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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AWS應用程序成本概要器？
AWS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可幫助您將AWS計費和費用由您的服務的租户。一個租戶可以是一個用户、一組用
户或項目。

一個資源是用户可以在AWS，例如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確保您可以
識別所選租户的資源使用情況。

一般AWS資源使用包括支持組織內多個租户的共享服務。某些資源使用基於時間的維度。要按租户而不是按
資源的每小時使用情況獲取成本和計費信息，您可以將資源與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集成。通過這種精細的方
法，您可以理解AWS資源在共享軟件解決方案中消耗。

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啟用了以下可以使用基於時間的維度或每小時使用的資源：

• Amazon EC2 實例（僅限按需和競價型實例）
•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佇列
•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題
• Amazon DynamoDB 讀取和寫入

Note

與大多數資源不同，Amazon SQS、Amazon SNS 和 DynamoDB 使用量不按時間計費。在他們的
情況下，一小時內的使用情況（例如，DynamoDB 中的一些讀取和寫入次數）按分配給不同租户的
小時百分比進行分類，而無論該小時內何時發生讀取或寫入操作。

您可以通過三個步驟將您的服務與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集成：

1. 啟用和配置報告— 此步驟定義您希望最終輸出的樣子。
2. 將租户使用情況數據發送到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 此步驟要求服務中的代碼創建使用情況數據，以便將租

户與其使用資源的時間相關聯，然後將使用情況數據發送到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
3. 取得報告— 應用程序成本概要分析器按照您在報表配置中指定的節奏提供報告。這些報告顯示與每個租户

使用情況相關的成本，從而為您提供計費的精細視圖。

如需這些步驟的詳細資訊，請參入門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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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Cost Storage filer 
Explorer 入門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可透過報告租用戶的AWS資源使用量 (而非整體資源)，協助您取得有關資源的成
本資訊。承租人可以是使用者、使用者群組或專案。請確定您可以依您選擇的租用戶識別資源使用量。若要
取得有關租用戶使用情況的成本報告，您可以設定報告並將使用情況資料傳送至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本節
討論在使用「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之前，必須完成的先決條件。

主題
• 註冊 AWS 帳戶 (p. 2)
• 建立管理使用者 (p. 2)
• 授予程式設計存取權 (p. 3)
•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特定先決條件 (p. 4)
• 後續步驟 (p. 4)
• 設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以適用於應用程式成本檔案器 (p. 4)

註冊 AWS 帳戶
如果您還沒有 AWS 帳戶，請完成下列步驟建立新帳戶。

註冊 AWS 帳戶

1. 開啟 https://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2. 請遵循線上指示進行。

部分註冊程序需接收來電，並在電話鍵盤輸入驗證碼。

註冊 AWS 帳戶 時，會建立 AWS 帳戶根使用者。根使用者有權存取該帳戶中的所有 AWS 服務 和資
源。作為安全最佳實務，將管理存取權指派給管理使用者，並且僅使用根使用者來執行需要根使用者存
取權的任務。

註冊程序完成後，AWS 會傳送一封確認電子郵件給您。您可以隨時前往 https://aws.amazon.com/ 並選擇 我
的帳戶，以檢視您目前的帳戶活動並管理帳戶。

建立管理使用者
在您註冊 AWS 帳戶 之後，請建立管理使用者，讓您可以不使用根使用者處理日常作業。

保護您的 AWS 帳戶根使用者

1. 選擇 根使用者 並輸入您的 AWS 帳戶 電子郵件地址，以帳戶擁有者身分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在下一頁中，輸入您的密碼。

如需使用根使用者登入的說明，請參閱 AWS 登入 使用者指南中的以根使用者身分登入。
2. 若要在您的根使用者帳戶上啟用多重要素驗證 (MFA)。

如需指示，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為 AWS 帳戶 根使用者啟用虛擬 MFA 裝置 (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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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使用者

• 對於您的日常管理工作，請將管理存取權授予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中的管理使用者。

如需說明，請參閱《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使用者指南》中的入
門。

以管理員的身分登入

• 若要使用您的 IAM 身分中心使用者登入，請使用建立 IAM 身分中心使用者時傳送至您電子郵件地址的
登入 URL。

如需有關如何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 使用者登入的說明，請參閱《AWS 登入 使用者指南》中的登入 
AWS 存取入口網站。

授予程式設計存取權
若使用者想要與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之外的 AWS 互動，則需要程式設計存取權。授予程式設計存
取權的方式取決於存取 AWS 的使用者類型。

若要授予使用者程式設計存取權，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哪個使用者需要程式設計存取
權？

若要 By

人力身分

(IAM Identity Center 中管理的使
用者)

使用臨時憑證簽署對 AWS 
CLI、AWS SDK 或 AWS API 的
程式請求。

請依照您要使用的介面所提供的
指示操作。

• 關於 AWS CLI，請參閱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使用
者指南中的設定 AWS CLI 來
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 關於 AWS SDK、工具和 AWS 
API，請參閱AWS《SDK 和工
具參考指南》中的 IAM Identity 
Center 驗證。

IAM 使用臨時憑證簽署對 AWS 
CLI、AWS SDK 或 AWS API 的
程式請求。

請遵循《IAM 使用者指南》中使
用臨時憑證搭配 AWS 資源中的指
示。

IAM (不建議使用)
使用長期憑證簽署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程式設計要求 (直接
或使用 AWS SDK)。

請依照您要使用的介面所提供的
指示操作。

• 如需相關資訊AWS CLI，
請參閱《使用者指南》中
的使用 IAM 使用者登入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資料進
行驗證。

• 關於AWS SDK 和工具，請參
閱AWS《SDK 和工具參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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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使用者需要程式設計存取
權？

若要 By

南》中的使用長期憑證進行驗
證。

• 對於 AWS API，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管理 IAM 使
用者的存取金鑰。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特定先決條件
在您可以開始使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Storage Service 之前，必須完成以下先決條件：

• 啟用 Cost Explorer

AWS Cost Explorer為您的AWS帳戶啟用。使用 Cost Explorer 設定 Cost Explorer 最多可能需要 24 小
時。您必須先完成 Cost Explorer 設定，「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才能產生每日和每月報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中的〈啟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用 Cost Explorer 〉。
• 建立 S3 儲存貯體

建立至少兩個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儲存貯體。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使用一個 
S3 儲存貯體提供報告給您。您可以使用其他 S3 儲存貯體將使用情況資料上傳至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一般而言，您只需要一個 S3 儲存貯體即可上傳使用情況資料。但是，您可能希望擁有多個 S3 儲存貯體，
以便在安全性需要時，可以在具有不同許可的個別 S3 儲存貯體中保留不同服務的用量。您必須將應用程
式成本分析工具授與這些 S3 儲存貯體的權限。

如需設定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以適用於應用程式成本
檔案器 (p. 4)。

• 啟用標籤

若要依標籤而非資源報告使用情況，您必須在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主控台中啟用這些標籤。

如需有關啟動AWS已產生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使用指南中的啟用
AWS產生的成本配置標籤。如需啟用者定義的成本分配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使用者指南》。

後續步驟
完成這些先決條件之後，您可以：

• 設定報告，並將使用情況資料傳送至「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報告報
告 (p. 9)。

• 取得並分析您產生的報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 Application Storage Profiler 報告 (p. 13)。

設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以適用於應用程式成本檔
案器

若要將使用情況數據發送到並接收來自AWS應用程式成本檔案器，您必須至少在您的AWS 帳戶儲存貯體以
及一個 S3 儲存貯體以接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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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對於AWS Organizations，則 Amazon S3 存儲桶可以位於管理賬户中，也可以位於單個成員帳户
中。管理帳户擁有的 S3 存儲桶中的數據可用於為整個組織生成報告。在單個成員帳户中，S3 存儲
桶中的數據只能用於生成該成員帳户的報告。

