的输出存储桶的 
IAM 服务角色添加权限。如果您希望使用其他AWS账户中的 KMS 密钥，则还必须更新中的密钥策略
AWS KM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加密的必备权限 (p. 23)：

运行批量翻译任务时，您可以选择使用客户管理的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运行批量翻译作
业 (p. 24)：

传输中加密
为了加密传输中的数据，Amazon Translate 使用带AWS证书的 TLS 1.2。

Amazon Translate 的身份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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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项 AWS 服务，可以帮助管理员安全地控制对 AWS 资
源的访问。IAM 管理员控制谁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授权（具有权限）使用 Amazon Translate 资
源。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WS 服务。

主题
• 受众 (p. 76)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76)
•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78)
• Amazon Translate 如何与 (p. 79)
•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83)
• AWSAmazon Translate (p. 87)
• Amazon Translate 身份和 (p. 89)

受众
如何使用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因您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服务用户 — 如果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服务来完成作业，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凭证和权限。
随着您使用更多 Amazon Translate 功能来完成工作，您可能需要额外权限。了解如何管理访问权限可帮助
您向管理员请求适合的权限。如果您无法访问 Amazon Translate 中的功能，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身份
和 (p. 89)。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Amazon Translate 资源，您可能对 Amazon Translate 具有完全访问
权限。您有责任确定您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Amazon Translate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IAM 管理员
提交请求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请查看该页面上的信息以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要了解有关您的公司如何
将 IAM 与 Amazon Translate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如何与 (p. 79)。

IAM 管理员 —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您可能希望了解有关您可以如何编写策略以管理对 Amazon Translate 
的访问的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83)。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您使用身份凭证登录 AWS 的方法。您必须作为 AWS 账户根用户、IAM 用户或通过代入 IAM 角
色进行身份验证（登录到 AWS）。

您可以使用通过身份源提供的凭证以联合身份登录到 AWS。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IAM Identity Center) 用户、您公司的单点登录身份验证以及您的 Google 或 Facebook 凭证
都是联合身份的示例。当您以联合身份登录时，您的管理员以前使用 IAM 角色设置了身份联合验证。当您使
用联合身份验证访问 AWS 时，您就是在间接代入角色。

根据您的用户类型，您可以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 或 AWS 访问门户。有关登录到 AWS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AWS 登录 用户指南》中的如何登录到您的 AWS 账户。

如果您以编程方式访问 AWS，则 AWS 将提供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命令行界面（CLI），以便使用您的
凭证对您的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如果您不使用 AWS 工具，则必须自行对请求签名。有关使用推荐的方法自
行对请求签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一般参考 中的签名版本 4 签名流程。

无论使用何种身份验证方法，您可能需要提供其他安全信息。例如，AWS 建议您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来提高账户的安全性。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
On) 用户指南》中的多重身份验证和《IAM 用户指南》中的在 AWS 中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AWS 账户根用户
当您创建 AWS 账户时，最初使用的是一个对账户中所有 AWS 服务和资源拥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登录身份。
此身份称为 AWS 账户根用户，使用您创建账户时所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即可获得该身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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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不要使用根用户执行日常任务。保护好根用户凭证，并使用这些凭证来执行仅根用户可以执行的任
务。有关要求您以根用户身份登录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Account Management 参考指南 中的需
要根用户凭证的任务。

联合身份
作为最佳实践，要求人类用户（包括需要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结合使用联合身份验证和身份提供程序，
以使用临时凭证来访问 AWS 服务。

联合身份是来自企业用户目录、Web 身份提供程序、AWS Directory Service、Identity Center 目录的用户，
或任何使用通过身份源提供的凭证来访问 AWS 服务 的用户。当联合身份访问 AWS 账户时，他们代入角
色，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

要集中管理访问权限，我们建议您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您可以在 IAM Identity Center 中创建用户和组，也可以连接并同步到您自己的身份源中的一组用户和组以
跨所有 AWS 账户和应用程序使用。有关 IAM Identity Center 的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IAM Identity Center？

IAM 用户和组
IAM 用户是AWS 账户内对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具有特定权限的一个身份。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临
时凭证，而不是创建具有长期凭证（如密码和访问密钥）的 IAM 用户。但是，如果您有一些特定的使用场景
需要长期凭证以及 IAM 用户，我们建议您轮换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对
于需要长期凭证的使用场景定期轮换访问密钥。

IAM 组是一个指定一组 IAM 用户的身份。您不能使用组的身份登录。您可以使用组来一次性为多个用户指
定权限。如果有大量用户，使用组可以更轻松地管理用户权限。例如，您可能具有一个名为 IAMAdmins 的
组，并为该组授予权限以管理 IAM 资源。

用户与角色不同。用户唯一地与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关联，而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代入。用户具有永
久的长期凭证，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用户（而
不是角色）。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AW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身份。它类似于 IAM 用户，但与特定人员不关联。您可以通过切换
角色，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暂时代入 IAM 角色。您可以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操作或使用
自定义 URL 以担任角色。有关使用角色的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 IAM 角色。

具有临时凭证的 IAM 角色在以下情况下很有用：

• Federated user access（联合用户访问）– 要向联合身份分配权限，请创建角色并为角色定义权限。当联
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时，该身份将与角色相关联并被授予由此角色定义的权限。有关联合身份验证的角色
的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第三方身份提供商创建角色。如果您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
则需要配置权限集。为控制您的身份在进行身份验证后可以访问的内容，IAM Identity Center 将权限集与 
IAM 中的角色相关联。有关权限集的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的权限集。

• 临时 IAM 用户权限 – IAM 用户可代入 IAM 用户或角色，以暂时获得针对特定任务的不同权限。
• 跨账户访问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以允许不同账户中的某个人（可信主体）访问您的账户中的资源。角色

是授予跨账户访问权限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某些 AWS 服务，您可以将策略直接附加到资源（而不是
使用角色作为代理）。要了解用于跨账户访问的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之间的差别，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 跨服务访问 – 某些 AWS 服务使用其它 AWS 服务中的功能。例如，当您在某个服务中进行调用时，该服
务通常会在 Amazon EC2 中运行应用程序或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存储对象。服务
可能会使用发出调用的主体的权限、使用服务角色或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来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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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权限 –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 AWS 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主体。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
使用某些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他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
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 服务角色 – 服务角色是服务代表您在您的账户中执行操作而担任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AWS 服务 委派权限的
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是与 AWS 服务关联的一种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行操作的角
色。服务相关角色显示在您的 AWS 账户 中，并由该服务拥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
关角色的权限。