您創建的 S3 存儲桶由AWS 帳戶您在中創建它們。S3 存儲桶按標準 Amazon S3 費率計費。如需如何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的詳細資訊，請參建立儲存貯體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若要使應用程式成本檔案器使用 S3 儲存貯體，您必須將政策連接到儲存貯體以授予應用程式成本檔案器讀
取和/或寫入儲存貯體的權限。如果您在設置報告後修改策略，則可能會阻止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讀取您的使
用情況數據或提供報告。

以下主題演示瞭如何在您創建 Amazon S3 存儲桶後對其設置權限。除了讀取和寫入對象的能力之外，如果
您對存儲桶進行了加密，則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還必須有權訪問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 
密鑰。

主題
•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報告交付 S3 存儲桶的權限 (p. 5)
•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使用數據 S3 存儲桶 (p. 6)
• 為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提供對 SSE-KMS 加密 S3 存儲桶的訪問權限 (p. 7)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報告交付 S3 存儲桶
的權限
您為應用程序成本概要分析器配置為將報告傳送到的 S3 存儲桶必須附加一個允許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創建
報表對象的策略。此外，必須將 S3 存儲桶配置為啟用加密。

Note

當您建立儲存貯體時，您必須選擇加密。您可以選擇使用 Amazon S3 託管金鑰 (SSE-S3) 或使用由
AWS KMS（小時公裏）。如果您已經創建了沒有加密的存儲桶，則必須編輯您的存儲桶以添加加
密。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報告交付 S3 存儲桶的權限

1. 前往Amazon S3 主控台並登入。
2. 選擇儲存貯體，然後在清單上選擇儲存貯體。
3. 選擇Permissions (許可)選項卡，然後在儲存貯體政策，選擇Edit (編輯)。
4. 在 中政策部分中，插入下列政策。Replace<bucket_name>取代為儲存貯體的名稱，<AWS ##>取代為

您的AWS 帳戶。

{ 
      "Version":"2008-10-17", 
      "Statement":[ 
        { 
          "Effect":"Allow", 
          "Principal":{ 
            "Service":"application-cost-profiler.amazonaws.com" 
          }, 
          "Action":[ 
            "s3:PutObject*", 
            "s3:GetEncryptionConfiguration" 
          ], 
          "Resource": [ 
            "arn:aws:s3:::<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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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ws:s3:::<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AWS ##>" 
            }, 
            "Arn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application-cost-profiler:us-east-1:<AWS ##>:*" 
            } 
          } 
        } 
      ] 
    }

在此策略中，您將提供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服務主體 (application-cost-
profiler.amazonaws.com) 訪問以將報告交付到指定儲存貯體。它代表您提出要求，並在AWS 帳戶
和特定於您的報告傳遞存儲桶的 ARN。為確保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僅在代表您執行操作時訪問您的存儲
桶，Condition檢查這些標題。

5. 選擇儲存變更以保存您的策略，並附加到您的存儲桶。

如果您使用 SSE-S3 加密創建了存儲桶，則完成了。如果您使用 SSE-KMS 加密，則必須執行以下步驟
才能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存儲桶的權限。

6. (選用) 選擇屬性選項卡，在預設加密下，選擇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AWS KMS金鑰。此操作
將顯示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控制台並顯示您的密鑰。

7. （可選）添加策略以授予應用程序成本概要分析器訪問AWS KMS金鑰。如需添加此政策的説明，請
參為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提供對 SSE-KMS 加密 S3 存儲桶的訪問權限 (p. 7)。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使用數據 S3 存儲桶
您為應用程序成本概覽器配置為從中讀取使用數據的 S3 存儲桶必須附加一個策略，以允許應用程序成本分
析器讀取使用情況數據對象。

Note

通過授予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訪問您的使用數據的訪問權限，即表示您同意我們可以將此類使用數
據對象臨時複製到美國東部（弗吉尼亞北部）AWS 區域同時處理報告. 這些資料對象將保存在美國
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直至月度報告生成完成。

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您的使用數據 S3 存儲桶的權限

1. 前往Amazon S3 主控台並登入。
2. 選擇儲存貯體，然後在清單上選擇儲存貯體。
3. 選擇Permissions (許可)選項卡，然後在儲存貯體政策，選擇Edit (編輯)。
4. 在 中政策部分中，插入下列政策。Replace<bucket-name>取代為儲存貯體的名稱，<AWS ##>取代為

您的AWS 帳戶。

{ 
      "Version":"2008-10-17", 
      "Statement":[ 
        { 
          "Effect":"Allow", 
          "Principal":{ 
            "Service":"application-cost-profiler.amazonaws.com" 
          }, 
          "Action":[ 
            "s3:GetObject*"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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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 加密 S3 存儲桶的訪問權限

            "arn:aws:s3:::<bucket-name>", 
            "arn:aws:s3:::<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AWS ##>" 
            }, 
            "Arn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application-cost-profiler:us-east-1:<AWS ##>:*" 
            } 
          } 
        } 
      ] 
    }

在此策略中，您將提供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服務主體 (application-cost-
profiler.amazonaws.com) 訪問以取得指定儲存貯體的資料。它代表您提出要求，並在AWS 帳戶
和特定於您的使用存儲桶的 ARN。為確保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僅在代表您執行操作時訪問您的存儲
桶，Condition檢查這些標題。

5. 選擇儲存變更以保存您的策略，並附加到您的存儲桶。

如果您的存儲桶已使用AWS KMS託管密鑰，則必須按照下一節中的步驟授予應用程序成本檔案器對存儲桶
的訪問權限。

為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提供對 SSE-KMS 加密 S3 存儲
桶的訪問權限
如果為應用程序成本概要分析器配置的 S3 存儲桶（報表存儲桶必需）使用存儲在AWS KMS(SSE-KMS)，
您還必須向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授予解密它們的權限。您可以通過授予訪問AWS KMS金鑰用來加密資料。

Note

如果您的存儲桶已使用 Amazon S3 託管密鑰加密，則無需完成此過程。

要授予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訪問AWS KMS適用於 SSE-KMS 加密的 S3 儲存貯體

1. 前往AWS KMS安慰並登入。
2. 選擇客戶受管金鑰，然後在清單上選擇用來加密儲存貯體的金鑰。
3. 選擇切換至政策檢視，然後選擇Edit (編輯)。
4. 在 中政策部分中，插入下列政策陳述。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application-cost-profiler.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AWS ##>" 
            }, 
            "Arn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application-cost-profiler:us-east-1:<AW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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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選擇儲存變更以保存您的策略，並附加到您的密鑰。
6. 對於加密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需要訪問的 S3 存儲桶的每個密鑰，重複此操作。

Note

導入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託管存儲桶（加密）時，數據會從 S3 存儲桶中複製出來。如果您撤消對
密鑰的訪問權限，則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無法從存儲桶中檢索任何新數據元。但是，所有已導入的
數據仍可用於生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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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報告 Profiler 報告

建立報告報告
在符合先決條件之後，您就可以設定您的報告，AWS 帳戶並將使用資料傳送至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
具。本節說明如何設定報告，以及如何將使用情況資料傳送至「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設定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報告 Profiler 報告
下列程序顯示如何設定您要根據使用日期產生的報告。您可以配置詳細資料，例如產生報告的頻率。

Note

如果您AWS 帳戶是AWS組織的一部分，則可以使用管理帳戶或個別成員帳戶來設定報告。針對個
別帳戶設定的報告僅包含該帳戶的資料。使用管理帳戶設定的報告可以包含整個組織的資料。
用於報告輸出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必須屬於建立報告組態的帳戶。

設定您的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報表

1.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登入「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主控台。
2. 選擇立即開始設定或修改報告。
3. 輸入報表的「報表名稱」與「報表摘要」。
4. 在輸入 S3 儲存貯體名稱欄位中輸入 S3 儲存貯體的名稱，然後在輸入 S3 前置詞欄位中輸入 S3 前綴。

如需建立 S3 儲存貯體和授與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Amazon S3 儲存
貯體以適用於應用程式成本檔案器 (p. 4)。

5. 選取您希望報告具有的選項：

• 時間頻率 — 選擇報告是以「每日」或「每月」節奏產生，還是按兩者產生。
• 報告輸出格式 — 選擇要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建立的檔案類型。如果您選擇「CSV」，「應用程

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會為報表建立以 gzip 壓縮的逗號分隔值文字檔。如果您選擇「實木地板」，則
會為報告產生「實木地板」檔案。

6. 選擇 [設定] 以儲存您的報告組態。

Note

您也可以使用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來設定報表。

選擇立即開始檢視目前的報告組態，以驗證報告設定。
Note

您只能設定單一報告。返回配置頁面將編輯您現有的報告。

設定報表之後，即會啟用資料擷取。您可以將服務與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整合，以提供資源的使用情況資
料。

從您的服務報告租戶使用情況資料
設定報告之後，您就可以從帳戶中的資源或服務傳送租用戶使用情況資料。當您的資源用於特定承租人時，
您必須通知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例如，如果您的服務接受來自不同承租人的 API 呼叫，您會在開始和結
束該租用戶的 API 呼叫時，記錄每個租用戶的開始和結束時間。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會使用該資料來產生
有關服務成本的報告，依照每個租用戶的工作所花費的時間。

若要提供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er 的使用量資料，請執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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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準備資源使用情況資料

• 準備資源使用情況資料 — 建立表格，以說明何時將資源用於特定承租人。
• 上傳使用情況資料 — 將表上傳到您已授予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存取權限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 匯入使用情況資料 — 呼叫ImportApplicationUsage API 作業，讓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知道資

料已準備好可供處理。

以下章節將更詳細地說明這些步驟的詳細說明這些步驟。

主題
• 步驟 1：準備資源使用情況資料 (p. 10)
• 步驟 2：上傳資源使用量 (p. 11)
• 步驟 3：將使用情況資料匯入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p. 12)

步驟 1：準備資源使用情況資料
當您的服務中使用資源時，您可以追蹤哪個租用戶正在使用該資源。將此資料記錄到表格中，您可以稍後上
傳以供「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匯入。表格中的每個資料列都說明資源、使用該資源的承租人，以及
該使用狀況的開始和結束時間。資源的範例是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執行個體正在
使用的一個資源範例。

此步驟要求您將程式碼整合到服務中，才能輸出有關使用情況的正確資訊。

下表列出了資源使用率表中的欄位，列在下表中。

欄位 描述

ApplicationId 識別系統中正在使用的應用程式或產品。定義承租
人中繼資料的範圍。

TenantId 您系統中使用指定資源之承租人的識別碼。「應
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會在中彙總至此層
級ApplicationId。

TenantDesc (選擇性) 有關租用戶的其他資料，以供您自己的其
他報告使用。

UsageAccountId 資源執行所在的帳號 (對組織中的帳號很重要)。

StartTime 來自 Epoch 的時間戳記（以毫秒和微秒為單位），
以 UTC 為單位。指出指定承租人之使用期間的開始
時間。

EndTime 來自 Epoch 的時間戳記（以毫秒和微秒為單位），
以 UTC 為單位。指出指定承租人之使用期間的結束
時間。

ResourceId 正在使用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名稱 (選擇性) 作為指定的替代方法 ResourceId，您可以
指定一組資源的屬性成本的名稱資源標籤 (欄位必
須包含您要用於「名稱」標籤的值)。資源標籤會啟
用，作為成本和用量報告的一部分開啟。如需有關
資源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成本與使用量報告使
用者指南中的資源標籤詳細資料。

輸出資料必須位於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中，如下列範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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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Id,TenantId,TenantDesc,UsageAccountId,StartTime,EndTime,ResourceId
MyApp,Tenant1,,123456789012,1613681437032.9001,1613681437041.5312,arn:aws:ec2:us-
east-1:123456789012:instance/1234-abcd-example-1234
MyApp,Tenant2,,123456789012,1613681245531.4426,1613681245551.1323,arn:aws:ec2:us-
east-1:123456789012:instance/1234-abcd-example-1234
MyApp,Tenant1,,123456789012,1613681904815.3381,1613681904930.0972,arn:aws:ec2:us-
east-1:123456789012:instance/1234-abcd-example-1234
MyApp,Tenant2,,123456789012,1613681904765.1956,1613681904946.574,arn:aws:ec2:us-
east-1:123456789012:instance/1234-abcd-example-1234

將資料儲存為檔案，副檔名為 .csv (如果使用 gzip 壓縮，則為 .csv.gzip)。當您將此資料上傳至應用程式成本
效能分析工具時，每次都會指派給相關承租人。在此範例中，報告包含該租用戶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成
本的時段。僅適用於 Amazon EC2 執行個體，與特定租用戶無關聯的磁碟片段會新增至未歸屬的租用戶。重
疊的時間片段會計算多次。您有責任確保使用情況表中的資料準確無誤。

Note

您的檔案必須表示一小時的時間。如果資源使用了多個小時，請在小時結束使用量，並在下一個檔
案中同時啟動新記錄。
您必須提交包含整個小時資料的單一檔案。如果針對同一小時的資料提交多個檔案，「應用程式成
本分析工具」只會考慮最新檔案中的資料。

例如，下表顯示「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如何根據提供的時間片段，計算一小時內 (3,600,000 毫秒) 
三個租用戶的使用量。

租客 提供的時間片段 計算每小時成本的百分比

租戶 1 二十萬毫秒 33.34%

租戶 2 60 萬毫秒 16.66%

<unattributed>   50.00%

在此範例中，承租人 1 被指派為小時的三分之一，而承租人 2 被指派為小時的六分之一。剩餘的半小時
（1,800,000 毫秒）不歸因於任何一個客戶，這是小時的 50％。

目前，已針對「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啟用下列資源：

• Amazon EC2 執行個體 (僅限隨需和競價型執行個體)
• Lambda 函數 (如果您要傳送 Lambda 函數的資料，則必須將不合格的資源 ARN 傳送為ResourceId。)
• Amazon E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執行個體
•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佇列
•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題
• Amazon DynamoDB 讀寫

Note

Amazon SQS、Amazon SNS 和 DynamoDB 的用量不會按時間收費，這與大多數資源不同。在這
種情況下，一小時內的使用量 (例如，DynamoDB 中的一些讀取和寫入) 會依您配置給不同租用戶的
小時百分比分類，而不論讀取或寫入何時在該小時內發生。

步驟 2：上傳資源使用量
取得租用戶的使用檔案後，請將您的資料檔案上傳到 Amazon S3，並確定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具有存取該
檔案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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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將使用情況資料匯入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如需進一步了解如何建立 S3 儲存貯體，請參閱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特定先決條件 (p. 4)。

您必須確定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可存取 S3 儲存貯體。每個 S3 儲存貯體只需要執行一次 (您可以重複
使用同一個儲存貯體來上傳多個使用情況檔案)。如需有關授予值區存取權的資訊，請參閱授予應用程序成
本分析器訪問您的使用數據 S3 存儲桶 (p. 6)。如果儲存貯體已加密，請參閱為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提供對 
SSE-KMS 加密 S3 存儲桶的訪問權限 (p. 7)。