• 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管理在 EC2 实例上运行并发出 AWS CLI 或 
AWS API 请求的应用程序的临时凭证。这优先于在 EC2 实例中存储访问密钥。要将 AWS 角色分配给 
EC2 实例并使其对该实例的所有应用程序可用，您可以创建一个附加到实例的实例配置文件。实例配置
文件包含角色，并使 EC2 实例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获得临时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IAM 角色为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授予权限。

要了解是使用 IAM 角色还是 IAM 用户，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角色（而不是用户）。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您将创建策略并将其附加到 AWS 身份或资源，以控制 AWS 中的访问。策略是 AWS 中的对象；在与身份或
资源相关联时，策略定义它们的权限。在主体（用户、根用户或角色会话）发出请求时，AWS 将评估这些策
略。策略中的权限确定是允许还是拒绝请求。大多数策略在 AWS 中存储为 JSON 文档。有关 JSON 策略文
档的结构和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 JSON 策略概览。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权限。要授予用户对所需资源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
略。然后，管理员可以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并且用户可以代入角色。

IAM policy 定义操作的权限，无关乎您使用哪种方法执行操作。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允许 iam:GetRole 操
作的策略。具有该策略的用户可以从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获取角色信息。

基于身份的策略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进一步归类为内联策略或托管式策略。内联策略直接嵌入单个用户、组或角色中。托管
式策略是可以附加到AWS 账户中的多个用户、组和角色的独立策略。托管式策略包括 AWS 托管式策略和客
户托管式策略。要了解如何在托管式策略和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在托管式策略
与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基于资源的策略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WS 服务。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位于该服务中的内联策略。您不能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使用来自 IAM 的 AWS 托管式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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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列表 (ACL)
访问控制列表 (ACL) 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似，
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AWS WAF 和 Amazon VPC 是支持 ACL 的服务示例。要了解有
关 AC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概
览。

其它策略类型
AWS 支持额外的、不太常用的策略类型。这些策略类型可以设置更常用的策略类型向您授予的最大权限。

• 权限边界 – 权限边界是一个高级功能，用于设置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为 IAM 实体（IAM 用户或角色）授
予的最大权限。您可为实体设置权限边界。这些结果权限是实体基于身份的策略及其权限边界的交集。在
Principal 中指定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资源的策略不受权限边界限制。任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
许。有关权限边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实体的权限边界。

• 服务控制策略 (SCP) – SCP 是 JSON 策略，指定了组织或组织单位 (OU) 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最大
权限。AWS Organizations 服务可以分组和集中管理您的企业拥有的多个 AWS 账户 账户。如果在组织内
启用了所有功能，则可对任意或全部账户应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SCP 限制成员账户中实体（包括每个 
AWS 账户根用户）的权限。有关 Organizations 和 SC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Organizations 用户指
南中的 SCP 的工作原理。

• 会话策略 – 会话策略是当您以编程方式为角色或联合身份用户创建临时会话时作为参数传递的高级策略。
结果会话的权限是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和会话策略的交集。权限也可以来自基于资源的策略。任
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会话策略。

多个策略类型
当多个类型的策略应用于一个请求时，生成的权限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要了解 AWS 如何确定在涉及多种
策略类型时是否允许请求，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策略评估逻辑。

Amazon Translate 如何与
在使用 IAM 管理对 Amazon Translate 的访问权限之前，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Amazon Translate。

可用于Amazon Translate 的 IAM 功能

IAM 功能 Amazon Translate 支持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80)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80) 否

策略操作 (p. 80) 是

策略资源 (p. 81) 是

策略条件键（特定于服务） (p. 81) 是

ACL (p. 82)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82) 部分

临时凭证 (p. 8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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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功能 Amazon Translate 支持

委托人权限 (p. 83) 是

服务角色 (p. 83) 是

服务相关角色 (p. 83) 否

要大致了解 Amazon Translate 和其它AWS服务如何与大多数 IAM 功能一起使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与 IAM 一起使用的AWS服务。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

支持基于身份的策略 是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创建 IAM policy。

通过使用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您可以指定允许或拒绝的操作和资源以及允许或拒绝操作的条件。您无法
在基于身份的策略中指定主体，因为它适用于其附加的用户或角色。要了解可在 JSON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元
素，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引用。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要查看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83)。

Amazon Translate 内基于

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否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WS 服务。

要启用跨账户存取，您可以将整个账户或其它账户中的 IAM 实体指定为基于资源的策略中的主体。将跨账户
主体添加到基于资源的策略只是建立信任关系工作的一半而已。当主体和资源处于不同的AWS 账户中时，则
信任账户中的 IAM 管理员还必须授予主体实体（用户或角色）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他们通过将基于身份的策
略附加到实体以授予权限。但是，如果基于资源的策略向同一个账户中的主体授予访问权限，则不需要额外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策略操作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 条件 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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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策略的 Action 元素描述可用于在策略中允许或拒绝访问的操作。策略操作通常与关联的 AWS API 
操作同名。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没有匹配 API 操作的仅限权限 操作。还有一些操作需要在策略中执行多个
操作。这些附加操作称为相关操作。

在策略中包含操作以授予执行相关操作的权限。

要查看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定义的操作。

Amazon Translate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面使用以下前缀：

translate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Action": [ 
      "translate:ListLanguages", 
      "translate:TranslateText" 
         ]

您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多个操作。例如，要指定以单词 List 开头的所有操作，包括以下操作：

"Action": "translate:List*"

请勿使用通配符来指定一个服务的所有操作。在策略中指定权限时，请使用以下最佳实践：授予最低权限。

要查看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83)。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策略资源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Resource JSON 策略元素指定要向其应用操作的一个或多个对象。语句必须包含 Resource 或
NotResource 元素。作为最佳实践，请使用其 Amazon 资源名称（ARN）指定资源。对于支持特定资源类
型（称为资源级权限）的操作，您可以执行此操作。

对于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操作（如列出操作），请使用通配符（*）指示语句应用于所有资源。

"Resource": "*"

要查看 Amazon Translate 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定
义的资源。要了解您可以对哪些操作指定每个资源的 ARN，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定义的操作。

有关如何使用Amazon Translate 策略中的资源的示例，请参阅在策略中指定资源 (p. 85)。

Amazon Translate 的策略

支持特定于服务的策略条件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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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可以对什么资源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

在 Condition 元素（或 Condition 块）中，可以指定语句生效的条件。Condition 元素是可选的。您可
以创建使用条件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的条件表达式，以使策略中的条件与请求中的值相匹配。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WS 使用
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WS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授予
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policy 元素：变量和标签。

AWS支持全局条件键和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要查看所有 AWS 全局条件键，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要查看 Amazon Translate 条件键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的条件键。要了
解您可以对哪些操作和资源使用条件键，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定义的操作。

要查看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83)。

AAmazon Translate s 中的 ACL

支持 ACL 否

访问控制列表（ACL）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
似，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带有 ABAC 的 Amazon Translate