Note

您不需要加密用於使用情況資料的 S3 儲存貯體。

將您的資料以檔案形式上傳到 S3 儲存貯體，副檔名為 .csv (如果使用 gzip 壓縮，則為 .csv.gzip)，每小時一
次。上傳新檔案之後，您必須通知「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您已上傳檔案，以便將檔案匯入報表中。

Note

讓「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存取您的使用資料，即表示您同意我們可以在處理報告時，暫時將此
類使用情況資料物件複製到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AWS 區域。這些資料物件將一直保留在 US 
East (Virginia) 區域，直到報告產出完成為止。

步驟 3：將使用情況資料匯入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將使用情況資料上傳到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可存取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之後，請通知應用程
式成本分析工具該資料存在，並將其匯入最終報告。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中
的ImportApplicationUsage作業來執行此操作。

如需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包括ImportApplicationUsage作業) 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參考資料。

下列範例顯示如何呼叫ImportApplicationUsage。將########取代為 S3 儲存貯體和上傳物件的值。

POST /ImportApplicationUsage HTTP/1.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sourceS3Location" : { 
        "bucket": "<bucket-name>", 
        "key": "<object-key>", 
        "region": "<region-id>" 
    }
}

Note

只有當儲存貯體位於預設為停用狀態時，才需要AWS 區域使用此region參數。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AWS 區域中的管理AWS 一般參考。

「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會使用您匯入的資料，依據您在設定報表 (p. 9)時要求的頻率，產生新的
報表ImportApplicationUsage。

在您設定報表並將使用情況資料自動匯入「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之後，您就可以檢視產生的報表。如需
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pplication Storage Profiler 報告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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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報告中的可用數據

使用 Application Storage Profiler 報告
將使用數據與AWS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並且每小時發送數據，應用程序成本概覽器會自動生成您的報告。

根據您選擇的選項，每天或每月生成報告配置您的報告 (p. 9)。報告將傳遞到您配置報告時選擇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儲存儲體。

月初第一天生成的每日報告包含上個月的數據。

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報告中的可用數據
使用量報告中創建的列如下表所示。

資料欄名稱 描述

PayerAccountId 組織中的管理帳户 ID，如果帳户不是AWS 
Organizations。

UsageAccountId 具有用量的帳户 ID。

LineItemType 記錄類型。一律為 Usage。

使用時間 時間戳（以毫秒為單位），以 UTC 為單位。指示指
定租户使用時段的開始時間。

使用結束時間 時間戳（以毫秒為單位），以 UTC 為單位。指示指
定租户使用時段的結束時間。

應用程序標識符 所以此ApplicationId在發送到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的
使用情況數據中指定的。

傾向識別人 所以此特南迪在發送到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的使用
情況數據中指定的。使用數據中沒有記錄的數據將
在unattributed。

租户説明 所以此TenantDesc在發送到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
的使用情況數據中指定的。

ProductCode 所以此AWS正在計費的產品（例如，AmazonEC2。

UsageType 要計費的使用類型（例如BoxUsage:c5.large。

操作 正在計費的操作（例如RunInstances。

ResourceId 要計費資源的資源 ID 或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比例因子 例如，如果資源超額分配了一小時（例如，報告的
使用數據等於 2 小時而不是 1 小時，則應用比例因
子來使總數等於實際開單金額（在本例中為 0.5）。
此列報告該小時用於特定資源的比例因子。比例因
子始終大於零 (0) 且小於或等於 1。

租户歸屬百分比 歸因於指定租户的使用率百分比（介於零 (0) 和 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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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報告中的可用數據

資料欄名稱 描述

UsageAmount 歸因於指定租户的使用量。

CurrencyCode 匯率和成本所使用的貨幣（例如USD。

速率 每單位使用的賬單費率。

租户成本 指定租户的該資源的總成本。

區域 所以此AWS資源的區域。

名稱 如果您在「成本和使用情況」報告中或通過資源使
用情況數據為資源創建了資源標籤，則名稱標籤顯
示在此。如需資源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閲資源標
籤詳細資訊中的成本和用量報告用户指南。

以下為兩個小時的資源輸出報告範例。

PayerAccountId,UsageAccountId,LineItemType,UsageStartTime,UsageEndTime,ApplicationIdentifier,TenantIdentifier,TenantDescription,ProductCode,UsageType,Operation,ResourceId,ScaleFactor,TenantAttributionPercent,UsageAmount,CurrencyCode,Rate,TenantCost,Region,Name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0:00:00.000Z,2021-02-01T00:30:00.000Z,Canary,unattributed,,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1,0.5,0.5,USD,0.085,0.0425,us-
east-1,test-tag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0:30:00.000Z,2021-02-01T01:00:00.000Z,Canary,Tenant1,exampleTenantDescription1,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1,0.5,0.5,USD,0.085,0.0425,us-
east-1,test-tag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1:00:00.000Z,2021-02-01T02:00:00.000Z,Canary,Tenant4,exampleTenantDescription4,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0.25,1,0.25,USD,0.085,0.02125,us-
east-1,test-tag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1:00:00.000Z,2021-02-01T02:00:00.000Z,Canary,Tenant3,exampleTenantDescription3,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0.25,1,0.25,USD,0.085,0.02125,us-
east-1,test-tag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1:00:00.000Z,2021-02-01T02:00:00.000Z,Canary,Tenant2,exampleTenantDescription2,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0.25,1,0.25,USD,0.085,0.02125,us-
east-1,test-tag
123456789012,123456789012,Usage,2021-02-01T01:00:00.000Z,2021-02-01T02:00:00.000Z,Canary,Tenant1,exampleTenantDescription1,AmazonEC2,BoxUsage:c5.large,RunInstances,i-0123abcd456efab12,0.25,1,0.25,USD,0.085,0.02125,us-
east-1,test-tag

在此範例中，第一個小時被分配給Tenant1一半的時間。半小時仍然作為unattributed。在第二個小時
內，四個租户都被分配了整個小時。在這種情況下，比例因子將它們全部縮小 0.25，並且它們都被分配為小
時的四分之一。您可以看到最終成本在TenantCost列。

14

https://docs.aws.amazon.com/cur/latest/userguide/resource-tags-colum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ur/latest/userguide/resource-tags-columns.html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使用者指南
服務配額

AWSApplication Profiler 配額和終端
對於每個 AWS 服務，您的 AWS 帳戶有預設配額，先前稱為限制。除非另有説明，否則每個配額都是AWS
區域特定規定。您可以要求提高某些配額，而其他配額無法提高。

下表列出每個帳户的服務配額和AWS應用程序成本分析器的區域終端節點。

服務配額
資源 預設值 描述

發生
率PutReportDefinition要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PutReportDefinition每個帳
户每秒的請求。

發生
率UpdateReportDefinition要
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UpdateReportDefinition每
個帳户每秒的請求。

發生
率GetReportDefinition要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GetReportDefinition每個帳
户每秒的請求。

發生
率DeleteReportDefinition要
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DeleteReportDefinition每
個帳户每秒的請求。

發生
率ListReportDefinitions要
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ListReportDefinitions每個
帳户每秒的請求。

發生
率ImportApplicationUsage要
求

5 The maximum number of
ImportApplicationUsage每
個帳户每秒的請求。

使用數據文件的最大大小 10 MB 每小時使用量數據文件的最大大
小。

服務端點
Application Profiler 是全球服務。必須對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端點進行所有 API 調用。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us-east-1.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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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