支持 ABAC（策略中的标签） 部分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ABAC) 是一种授权策略，该策略基于属性来定义权限。在 AWS 中，这些属性称为标
签。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以及AWS资源。标记实体和资源是 ABAC 的第一步。然
后设计 ABAC 策略，以在主体的标签与他们尝试访问的资源标签匹配时允许操作。

ABAC 在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非常有用，并在策略管理变得繁琐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帮助。

要基于标签控制访问，您需要使用 aws:ResourceTag/key-name、aws:RequestTag/key-name 或
aws:TagKeys 条件键在策略的条件元素中提供标签信息。

如果某个服务对于每种资源类型都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对于该服务，该值为 Yes（是）。如果某个服
务仅对于部分资源类型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该值为 Partial（部分）。

有关 ABA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BAC？。要查看设置 ABAC 步骤的教程，请
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

有关标记 Amazon Translate 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给您的 资源加标签 (p. 71)。

在Amazon Translate 中

支持临时凭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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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 AWS 服务在您使用临时凭证登录时无法正常工作。有关更多信息，包括 AWS 服务与临时凭证配合使
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的 AWS 服务。

如果您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而用其它方法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则使用临时凭证。例如，当
您使用贵公司的单点登录（SSO）链接访问AWS时，该过程将自动创建临时凭证。当您以用户身份登录控
制台，然后切换角色时，您还会自动创建临时凭证。有关切换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切换到角色（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者 AWS API 创建临时凭证。之后，您可以使用这些临时凭证访问AWS。AWS建议
您动态生成临时凭证，而不是使用长期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中的临时安全凭证。

Amazon Translate 的跨服务主要

支持委托人权限 是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AWS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委托人。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使用某些服务
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具有执行这
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他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Amazon Translate

支持服务角色 是

服务角色是由一项服务担任、代表您执行操作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
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AWS 服务 委派权限的角色。

Warning

更改服务角色的权限可能会破坏 Amazon Translate 的功能。仅当 Amazon Translate 提供相关指导
时才编辑服务角色。

要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异步操作，您必须向Amazon Translate 授予对包含您输入文档的 Amazon S3 存
储桶的访问权限。您可以通过在账户中创建服务角色来实现此目的，该角色采用信任策略来信任 Amazon 
Translate 服务负责人。

有关策略示例，请参阅批量翻译任务的先决条件 (p. 21)。

Amazon Translate 的服务

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否

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与 AWS 服务相关的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行操作的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显
示在您的 AWS 账户 中，并由该服务拥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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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Translate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Amazon Translate 资源的权限。它们还无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执行任务。IAM 管理员必须创建 IAM policy，以便为其所需
的特定资源授予权限以对特定资源执行特定的 API 操作。然后，管理员必须将这些策略附加到需要这些权限
的 用户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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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如何使用以下 JSON 策略文档示例 JSON 策略文档创建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 IAM 用户指
南中的在 JSON 选项卡上创建策略。

主题
• 基于身份的策略最佳实践 (p. 84)
• 允许访问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p. 84)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85)
• 在策略中指定资源 (p. 85)
• 使用带有自定义术语的客户管理密钥的权限 (p. 86)

基于身份的策略最佳实践
基于身份的策略确定某个人是否可以创建、访问或删除您账户中的 Amazon Translate 资源。这些操作可能
会使 AWS 账户 产生成本。创建或编辑基于身份的策略时，请遵循以下准则和建议：

• AWS 托管策略及转向最低权限许可入门 - 要开始向用户和工作负载授予权限，请使用 AWS 托管策略来为
许多常见使用场景授予权限。您可以在 AWS 账户 中找到这些策略。我们建议通过定义特定于您的使用场
景的 AWS 客户管理型策略来进一步减少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托管
策略或工作职能的 AWS 托管策略。

• 应用最低权限 – 在使用 IAM policy 设置权限时，请仅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权限。为此，您可以定义在特定
条件下可以对特定资源执行的操作，也称为最低权限许可。有关使用 IAM 应用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策略和权限。

• 使用 IAM policy 中的条件进一步限制访问权限 – 您可以向策略添加条件来限制对操作和资源的访问。
例如，您可以编写策略条件来指定必须使用 SSL 发送所有请求。如果通过特定 AWS 服务（例如 AWS 
CloudFormation）使用服务操作，您还可以使用条件来授予对服务操作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条件。

• 使用 IAM Access Analyzer 验证您的 IAM policy，以确保权限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 IAM Access Analyzer 
会验证新策略和现有策略，以确保策略符合 IAM policy语言 (JSON) 和 IAM 最佳实践。IAM Access 
Analyzer 提供 100 多项策略检查和可操作的建议，以帮助您制定安全且功能性强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Acess Analyzer 策略验证。

• Requir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需要多重身份验证（MFA）] – 如果您所处的场景要求您的 
AWS 账户 中有 IAM 用户或根用户，请启用 MFA 来提高安全性。若要在调用 API 操作时需要 MFA，请
将 MFA 条件添加到您的策略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受 MFA 保护的 API 访
问。

有关 IAM 中的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允许访问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
要访问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您必须具有一组最低的权限。这些权限必须允许您列出和查看有关您
AWS账户中的 Amazon Translate 资源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创建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比所需的最低权限更严
格，对于附加了该策略的实体（用户、群组或角色），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正常运行。

要确保这些实体仍可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也可向实体附加以下AWS托管式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translate:*", 
                "comprehend:DetectDominantLanguage",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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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 "*" 

        } 
    ]
}

该策略包含四条语句。第一个语句授予使用 TranslateText 操作的权限。第二个为 Amazon 
ComprehendDetectDominantLanguage 操作授予权限以启用自动语言检测。最后两项权限 CloudWatch 
向亚马逊授予提供指标支持的权限。

对于只需要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其尝试
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用户添加权限。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该示例说明了您如何创建策略，以允许 IAM 用户查看附加到其用户身份的内联和托管式策略。此策略包括在
控制台上完成此操作或者以编程方式使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所需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ViewOwnUserInfo",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UserPolicy", 
                "iam:ListGroupsForUser", 
                "iam:ListAttachedUserPolicies", 
                "iam:ListUserPolicies", 
                "iam:GetUser" 
            ], 
            "Resource": ["arn:aws:iam::*:user/${aws:username}"] 
        }, 
        { 
            "Sid": "NavigateInConsole",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GroupPolicy", 
                "iam:GetPolicyVersion", 
                "iam:GetPolicy", 
                "iam:ListAttachedGroupPolicies", 
                "iam:ListGroupPolicies", 
                "iam:ListPolicyVersions", 
                "iam:ListPolicies", 
                "iam:ListUsers" 
            ], 
            "Resource": "*" 
        } 
    ]
}

在策略中指定资源
对于许多 Amazon Translate API 操作，您可以通过指定允许或不允许执行该操作的资源来限制策略的范围。
有关可以指定资源的操作列表，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定义的操作。您可以在策略中指定以下资源：

• Custom terminology— 使用以下 ARN 格式：

arn:partition:translate:region:account:terminology/terminology-name/LATEST
• Parallel data— 使用以下 AR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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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partition:translate:region:account:parallel-data/parallel-data-name

您可以使用通配符在策略中指定多个资源。以下示例政策允许所有自定义术语资源用于所有 Amazon 
Translate 操作。

Example

{ 
        "Sid": "Example1", 
        "Effect": "Allow", 
        "Action": "translate:*", 
        "Resource": [ 
             "arn:aws:translate:us-west-2:123456789012:terminology/*" 
        ]
}           

以下示例策略拒绝访问GetParallelData操作的特定parallel 数据资源。

Example

{ 
        "Sid": "Example2", 
        "Effect": "Deny", 
        "Action": "translate:GetParallelData", 
        "Resource": [ 
             "arn:aws:translate:us-west-2:123456789012:parallel-data/test-parallel-data" 
        ]
}            

使用带有自定义术语的客户管理密钥的权限
如果您将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客户管理的密钥与 Amazon Translate 自定义术语一起
使用，则可能需要在 KMS 密钥策略中获得额外权限。

要使用客户托管密钥调用该ImportTerminology操作，请将以下权限添加到现有 KMS 密钥策略中。

{ 
    "Id": "key-consolepolicy-3",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 access for use with Amazon Translat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IAM USER OR ROLE ARN" 
            }, 
            "Action": [ 
                "kms:CreateAlias", 
                "kms:CreateGrant", 
                "kms:DescribeKey", 
                "kms:GenerateDataKey", 
                "kms:GetKeyPolicy", 
                "kms:PutKeyPolicy", 
                "kms:RetireGrant" 
            ], 
            "Resourc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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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使用 KMS 客户托管密钥导入的自定义术语调用该GetTerminology操作，请在 KMS 密钥策略中添加
以下权限。

{ 
    "Id": "key-consolepolicy-3",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 access for use with Amazon Translat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IAM USER OR ROLE ARN" 
            },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tKeyPolicy", 
                "kms:PutKeyPolicy" 
            ], 
            "Resource": "*" 
        } 
    ]
}

要调用ListTerminologies或DeleteTermionlogy操作来获取使用客户管理密钥导入的自定义术语，您
无需具有任何特殊AWS KMS权限。

要将客户管理的密钥用于所有自定义术语操作，请在 KMS 密钥策略中添加以下权限。

{ 
    "Id": "key-consolepolicy-3",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 access for use with Amazon Translat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IAM USER OR ROLE ARN" 
            },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Decrypt", 
                "kms:DescribeKey", 
                "kms:GenerateDataKey", 
                "kms:GetKeyPolicy", 
                "kms:PutKeyPolicy", 
                "kms:RetireGrant" 
            ], 
            "Resource": "*" 
        } 
    ]
}

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操作和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的操作、
资源和条件键。

AWSAmazon Translate
要向用户、组和角色添加权限，与自己编写策略相比，使用 AWS 托管策略更简单。创建仅为团队提供所需
权限的 IAM 客户托管策略需要时间和专业知识。要入门，您可以使用AWS托管式策略。这些策略涵盖常见使
用案例，可在您的 AWS 账户中使用。有关 AWS 托管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托
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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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负责维护和更新 AWS 托管策略。您无法更改 AWS 托管策略中的权限。服务偶尔会向 AWS 托管
式策略添加额外权限以支持新功能。此类更新会影响附加策略的所有身份（用户、组和角色）。当启动新功
能或新操作可用时，服务最有可能会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服务不会从 AWS 托管式策略中删除权限，因
此策略更新不会破坏您的现有权限。

此外，AWS 还支持跨多种服务的工作职能的托管式策略。例如，ReadOnlyAccessAWS托管策略提供对所有
AWS服务和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当服务启动新功能时，AWS 会为新操作和资源添加只读权限。有关工作
职能策略的列表和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适用于工作职能的 AWS 托管策略。

主题
• AWS 托管策略： TranslateFullAccess (p. 88)
• AWS托管策略： TranslateReadOnly (p. 88)

AWS 托管策略： TranslateFullAccess
该政策授予对亚马逊翻译资源、亚马逊 ComAmazon Comprehend DetectDominantLanguage API 操作和所
需的 CloudWatch API 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该策略还授予 Amazon S3 存储桶和 IAM 角色的列表和获取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translate:*", 
                "comprehend:DetectDominantLanguage",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s3:ListAllMyBuckets",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Location", 
                "iam:ListRoles", 
                "iam:GetRol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 
         

AWS托管策略： TranslateReadOnly
该政策授予访问不修改与您的账户关联资源的 Amazon Translate API 操作的权限。该政策还授予访问
Amazon Comprehend DetectDominantLanguage API 操作和所需 CloudWatch 的 API 操作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translate:TranslateText", 
                "translate:GetTerminology", 
                "translate:ListTerminologies", 
                "translate:ListTextTranslationJobs", 
                "translate: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translate:GetParallelData", 
                "translate:ListParallelData", 
                "comprehend:DetectDominantLanguage",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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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watch:ListMetrics"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 
         

Amazon Translate 身份和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以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执行操作 (p. 89)
•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p. 89)
•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AWS 账户的 Amazon Translate 资源 (p. 89)

我无权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执行操作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指明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执行该操作。

当 mateojackson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查看有关虚构 my-example-widget 资源的详细信息，但不拥
有虚构 translate:GetWidget 权限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translate:GetWidget on resource: my-example-widget

在此情况下，Mateo 的策略必须更新以允许其使用 translate:GetWidget 操作访问 my-example-
widget 资源。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表明您无权执行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将角色传递给 Amazon 
Translate。iam:PassRole

有些 AWS 服务允许您将现有角色传递到该服务，而不是创建新服务角色或服务相关角色。为此，您必须具
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当名为的 IAM 用户marymajor尝试使用控制台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执行操作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但是，服务必须具有服务角色所授予的权限才可执行此操作。Mary 不具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rymajor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iam:PassRole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新 Mary 的策略以允许她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AWS 账户的 Amazon Translate 
资源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以便其它账户中的用户或您组织外的人员可以使用该角色来访问您的资源。您可以指
定谁值得信赖，可以担任角色。对于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服务，您可以使用这些策
略向人员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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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要了解 Amazon Translate 是否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Amazon Translate 如何与 (p. 79)。
• 要了解如何为您拥有的 AWS 账户 中的资源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您拥有的另一个 