中的安全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Profiler

雲端安全是 AWS 最重視的一環。身為 AWS 客戶的您，將能從資料中心和網路架構的建置中獲益，以滿足
組織最為敏感的安全要求。

安全是 AWS 與您共同肩負的責任。共同責任模型將其描述為雲端的安全性和雲端中的安全性：

• 雲端本身的安全：AWS 負責保護在 AWS Cloud 中執行 AWS 服務的基礎設施。AWS 也提供您可安全使
用的服務。第三方稽核人員會定期測試和驗證我們安全性的有效性，作為 AWS 合規計劃的一部分。若要
了解適用於 Application Profiler 的合規計劃，請參閲合規計劃的 AWS 服務範圍。

• 雲端內部的安全 – 您的責任取決於所使用的 AWS 服務。您也必須對其他因素負責，包括資料的機密性、
您公司的要求和適用法律和法規

本文件有助於您了解如何在使用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Profiler。它會示範如何設定 Application 
Profiler 以符合您的安全性和合規目標。您也會了解如何使用其他AWS服務，協助您監控並保護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Profiler 資源。

內容
•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中的資料保護 (p. 16)
• ApAWS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 Identity Cost Profiler (p. 17)
•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的合規性驗證 (p. 26)
• 中的恢復能力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Profiler (p. 27)
• 中的基礎設施安全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Spplication Profiler (p. 27)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中的資料保護
AWS共同責任模型適用於「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中的資料保護。如此模型所述，AWS 負責保護執
行所有 AWS 雲端 的全球基礎設施。您必須負責維護在此基礎設施上託管之內容的控制權。此內容包括您
所使用 AWS 服務 的安全組態和管理任務。如需有關資料隱私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隱私權常見問答
集。如需有關歐洲資料保護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安全性部落格上的 AWS 共同的責任模型和 GDPR 部
落格文章。

基於資料保護目的，建議您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或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保護 AWS 帳戶 憑證，並設定個別使用者。如此一來，每個使用者
都只會獲得授予完成其任務所必須的許可。我們也建議您採用下列方式保護資料：

• 每個帳戶都使用多重要素驗證 (MFA)。
• 使用 SSL/TLS 與 AWS 資源通訊。我們需要 TLS 1.2 並建議使用 TLS 1.3。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設定 API 和使用者活動記錄。
• 使用 AWS 加密解決方案，以及 AWS 服務 內的所有預設安全控制項。
• 使用進階的受管安全服務 (例如 Amazon Macie)，協助探索和保護儲存在 Amazon S3 的敏感資料。
• 如果您在透過命令列介面或 API 存取 AWS 時，需要 FIPS 140-2 驗證的加密模組，請使用 FIPS 端點。如

需有關 FIPS 和 FIPS 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140-2 概觀。

16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shared-responsibility-model/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programs/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services-in-scope/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shared-responsibility-model/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data-privacy-faq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data-privacy-faq
http://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the-aws-shared-responsibility-model-and-gdpr/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fips/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使用者指南
靜態加密

我們強烈建議您絕對不要將客戶的電子郵件地址等機密或敏感資訊，放在標籤或自由格式的文字欄位中，
例如 Name (名稱) 欄位。這包括透過主控台、API、或AWS開發套件來AWS 服務使用 Application Fin 或其
他。AWS CLI您在標籤或自由格式文字欄位中輸入的任何資料都可能用於計費或診斷日誌。如果您提供外部
伺服器的 URL，我們強烈建議請勿在驗證您對該伺服器請求的 URL 中包含憑證資訊。

靜態加密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一律會加密儲存在靜態服務中的所有資料，而不需要任何其他設定。當您使
用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時，此加密會自動進行。

對於您提供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您必須加密報表儲存貯體，並可以加密使用情況資料儲存貯體，並提
供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存取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以適用於應用程式成
本檔案器 (p. 4)。

傳輸中加密
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使用傳輸層安全性 (TLS) 和用戶端加密來進行傳輸中的加密。與應用程式成
本分析工具的通訊一律會透過 HTTPS 完成，因此您的資料在傳輸過程中一律會加密。當您使用「應用程式
成本效能分析工具」時，預設會設定此加密。

ApAWS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 Identity Cost 
Profiler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種 AWS 服務，讓管理員能夠安全地控制對 AWS 資源
的存取權限。IAM Cost Profiler 資源可以控制誰能完成身分驗證 (已登入) 和獲得授權 (具有許可) 而得以使
用。IAM 是一種您可以免費使用的 AWS 服務。

主題
• 對象 (p. 17)
• 使用身分來驗證 (p. 18)
• 使用政策管理存取權 (p. 19)
•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如何與 IAM 搭配使用 (p. 20)
• 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範例 (p. 22)
• 疑難排解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器身分識別 (p. 25)

對象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的使用方式會不同，取決於您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所
執行的工作。

Ser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服務執行任務，您的管理員會為您提供您需要的憑證和許可。隨著您為了執行作業
而使用的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功能數量 Cost Profiler 功能數量 Cost Profiler 功能數量，了解存取權限的
管理方式可協助您向管理員請求正確的許可。如果您無法存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的功能，請參閱疑
難排解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器身分識別 (p. 25)。

服務管理員 — 若您在公司負責管理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您應該具備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
完整存取權限。您的任務是判斷服務使用者應存取的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功能及資源。您接著必須將請
求提交給您的 IAM 管理員，來變更您服務使用者的許可。檢閱此頁面上的資訊，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若
要進一步了解貴公司可搭配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使用 IAM 的方式，請參閱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
如何與 IAM 搭配使用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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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身分來驗證

IAM 管理員 — 如果您是 IAM Cost Profiler 的詳細資訊，建議您掌握如何撰寫政策以管理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若要檢視您可以在 IAM 中使用的範例 Cost Profiler 身分 Cost Profiler 身分 
Cost Profiler 身分 Cost Profiler 身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範例 (p. 22)分

使用身分來驗證
身分驗證是使用身分登入資料登入 AWS 的方式。您必須以 AWS 帳戶根使用者、IAM 使用者身分，或擔任 
IAM 角色進行 驗證 (登入至 AWS)。

您可以使用透過身分來源提供的憑證，以聯合身分登入 AWS。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IAM Identity Center) 使用者、貴公司的單一登入身分驗證和您的 Google 或 Facebook 憑
證都是聯合身分的範例。當您以聯合身分登入時，您的管理員先前已設定使用 IAM 角色的聯合身分。當您 
AWS 藉由使用聯合進行存取時，您會間接擔任角色。

根據您的使用者類型，您可以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 或 AWS 存取入口網站。如需有關登入至 
AW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登入 使用者指南》中的如何登入您的 AWS 帳戶。

如果您 AWS 以程式設計的方式存取，AWS 提供軟體開發套件 (SDK) 和命令行介面 (CLI)，以便使用您的憑
證加密簽署您的請求。如果您不使用 AWS 工具，您必須自行簽署請求。如需使用建議的方式自行簽署請求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一般參考.