AWS 账户 中的 IAM 用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为第三方AWS 账户提供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第三方拥有的AWS 

账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通过联合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经过外部身份验证的用户（联合

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使用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进行跨账户访问之间的差别，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

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监控 Amazon Translate
监控是保持 Amazon Translate 和您的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性能的重要方面。 AWS提供各种可以用
来监控 Amazon Translate 的工具。您可以配置其中的一些工具来为您监控解决方案。建议您尽可能实现监
控任务自动化。

Amazon Translate 提供预配置的图表，向您显示解决方案的最重要指标。每个图表提供一个了解您的解决方
案性能的窗口。要获取您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表现的不同视角，您可以更改这些图表显示的时间
范围。

您也可以使用Amazon CloudWatch Translate 监控Amazon Tr 使用 CloudWatch，您可以自动监控解决方案
的特定指标。只要某个指标超出您设定的阈值，您就会收到一条通知。您还可以使用 CloudWatch API 创建
适合您需求的自定义监控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CloudWatch
中的 “什么是亚马逊”。

下表描述了Amazon Translate 提供的每个预配置图表。

图表 描述

成功请求计数

指定时间段内向 Amazon Translate 成功提出的请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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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描述

受限请求计数

指定时间段内按限制的对 Amazon Translate 的请求
数。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您的应用程序向 Amazon 
Translate 发送请求的速度是否过快。

平均响应时间

在指定时间段内，Amazon Translate 处理您的请求
所用的平均时间长度。

字符计数

您在指定时间段内发送到 Amazon Translate 的字符
总数。这是您要支付的字符数。

用户错误计数

指定时间段内发生的用户错误数。用户错误位于 
HTTP 错误代码范围 4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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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描述

系统错误计数

指定时间段内发生的系统错误数。系统错误位于 
HTTP 错误代码范围 500-599。

监控 Amazon Translate
通过亚马逊 CloudWatch，您可以获得个人亚马逊翻译操作的指标或账户的全球 Amazon Translate 指标。使
用指标跟踪您的 Amazon Translate 解决方案的运行状况，并设置警报，以便在一个或多个指标超出定义的
阈值时通知您。例如，您可以监控特定时间段内向 Amazon Translate 发出的请求数量，查看请求的延迟，
或者在错误超过阈值时发出警报。

了解 Amazon T CloudWatch ranslat
要获取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指标，您需要指定以下信息：

• 指标维度。维度是一组名称值对，您使用它们来标识指标。Amazon Translate 有两个维度：
• Operation
• Language pair

• 指标名称，如 SuccessfulRequestCount 或 RequestCharacters。要获得指标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CloudWatch Amazon Transla (p. 94)。

您可以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 CloudWatch API 获取Amazon TransAWS CLI late 的指标。您
可以通过其中一个Amazon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或 CloudWatch API 工具使用 CloudWatch API 工
具。

下表列出了 CloudWatch 指标的一些常见用途。这些是入门建议，并不全面。

如何？ 监控此指标

跟踪成功请求数 SuccessfulRequestCount 指标的 sum 统计数据

了解应用程序是否已达到其最大吞吐量 ThrottledCount 指标的 sum 统计数据

查找应用程序的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 指标的 average 统计数据

查找应用程序的错误数 ServerErrorCount 和 UserErrorCount 指标的
sum 统计数据

查找计费字符数 CharacterCount 指标的 sum 统计数据

您必须具有相应的 CloudWatch 权限才能使用 Amazon Translate CloudWatch 进行监控。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CloudWatch中的亚马逊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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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mazon Translate s
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Amazon Translate 指标。

要查看指标（CloudWatch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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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指标，选择所有指标，然后选择 AWS/Translate。
3. 选择维度、指标名称，然后选择 Add to graph (添加到图表)。
4. 选择日期范围的值。指定日期范围的指标计数将显示在该图表中。

使用记录 Amazon TranslateAWS CloudTrail
Amazon Translate 与AWS CloudTrail集成，后者是在Amazon Translate中记录 IAM 实体或AWS服务所采取
操作的服务。 CloudTrail 将 Amazon Translate 的所有 API 调用作为事件。这包括来自 Amazon Translate 控
制台的调用和对 Amazon Translate API 操作的 如果您创建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则可以使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持续传送事件（包括 Amazon Translate 事件）。 CloudTrail 如果您
不配置跟踪，则仍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最新事件。可以使用收集
的信息确定向 Amazon Translate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 CloudTrail 请求、何人
发出的请求、何人发出请求、何人发出的请求、何人发出请求、何人发出的请求、何人发出的请求、何人发
出的请求、何人发出的请求、何人发出的请求、

要了解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AWS CloudTrail用户指南。

主题
• 亚马逊将信息翻译为 CloudTrail (p. 93)
• 了解 Amazon Translate 日志 (p. 94)

亚马逊将信息翻译为 CloudTrail
CloudTrail 在您创建AWS账户时，即针对该账户启用了。当 Amazon Translate 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将记
录在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中，并与其他AWS服务事件一同保存在事件历史记录中。您可以在 AWS 账户
中查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要持续记录您的AWS账户中的事件（包括 Amazon Translate 的事件），请创建跟踪记录。通过跟踪
CloudTrail ，可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Amazon S3 存储桶。默认情况下，当您使用控制台创建跟踪时，此跟踪应
用于所有 AWS 区域。跟踪记录 AWS 分区所有区域的事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指定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配
置其他AWS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采取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列
内容：

• 创建跟踪概览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 从多个区域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从多个账户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所有 Amazon Translate 操作都由 API 参考部分记录 CloudTrail 和记录。例如，对
的DeleteTerminology调用ImportTerminology和TranslateText操作会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中生
成条目。

每个事件或日志条目都包含有关生成请求的人员信息。此信息可帮助您确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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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是否使用根用户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它 AWS 服务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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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Amazon Translate 日志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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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目说明了此TranslateText操作。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user/Administrator",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 
        "userName": "Administrator" 
    }, 
    "eventTime": "2019-09-03T20:32:50Z", 
    "eventSource": "translate.amazonaws.com", 
    "eventName": "TranslateTex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aws-cli/1.16.207 Python/3.4.7 
 Linux/4.9.184-0.1.ac.235.83.329.metal1.x86_64 botocore/1.12.197", 
    "requestParameters": { 
        "text": "HIDDEN_DUE_TO_SECURITY_REASONS",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 "fr" 
    }, 
    "responseElements": { 
        "translatedText": "HIDDEN_DUE_TO_SECURITY_REASONS", 
        "sourceLanguageCode": "en", 
        "targetLanguageCode": "fr" 
    }, 
    "requestID": "f56da956-284e-4983-b6fc-59befa20e2bf", 
    "eventID": "1dc75278-84d7-4bb2-861a-493d08d67391",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CloudWatch Amazon Translate 的指标和维度
要监控您的解决方案的性能，请使用亚马逊Amazon Translate 的亚马逊 CloudWatch 指标和维度。

CloudWatch Amazon Transla

指标 描述

CharacterCount 请求中的计费字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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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有效维度：语言对、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总计

单位：计数

ResponseTime 响应请求所花费的时间。

有效维度：语言对、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数据采样、平均值

单位：对于数据样本，计数。对于平均值统计数据，毫秒。

ServerErrorCount 服务器错误的数量。服务器错误的 HTTP 响应代码范围为 500 到 599。

有效维度：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总计

单位：计数

SuccessfulRequestCount 成功的翻译请求数量。成功请求的响应代码为 200 至 299。

有效维度：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总计

单位：计数

ThrottledCount 受限制的请求数量。用于确定您的应用程序ThrottledCount向 Amazon 
Translate 发送请求的速度是否快于您的账户配置为接受请求的速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 
aws_service_limits.html#limits_amazon_translate 中的 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Amazon Translate 限制。

有效维度：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总计

单位：计数

UserErrorCount 发生的用户错误数。用户错误的 HTTP 响应代码范围为 400 到 499。

有效维度：操作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总计

单位：计数

CloudWatch Amazon Transla
使用以下维度筛选Amazon Translate 指标。指标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分组。

维度 描述

LanguagePair 仅限包含指定语言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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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描述

Operation 仅限包含指定操作的指标。

与亚马逊一起监控亚马逊翻译事件 EventBridge
Amazon Translate 与亚马逊 EventBridge 集成，可通知您有关影响翻译任务和并parallel 数据资源的更
改。AWS服务 EventBridge 中的事件将近乎实时传输到。您可以编写简单规则来指示您关注的事件，并指示
要在事件匹配规则时执行的自动化操作。例如，可自动启动的操作包括：

• 调用 AWS Lambda 函数
• 调用AWS Systems Manager 的
• 将事件中继到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 激活 AWS Step Functions 状态机
• 通知 Amazon SNS 主题或 Amazon SQS 队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ventBridge 《亚马逊 EventBridge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对事件做出反应的亚马逊规
则。

Amazon Translate
以下是来自 Amazon Translate 的示例事件。

批量翻译任务事件
您可以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或StartTextTranslationJob操作运行批量翻译任务。Amazon Translate 
会在这些任务成功或失败时发送事件。这些事件类似于以下示例。

{ 
 "version": "0",  
 "id": "CWE-event-id",  
 "detail-type": "Translate TextTranslationJob State Change",  
 "source": "aws.translate",  
 "account": "111122223333",  
 "time": "2017-04-22T03:31:47Z",  
 "region": "us-east-1",  
 "resources": [],  
 "detail": { 
    "jobId": "01234567-0123-0123-0123-012345678901",  
    "jobStatus": "STATUS"  
 }  
}

该jobStatus属性的值取决于 Amazon Translate 发送事件的任务状态。jobStatus 值为：

• COMPLETED— 作业已成功完成，输出可用。
• COMPLETED_WITH_ERROR— 作业已完成，但出现错误。可以在作业的输出中分析错误。
• STOPPED— 作业已停止。
• FAILED— 任务未完成。要获取详细信息，请使用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操作。

parallel 数据资源的事件
当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创建或更新parallel 数据资源时，它会发送一个事件来指示操作是成功还是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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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或CreateParallelData操作创建parallel 数据资源。当你这样做
时，Amazon Translate 会发送一个如下所示的事件。

{ 
 "version": "0",  
 "id": "CWE-event-id",  
 "detail-type": "Translate Parallel Data State Change",  
 "source": "aws.translate",  
 "account": "111122223333",  
 "time": "2017-04-22T03:31:47Z",  
 "region": "us-east-1",  
 "resources": [arn:aws:translate:us-east-1:111122223333:parallel-data/
ExampleParallelData],  
 "detail": { 
    "operation": "CreateParallelData", 
    "name": "ExampleParallelData",  
    "status": "STATUS" 
 }  
}

该status属性的值是：

• ACTIVE—CreateParallelData  操作成功，资源已准备就绪，可供您使用。
• FAILED—CreateParallelData 操作失败。

您可以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控制台或UpdateParallelData操作更新parallel 数据资源。当你这样做
时，Amazon Translate 会发送一个如下所示的事件。

{ 
 "version": "0",  
 "id": "CWE-event-id",  
 "detail-type": "Translate Parallel Data State Change",  
 "source": "aws.translate",  
 "account": "111122223333",  
 "time": "2017-04-22T03:31:47Z",  
 "region": "us-east-1",  
 "resources": [arn:aws:translate:us-east-1:111122223333:parallel-data/
ExampleParallelData],  
 "detail": { 
    "operation": "UpdateParallelData", 
    "name": "ExampleParallelData",  
    "status": "STATUS", 
    "latestUpdateAttemptStatus": "STATUS", 
    "latestUpdateAttemptAt": "2017-04-22T03:31:47Z" 
 }  
}

该status属性提供先前版本的parallel 数据资源的状态，该版本正在被更新所取代。值为：

• ACTIVE— 先前版本已成功创建或更新。
• FAILED— 未能创建或更新先前版本。

该latestUpdateAttemptStatus属性提供新版本的parallel 数据资源的状态，该版本是由更新创建的。值
为：

• ACTIVE—UpdateParallelData 操作成功，更新后的资源已准备就绪，可供您使用。
• FAILED—UpdateParallelData 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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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作为多项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计员将评估 Amazon Translate 的安全AWS性和合规性。其中包括 
PCI、FedRAMP、HIPAA 及其他计划。您可以使用 AWS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在 Amazon Artifact 中下载报告。

您在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时的合规性责任由您的数据的敏感性、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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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性和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了在上部署基于安全性和合规
性的基准环境的步骤AWS。

• AWSHIPAA 合规性 — 请参阅A mazon Web Services 上的白皮书中的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架构设计。
本白皮书公司如何使用AWS创建符合 HIPAA 符合 HIPAA 合规的应用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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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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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Translate
AWS全球基础设施围绕AWS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WS区域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区，这些可
用区通过延迟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用区之间无
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用区具有更
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有关 AWS 区域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全球基础设施。

Amazon Translate
作为一项托管服务，Amazon Translate 由 A mazon Web Services：安全流程概述白皮书中所述的AWS全球
网络安全程序提供保护。

要通过网络访问Amazon Translate，您可以使用AWS已发布的 API 调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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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委托人关联的秘密访问密钥
来对请求进行签名。或者，您可以使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生成临时安全凭证来对请
求进行签名。