無論您使用何種身分驗證方法，您可能都需要提供額外的安全性資訊。例如，AWS 建議您使用多重要素驗
證 (MFA) 來提高帳戶的安全。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使用者指南》中的多重要素驗證和《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在 AWS 中使用多重要素驗證 (MFA)。

AWS 帳戶 根使用者
如果是建立 AWS 帳戶，您會先有一個登入身分，可以完整存取帳戶中所有 AWS 服務 與資源。此身分稱為 
AWS 帳戶 根使用者，使用建立帳戶時所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即可登入並存取。強烈建議您不要以根
使用者處理日常作業。保護您的根使用者憑證，並將其用來執行只能由根使用者執行的任務。如需這些任務
的完整清單，了解需以根使用者登入的任務，請參閱《AWS Account Management 參考指南》中的需要根使
用者憑證的任務。

IAM 使用者和群組
IAM 使用者是您 AWS 帳戶 中的一種身分，具備單一人員或應用程式的特定許可。建議您盡可能依賴暫時性
憑證，而不是擁有建立長期憑證 (例如密碼和存取金鑰) 的 IAM 使用者。但是如果特定使用案例需要擁有長期
憑證的 IAM 使用者，建議您輪換存取金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為需要長期憑證的
使用案例定期輪換存取金鑰。

IAM 群組是一種指定 IAM 使用者集合的身分。您無法以群組身分登入。您可以使用群組來一次為多名使用者
指定許可。群組可讓管理大量使用者許可的過程變得更為容易。例如，您可以擁有一個名為 IAMAdmins 的
群組，並給予該群組管理 IAM 資源的許可。

使用者與角色不同。使用者只會與單一人員或應用程式建立關聯，但角色的目的是在由任何需要它的人員取
得。使用者擁有永久的長期憑證，但角色僅提供臨時憑證。若要進一步了解，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
的建立 IAM 使用者 (而非角色) 的時機。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您 AWS 帳戶 中的一種身分，具備特定許可。它類似 IAM 使用者，但不與特定的人員相關聯。
您可以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透過切換角色來暫時取得 IAM 角色。您可以透過呼叫 AWS CLI 或 
AWS API 操作，或是使用自訂 URL 來取得角色。如需使用角色的方法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使用 IAM 角色。

使用臨時性憑證的 IAM 角色在下列情況中非常有用：

• 聯合身分使用者存取 – 若要向聯合身分指派許可，請建立角色，並為角色定義許可。當聯合身分進行身
分驗證時，該身分會與角色建立關聯，並獲授予由角色定義的許可。如需有關聯合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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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為第三方身分提供者建立角色。如果您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則需要設定許可
集。為控制身分驗證後可以存取的內容，IAM Identity Center 將許可集與 IAM 中的角色相關聯。如需有關
許可集的資訊，請參閱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使用者指南中的許
可集。

• 暫時 IAM 使用者許可：使用者可以擔任 IAM 角色或角色來暫時針對特定任務採用不同的許可。
• 跨帳戶存取：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允許不同帳戶中的某人 (信任的委託人) 存取您帳戶的資源。角色是授

予跨帳戶存取的主要方式。但是，針對某些 AWS 服務，您可以將政策直接連接到資源 (而非使用角色作為
代理)。若要了解跨帳戶存取角色和資源型政策間的差異，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角色與資
源類型政策的差異。

• 跨服務存取：有些 AWS 服務 會使用其他 AWS 服務 中的功能。例如，當您在服務中進行呼叫時，該服務
通常會在 Amazon EC2 中執行應用程式或將物件存放在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中。服務可能會使用呼叫委託人的許可、使用服務角色或使用服務連結角色來執行此作業。
• 委託人許可：當您使用 IAM 使用者或角色在 AWS 中執行動作時，您會被視為委託人。政策能將許可

授予委託人。當您使用某些服務時，您可能會執行一個動作，然後在不同的服務中觸發另一個動作。在
此情況下，您必須具有執行這兩個動作的許可。如要查看動作是否需要政策中的其他相依動作，請參閱
《服務授權參考》中的服AWS務的動作、資源和條件索引鍵。

• 服務角色 – 服務角色是服務擔任的 IAM 角色，可代表您執行動作。IAM 管理員可以從 IAM 內建立、修
改和刪除服務角色。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角色以委派許可給 AWS 服務 
服務。

• 服務連結角色：服務連結角色是一種連結到 AWS 服務 的服務角色類型。服務可以擔任代表您執行動作
的角色。服務連結角色會顯示在您的 AWS 帳戶 中，並由該服務所擁有。IAM 管理員可以檢視，但不能
編輯服務連結角色的許可。

• 在 Amazon EC2 上執行的應用程式：針對在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並提出 AWS CLI 和 AWS API 請求的應
用程式，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來管理臨時性憑證。這是在 EC2 執行個體內存放存取金鑰的較好方式。若
要指派 AWS 角色給 EC2 執行個體並提供其所有應用程式使用，您可以建立連接到執行個體的執行個體設
定檔。執行個體設定檔包含該角色，並且可讓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程式取得臨時性憑證。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利用 IAM 角色來授予許可給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
式。

若要了解是否要使用 IAM 角色或 IAM 使用者，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 IAM 角色 (而非使用者) 
的時機。

使用政策管理存取權
您可以透過建立政策並將其連接到 AWS 身分或資源，在 AWS 中控制存取。政策是 AWS 中的一個物件，當
其和身分或資源建立關聯時，便可定義其許可。AWS 會在主體 (使用者、根使用者或角色工作階段) 發出請
求時評估這些政策。政策中的許可，決定是否允許或拒絕請求。大部分政策以 JSON 文件形式存放在 AWS 
中。如需 JSON 政策文件結構和內容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JSON 政策概觀。

管理員可以使用 AWS JSON 政策來指定誰可以存取哪些內容。也就是說，哪個主體在什麼条件下可以對什
麼資源執行哪些動作。

根據預設，使用者和角色沒有許可。若要授予使用者對其所需資源執行動作的許可，IAM 管理員可以建立 
IAM 政策。然後，管理員可以將 IAM 政策新增至角色，使用者便能擔任這些角色。

IAM 政策定義該動作的許可，無論您使用何種方法來執行操作。例如，假設您有一個允許 iam:GetRole 動
作的政策。具備該政策的使用者便可以從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取得角色資
訊。

身分型政策
身分型政策是可以附加到身分 (例如 IAM 使用者、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的 JSON 許可政策文件。這些政策可
控制身分在何種條件下能對哪些資源執行哪些動作。若要了解如何建立身分類型政策，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建立 IAM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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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型政策可進一步分類成內嵌政策或受管政策。內嵌政策會直接內嵌到單一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受管
政策則是獨立的政策，您可以將這些政策連接到 AWS 帳戶 中的多個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受管政策包含 
AWS 受管政策和由客戶管理之政策。若要了解如何在受管政策及內嵌政策間選擇，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在受管政策和內嵌政策間選擇。

資源型政策
資源型政策是連接到資源的 JSON 政策文件。資源型政策的最常見範例是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儲存貯體政策和 IAM 角色信任政策。在支援資源型政策的服務中，服務管理員可以使用它們來
控制對特定資源的存取權限。對於附加政策的資源，政策會定義指定的委託人可以對該資源執行的動作以及
在何種條件下執行的動作。您必須在資源型政策中指定委託人。委託人可以包括帳戶、使用者、角色、聯合
身分使用者或 AWS 服務。

資源型政策是位於該服務中的內嵌政策。您無法在資源型政策中使用來自 IAM 的 AWS 受管政策。

存取控制清單 (ACL)
存取控制清單 (ACL) 可控制哪些委託人 (帳戶成員、使用者或角色) 擁有存取某資源的許可。ACL 類似於資源
型政策，但它們不使用 JSON 政策文件格式。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AWS WAF 和 Amazon VPC 是支援 ACL 的服務範例。若
要進一步了解 ACL，請參閱《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存取控制清單 (ACL) 概
觀。