Amazon Translate 和接口 VPCAWS PrivateLink
您可以通过创建接口 VPC 终端节点在 VPC 和 Amazon Translate 之间建立私有连接。接口终端节点由提供
支持 AWS PrivateLink，该技术支持您通过私密方式访问 Amazon Translate API，而无需互联网网关、NAT 
设备、VPN Connect 或AWS Direct Connnnect 连接。VPC 中的实例即使没有公有 IP 地址也可与 Amazon 
Translate API 进行通信。VPC 和Amazon Translate 之间的流量不会脱离 Amazon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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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接口端点均由子网中的一个或多个弹性网络接口表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接口 VPC 终端节点 (AWS PrivateLink)。

Amazon Translate VPC
在为 Amazon Translate 设置接口 VPC 终端节点之前，请确保查看《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接口终端
节点属性和限制。

Amazon Translate 支持从 VPC 调用它的所有 API 操作。

为 Amazon Translate 创建接口 VPC
您可以使用 Amazon VPC 控制台或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为 Amazon Translate 服务
创建 VPC 终端节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接口端点

使用以下服务名称为 Amazon Translate 创建 VPC 终端节点：

• com.amazonaws.region.translate

如果为终端节点启用私有 DNS，则可以使用其默认 DNS 名称作为区域，向发送 API 请求，例
如translate.us-east-1.amazonaws.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通过接口端点访问服务。

为 Amazon Translate 创建 VPC
您可以为 VPC 终端节点附加控制对 Amazon Translate 的访问的终端节点策略。该策略指定以下信息：

• 可执行操作的委托人。
• 可执行的操作。
• 可对其执行操作的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VPC 端点控制对服务的访问。

示例：Amazon Translate 实时翻译操作

下面是用于 Amazon Translate 中的实时翻译的端点策略示例。当附加到终端节点时，此策略会向所有委托
人授予对列出的针对所有资源的 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访问权限。

{ 
            "Statement":[ 
                { 
                    "Principal":"*", 
                    "Effect":"Allow", 
                    "Action":[ 
                        "translate:TranslateText", 
                    ], 
                    "Resource":"*" 
                } 
            ] 
        }

示例：Amazon Translate 批量翻译操作的 VPC 终

下面是用于 Amazon Translate 中批量转换的端点策略示例。当附加到终端节点时，此策略会向所有委托人
授予对列出的针对所有资源的 Amazon Translate 操作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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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Principal":"*", 
                    "Effect":"Allow", 
                    "Action":[ 
                        "translate:StartTextTranslationJob",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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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限制
以下各部分包含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指南和限制的信息。

主题
• 支持的 AWS 区域 (p. 101)
• Compliance (p. 101)
• 限制 (p. 101)
• 准则 (p. 101)
• Service Limits (p. 101)

支持的 AWS 区域
有关支持 Amazon Translate 的AWS地区列表，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mazon Translate 终端节点
和配额。

Compliance
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合规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合AWS规计划、合规计划和按合规计划划分的范
围内的AWS服务。

限制
Amazon Translate 可扩展以服务客户的运营流量 如果您遇到持续限制的情况，请联系 AWS Support。

准则
为了不断提高其分析模型的质量，Amazon Translate 可能会存储您的数据。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常见问题解答。

您可以选择退出提供这些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I 服务选择退出策略。

Service Limits
Amazon Translate 有以下服务限制。

同步实时翻译限制

描述 限制

字符编码 UTF-8

最大输入文本数 10,00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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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批量翻译限制

描述 限制

字符编码 UTF-8

每个文档的最大字符数 1000000

每个文档的最大大小 20 MB

单个文档中可翻译文本的最大大小 1MB

批处理任务请求中的最大目标语言数量 10

批处理中文档的最大数量 1000000

批处理中总文档的最大大小 5GB

并发批量翻译任务的最大数量 10

排队的批量翻译作业的最大数量 1000

StartTextTranslationJob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DescribeTextTranslationJob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ListTextTranslationJobs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StopTextTranslationJob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自定义术语限制

描述 限制

最大自定义术语文件大小 10 MB

每个 AWS 区域每个 AWS 账户的最大自定义术语文件数 100

每个自定义术语文件的最大目标语言数 10

每个自定义术语的最大源和目标文本长度 200 字节

每个 TranslateText 或 StartTextTranslationJob 请求的最大
术语文件数。

1

ImportTerminology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GetTerminology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ListTerminologies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DeleteTerminology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并行数据限制

描述 限制

每个 AWS 区域每个 AWS 账户的最大parallel 数据资源数 1000

最大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大小 5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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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限制

parallel 数据资源中源语言的最大数量 1

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中单个段或记录的最大大小 1000 字节

并行数据资源的并parallel 创建或更新操作的最大数量 1

CreateParallelData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GetParallelData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ListParallelData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10

UpdateParallelData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DeleteParallelData API 操作的每秒事务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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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文档历史记录
下表介绍了此版本的 Amazon Transate 的文档。

变更 说明 日期

Support 用于异步批处理的其他区
域

Translate 现在支持用于异步批处
理的其他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使用 Amazon Translate 进行
异步批处理。

2023 年 3 月 28 日

增加了实时翻译的输入大小 现在，您最多可以输入 10,000 个
字符进行实时翻译。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入
门（控制台）。

2022 年 12 月 16 日

Support 批处理模式的嵌套输入文
件夹

现在，您可以为批量翻译作业提
供嵌套的输入文件夹。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运行批量翻译任务。

2022 年 11 月 18 日

Support 批处理模式的自动语言检
测

现在，您可以在批量翻译任务中自
动检测源语言。因此，您现在可以
在批量翻译作业中输入具有不同源
语言的文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运行批
量翻译任务。

2022 年 11 月 18 日

Support 多种目标语言 现在，您可以在批量翻译作业中指
定多种目标语言。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运
行批量翻译任务。

2022 年 10 月 10 日

对标签的Support 现在，您可以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标记ParallelData和自
定义术语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在Amazon Translate 中标签
您的资源。

2022 年 10 月 6 日

对其他语言的形式支持 现在，您可以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荷兰语、韩语和
墨西哥西班牙语的翻译形式级别。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2022 年 10 月 5 日

单独的 API 参考资料 Amazon Translate API 参考现在
是与《开发者指南》分开的文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API 参考。

2022 年 8 月 25 日

新功能 现在，您可以设置翻译输出的形
式级别。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Translate 中设置手续。

2022 年 2 月 22 日

新功能 现在，您可以在翻译输出中屏蔽亵
渎的单词和短语。有关更多信息，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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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在 Amazon Translate 中掩
盖亵渎的单词和短语。

AWS PrivateLink 支持 您现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在 VPC 
和 Amazon Translate ansate 之间
建立私有连接AWS PrivateLink。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和接口 VPC 终端节点 
(AWS PrivateLink) ()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并行数据更新 现在，您可以创建使用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任何语言的
parallel 数据资源。不再需要使
用英语作为其中一种语言。有关
parallel 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并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
（主动自定义转换）。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自定义术语方向性 现在，您可以创建多向术语，其中
任何语言都可以是源语言或目标语
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自
定义术语。

2021 年 11 月 11 日

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以下
语言：爱尔兰语、马拉地语、葡萄
牙语（葡萄牙）和旁遮普语。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所有语
言，请参阅支持的语言和语言代
码。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新的自定义加密设置 现在，您可以使用自己管理的客
户管理密钥对翻译输出进行加密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运行批处理
翻译作业

2021 年 11 月 5 日

新文件格式支持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 XML 
本地化交换文件格式 (XLIFF) 文件
进行异步批处理。有关所有支持的
格式，请参阅支持的文件格式。

2021 年 6 月 9 日

EventBridge 整合 Amazon Translate 现在会 
EventBridge 向亚马逊发送事件，
以通知您有关影响翻译任务和并
parallel 数据资源的更改。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监控 Amazon Translate 事件 
EventBridge。

2021 年 6 月 4 日

新配额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多达 
1000 个排队的批量翻译任务。有
关所有Amazon Translate 配额，
请参阅指南和限制。

2021 年 4 月 23 日

增加配额 parallel 数据输入文件的最大大小
已从 1 MB 增加到 5 MB。有关所
有Amazon Translate 配额，请参
阅指南和限制。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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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以下
语言：亚美尼亚语、加泰罗尼亚
语、波斯语（波斯语）、菲律宾他
加洛语、古吉拉特语、海地克里奥
尔语、冰岛语、卡纳达语、哈萨克
语、立陶宛语、马其顿语、马拉雅
拉姆语、马耳他语、蒙古语、僧伽
罗语、泰卢固语、乌兹别克语和威
尔士语。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所有语言，请参阅支持的语
言和语言代码。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新功能 现在，您可以使用parallel 数据自
定义批量翻译作业，该数据包含
源文本及其翻译的示例。使用
并parallel 数据的作业称为主动
自定义翻译作业。在这些任务
中，Amazon Translate 会调整翻
译输出以反映parallel 数据中的示
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parallel 数据自定义翻译（主动自
定义翻译）。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新文件格式支持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以下 
Office Open XML 文件格式作为
异步批处理的输入：Word 文档 
(.docx)、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pptx)、Excel 工作簿 (.xlsx)。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动批处理翻
译作业。

2020 年 7 月 29 日

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现在支持西班
牙语（墨西哥）进行翻译。有关所
有支持的语言，请参阅支持的语言
和语言代码。

2020 年 4 月 30 日

新区域 Amazon Translate Transate 支持
欧洲（伦敦）区域中的异步批处
理。对于所有支持异步批处理的 
AWS 区域，请参阅区域可用性。

2020 年 4 月 20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添加了异步批
量翻译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异步批处理。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新区域 Amazon Translate ansate 增加了
对亚太地区（香港）、亚太地区
（悉尼）、亚太地区（悉尼）、亚
太地区（悉尼）、欧洲（悉尼）、
欧洲（悉尼）、欧洲（悉尼）、
欧洲（悉尼）、欧洲（悉尼）、欧
洲（悉尼）、欧洲（悉尼） 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 AWS 
区域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区
域表或Ama zon Web Services 一
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
点。

2019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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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新的翻
译语言：南非荷兰语、阿尔巴尼
亚语、阿姆哈拉语、阿塞拜疆语、
孟加拉语、波斯尼亚语、保加利
亚语、加拿大法语、克罗地亚语、
达里语、爱沙尼亚语、格鲁吉亚
语、豪萨语、拉脱维亚语、普什图
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斯
洛文尼亚语、索马里语、斯瓦希里
语、塔加洛语和泰米尔语。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可以直接翻译
的语言组合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
语言。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新的翻
译语言：希腊语、匈牙利语、罗
马尼亚语、泰语、乌克兰语、乌
尔都语和越南语。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可以直接翻译的语言组
合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语言。

2019 年 10 月 3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
FedRAMP合规性。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合规性。

2019 年 7 月 31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 SOC合
规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合规
性。

2019 年 5 月 30 日

新区域 Amazon Translate ansate 增加了
对亚太地区（孟买）、亚太地区
（孟买）、亚太地区（孟买）、
亚太地区（孟买）、亚太地区（孟
买）、亚太地区（孟买）、亚太
地区（孟买）、亚太地区 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 AWS 
区域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区
域表或Ama zon Web Services 一
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和终端节
点。

2019 年 5 月 8 日

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新的
翻译语言：印地语、马来语、
挪威语和波斯语。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可以直接翻译的语言组
合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语言。

2019 年 5 月 6 日

新区域 Amazon Translate Transate 增加
了对欧洲（法兰克福）、亚太地
区（法兰克福）和亚太地区（悉
尼）、有关 Amazon Translate 支
持的 AWS 区域的完整列表，请参
阅 AWS 区域表或Ama 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中的 AWS 区域
和终端节点。

2019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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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 PCI合
规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合规
性。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四个新
的 API 和自定义术语功能，使您
可以更好地控制您的翻译。通过
使用自定义术语和翻译请求，您可
以确保您的品牌名称、角色名称、
型号名称和其他独特内容每次都完
全按照您的需要进行翻译，无论标
准翻译或上下文如何。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自定义术语。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新语言 Amazon Translate 现在可以翻译
以下语言的文档：丹麦语、荷兰
语、芬兰语、希伯来语、印尼语、
韩语、波兰语和瑞典语。Amazon 
Translate 通过显著减少不支持的
语言对的数量来继续改善直接翻
译。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可以
直接翻译的语言组合，请参阅支持
的语言。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英语以
外支持语言之间的直接翻译。有关 
Amazon Translate 可以直接翻译
的语言组合，请参阅支持的语言。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 e 增加了HIPAA
合规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合
规性。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添加了多种
新的翻译语言：中文（传统语
言）、捷克语、意大利语、日语、
俄语和土耳其语。有关Amazon 
Translate 支持的语言列表，请参
阅支持的语言。

2018 年 7 月 17 日

新功能 Amazon Translate 增加了对自动
源语言检测的支持。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的
工作原理。

2018 年 4 月 4 日

新指南 (p. 104) 这是 Amazon Transate 开发人员
指南的第一个版本。

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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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参考
Amazon Translate API 参考现在是一个单独的文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Translate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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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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