其他政策類型
AWS 支援其他較少見的政策類型。這些政策類型可設定較常見政策類型授予您的最大許可。

• 許可界限：許可界限是一種進階功能，可供您設定身分型政策能授予 IAM 實體 (IAM 使用者或角色) 的最
大許可。您可以為實體設定許可界限。所產生的許可會是實體的身分型政策和其許可界限的交集。會在
Principal 欄位中指定使用者或角色的資源型政策則不會受到許可界限限制。所有這類政策中的明確拒
絕都會覆寫該允許。如需許可邊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實體許可邊界。

• 服務控制政策 (SCP)：SCP 是 JSON 政策，可指定 AWS Organizations 中組織或組織單位 (OU) 的最大許
可。AWS Organizations 服務可用來分組和集中管理您企業所擁有的多個 AWS 帳戶。若您啟用組織中的
所有功能，您可以將服務控制政策 (SCP) 套用到任何或所有帳戶。SCP 會限制成員帳戶中實體的許可，包
括每個 AWS 帳戶根使用者。如需 Organizations 和 SCP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Organizations 使用
者指南》中的 SCP 運作方式。

• 工作階段政策：工作階段政策是一種進階政策，您可以在透過編寫程式的方式建立角色或聯合身分使用者
的暫時工作階段時，作為參數傳遞。所產生工作階段的許可會是使用者或角色的身分型政策和工作階段政
策的交集。許可也可以來自資源型政策。所有這類政策中的明確拒絕都會覆寫該允許。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工作階段政策。

多種政策類型
將多種政策類型套用到請求時，其結果形成的許可會更為複雜、更加難以理解。若要了解 AWS 在涉及多種
政策類型時如何判斷是否允許一項請求，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政策評估邏輯。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如何與 IAM 搭配使用
在您使用 IAM 管理對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存取權之前，您應該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以與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搭配使用。若要取得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和其他AWS服務如何使用 IAM 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IAM Cost Profiler 》中的使用 IAM 的AWS服務。

主題
•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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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 Cost Profiler 政策 (p. 22)
• 根據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標籤來授權 (p. 22)
•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IAM 角色 (p. 22)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
在 IAM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中，除了允許或拒絕動作之外，您還可以指定允許或拒絕的動作和資源。「應
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支援特定動作。若要了解您在 JSON 政策中使用的所有元素，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 JSON 政策元素參考。

動作

管理員可以使用 AWS JSON 政策來指定誰可以存取哪些內容。也就是說，哪個主體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對什
麼資源執行哪些動作。

JSON 政策的 Action 元素描述您可以用來允許或拒絕政策中存取的動作。政策動作的名稱通常會和相關聯
的 AWS API 操作相同。有一些例外狀況，例如沒有相符的 API 作業的僅限許可動作。也有一些作業需要政
策中的多個動作。這些額外的動作稱為相依動作。

政策會使用動作來授予執行相關聯操作的許可。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的政策動作會在動作之前使用下列字首：application-cost-profiler:。
例如，若要授予某人檢視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報表定義詳細資訊的許可，請在其政策中加
入application-cost-profiler:GetReportDefinition動作。政策陳述式必須包含 Action 或
NotAction 元素。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會定義自己的一組動作，描述您可以使用此服務執行的任務。

若要在單一陳述式中指定多個動作，請用逗號分隔，如下所示。

"Action":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 
      "application-cost-profiler:GetReportDefinition"

以下是「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中可用的動作。每個都允許相同名稱的 API 動作。如需應用程式成本
效能分析工具 API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參考。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 允許列出您AWS帳戶的報表定義 (如果
有的話)。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GetReportDefinition— 允許取得「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工具」
報表的報表定義詳細資訊。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PutReportDefinition— 允許建立新的報表定義。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UpdateReportDefinition— 允許更新報告定義。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DeleteReportDefinition— 允許刪除報告 (只能透過應用程式成

本效能分析工具 API 取得)。
• application-cost-profiler:ImportApplicationUsage— 允許請求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從指

定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匯入用量資料。

資源

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不支援在政策中指定資源 Amazon 資源名稱 (ARN)。

條件索引鍵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不提供任何服務專用條件 Cost Profiler，但支援使用一些全域條件 Cost Profiler。若
要查看 AWS 全域條件索引鍵，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AWS 全域條件內容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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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若要檢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範例，請參閱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
基礎的政策範例 (p. 22)。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 Cost Profiler 政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不支援以資源基礎的政策。

根據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標籤來授權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不支援根據標籤來標記資源或控制存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您 AWS 帳戶中具備特定許可的實體。

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使用臨時登入資料

您可以搭配聯合使用臨時憑證、擔任 IAM 角色，或是擔任跨帳戶角色。您取得暫時安全登入資料的方式是透
過呼叫AWS STS API 操作，例如AssumeRole或GetFederationToken。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支援使用暫時登入資料。

服務連結角色

服務連結角色可讓 AWS 服務存取其他服務中的資源，以代您完成動作。服務連結角色會顯示在您的 IAM 帳
戶中，並由該服務所擁有。 管理員可以檢視，但不能編輯服務連結角色的許可。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不支援服務連結角色。

服務角色

此功能可讓服務代表您擔任服務角色。此角色可讓服務存取其他服務中的資源，以代表您完成動作。服務角
色會出現在您的 IAM 帳戶中，且由該帳戶所擁有。這表示 管理員可以變更此角色的許可。不過，這樣可能會
破壞此服務的功能。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不支援服務角色。

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範例
根據預設，IAM Cost Profiler 資源不具備建立或修改 ApAWS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的許可。他們也無法
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或AWS API 執行工作。管理員
必須建立 IAM 政策，授予使用者和角色執行特定 API 操作所需的許可。管理員接著必須將這些政策連接至需
要這些許可的 IAM 使用者或群組。

若要了解如何使用這些範例 JSON 政策文件建立 IAM 身分型政策，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在 JSON 
標籤上建立政策。

主題
• 政策最佳實務 (p. 23)
• 使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主控台 (p. 23)
• 允許使用者檢視他們自己的許可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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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取一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p. 24)

政策最佳實務
身分型政策會判斷您帳戶中的某個人員是否可以建立、存取或刪除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這些動作
可能會讓您的 AWS 帳戶 產生費用。當您建立或編輯身分型政策時，請遵循下列準則及建議事項：

• 開始使用 AWS 受管政策並朝向最低權限許可的目標邁進 – 若要開始授予許可給使用者和工作負載，請使
用 AWS 受管政策，這些政策會授予許可給許多常用案例。它們可在您的 AWS 帳戶 中使用。我們建議您
定義特定於使用案例的 AWS 客戶管理政策，以便進一步減少許可。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 AWS 受管政策或任務職能的 AWS 受管政策。

• 套用最低權限許可 – 設定 IAM 政策的許可時，請僅授予執行任務所需的許可。為實現此目的，您可以定義
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對特定資源採取的動作，這也稱為最低權限許可。如需使用 IAM 套用許可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中的政策和許可。

• 使用 IAM 政策中的條件進一步限制存取權 – 您可以將條件新增至政策，以限制動作和資源的存取。例如，
您可以撰寫政策條件，指定必須使用 SSL 傳送所有請求。您也可以使用條件來授予對服務動作的存取權，
前提是透過特定 AWS 服務 (例如 AWS CloudFormation) 使用條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 IAM JSON 政策元素：條件。

• 使用 IAM Access Analyzer 驗證 IAM 政策，確保許可安全且可正常運作 – IAM Access Analyzer 驗證新政
策和現有政策，確保這些政策遵從 IAM 政策語言 (JSON) 和 IAM 最佳實務。IAM Access Analyzer 提供 
100 多項政策檢查及切實可行的建議，可協助您編寫安全且實用的政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
者指南中的 IAM Access Analyzer 政策驗證。

• 需要多重要素驗證 (MFA) – 如果存在需要 AWS 帳戶中 IAM 使用者或根使用者的情況，請開啟 MFA 提供
額外的安全性。若要在呼叫 API 操作時請求 MFA，請將 MFA 條件新增至您的政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設定 MFA 保護的 API 存取。

有關 IAM 中最佳實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安全最佳實務。

使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主控台
若要存取 ApAWS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主控台，您必須擁有最基本的一組許可。這些許可必須允許您列出
和檢視您AWS帳戶中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的詳細資訊。如果您建立比最基本必要許可更嚴格的身分
型政策，則對於具有該政策的實體 (IAM 使用者或角色) 而言，主控台就無法如預期運作。

若要確保那些實體可以使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報表定義，AWS請將以下許可連接到那些實體。

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
application-cost-profiler:GetReportDefinition

例如，您可針對唯讀使用者建立下列政策。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Allow", 
         "Action":[ 
            "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 
            "application-cost-profiler:GetReportDefinition" 
         ],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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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型政策範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新增許可到使用者。

對於僅呼叫 AWS CLI 或 AWS API 的使用者，您不需要允許其最基本主控台許可。反之，只需允許存取符合
您嘗試執行之 API 操作的動作就可以了。

允許使用者檢視他們自己的許可
此範例會示範如何建立政策，允許 IAM 使用者檢視連接到他們使用者身分的內嵌及受管政策。此政策包含在
主控台上，或是使用 AWS CLI 或 AWS API 透過編寫程式的方式完成此動作的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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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存取一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在此範例中，您希望授予AWS帳戶中的 IAM 使用者存取您的其中一個 Amazon S3 儲存貯
體，examplebucket。您也希望允許使用者新增、更新和刪除物件。

除了授予使用者 s3:PutObject、s3:GetObject 與 s3:DeleteObject 許可之外，政策也會授予
s3:ListAllMyBuckets、s3:GetBucketLocation 與 s3:ListBucket 許可。這些是主控台需要的額
外許可。還需要 s3:PutObjectAcl 與 s3:GetObjectAcl 動作才能在主控台中複製、剪下與貼上物件。
如需授予許可給使用者及使用主控台測試他們的範例演練，請參閱範例演練：使用使用者政策控制存取您的
儲存貯體。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Sid":"ListBucketsInConsole", 
         "Effect":"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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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s3:ListAllMyBuckets" 
         ], 
         "Resource":"arn:aws:s3:::*" 
      }, 
      { 
         "Sid":"ViewSpecificBucketInfo", 
         "Effect":"Allow", 
         "Action":[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Location" 
         ], 
         "Resource":"arn:aws:s3:::examplebucket" 
      }, 
      { 
         "Sid":"ManageBucketContents", 
         "Effect":"Allow", 
         "Action":[ 
            "s3:PutObject", 
            "s3:PutObjectAcl", 
            "s3:GetObject", 
            "s3:GetObjectAcl", 
            "s3:DeleteObject" 
         ], 
         "Resource":"arn:aws:s3:::examplebucket/*" 
      } 
   ]
}

疑難排解AWS應用程式成本效能分析器身分識別
請使用以下資訊來協助您診斷和修復使用 ApAWS 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和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時發生的常見問題。

主題
• 我未獲授權，不得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執行動作 (p. 25)
• 我未獲授權執行 iam：PassRole (p. 25)
• 我想允許AWS帳戶外的人員存取我的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源 (p. 26)

我未獲授權，不得在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中執行動作
若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告知您並未獲得執行動作的授權，您必須聯絡您的管理員以取得協助。您的
管理員是為您提供登入憑證的人員。

以下範例錯誤會在mateojackson IAM 使用者嘗試使用主控台檢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報告的詳細資
訊，但卻沒有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許可時發生。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application-cost-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 on resource: Report Definition

在此情況下，Mateo 會請求管理員更新他的政策，以允許他使用application-cost-
profiler:ListReportDefinitions動作來存取報表定義資源。

我未獲授權執行 ia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錯誤，告知您未獲授權執行iam:PassRole動作，您的政策必須更新，允許您將角色傳遞給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25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使用者指南
合規驗證

有些 AWS 服務 允許您傳遞現有的角色至該服務，而無須建立新的服務角色或服務連結角色。若要執行此作
業，您必須擁有將角色傳遞至該服務的許可。

以下範例錯誤會在名為marymajor的 IAM Cost Profiler 中執行動作時發生。但是，動作請求服務具備服務角
色授予的許可。Mary 沒有將角色傳遞至該服務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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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情況下，Mary 的政策必須更新，允許她執行 iam:PassRole 動作。

如需任何協助，請聯絡您的 AWS 管理員。您的管理員提供您的登入憑證。

我想允許AWS帳戶外的人員存取我的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資
源
您可以建立一個角色，讓其他帳戶中的使用者或您組織外部的人員存取您的資源。您可以指定要允許哪些信
任對象取得該角色。針對支援基於資源的政策或存取控制清單 (ACL) 的服務，您可以使用那些政策來授予人
員存取您資源的許可。

若要進一步了解，請參閱以下內容：

• 若要了解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如何與 IAM 搭
配使用 (p. 20)。

• 若要了解如何存取您擁有的所有 AWS 帳戶 所提供的資源，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將存取權提供
給您所擁有的另一個 AWS 帳戶 中的 IAM 使用者。

• 若要了解如何將資源的存取權提供給第三方 AWS 帳戶，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將存取權提供給
第三方擁有的 AWS 帳戶。

• 若要了解如何透過聯合身分提供存取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將存取權提供給在外部進行身分
驗證的使用者 (聯合身分)。

• 若要了解使用角色和資源型政策進行跨帳戶存取之間的差異，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角色與
資源型政策的差異。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的合規性驗證
要了解 AWS 服務 是否在特定合規計劃範圍內，請參閱合規計劃範圍內的 AWS 服務，並選擇您感興趣的合
規計劃。如需一般資訊，請參閱 AWS 合規計畫。

您可使用 AWS Artifact 下載第三方稽核報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Artifact 中的下載報告。

您使用 AWS 服務 時的合規責任取決於資料的敏感度、您的公司的合規目標，以及適用的法律和法規。AWS 
提供以下資源協助您處理合規事宜：

• 安全與合規快速入門指南 – 這些部署指南討論在 AWS 上部署以安全及合規為重心的基準環境的架構考量
和步驟。

• Amazon Web Services 的 HIPAA 安全與合規架構：本白皮書說明公司可如何運用 AWS 來建立符合 
HIPAA 規定的應用程式。

Note

並非全部的 AWS 服務 都符合 HIPAA 資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IPAA 資格服務參照。
• AWS 合規資源：這組手冊和指南可能適用於您的產業和位置。
• AWS Config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規則評估資源：AWS Config 服務可評估資源組態對於內部實務、業界

準則和法規的合規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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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Security Hub— 這AWS 服務提供了內部安全狀態的全面視圖AWS。Security Hub 使用 Security Hub 
使用 Security Hub 使用 SecAWS urity Hub，您可以檢查環境是否符合安全業界標準和最佳實務。如需支
援的服務和控制項清單，請參閱 Security Hub 控制項參考資料。

• AWS Audit Manager – 此 AWS 服務 可協助您持續稽核 AWS 使用情況，以簡化管理風險與法規與業界標
準的法規遵循方式。

中的恢復能力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Profiler
AWS 全球基礎設施是以 AWS 區域與可用區域為中心建置的。區域提供多個分開且隔離的實際可用區域，
並以低延遲、高輸送量和高度備援網路連線相互連結。透過可用區域，您可以設計與操作的應用程式和資料
庫，在可用區域之間自動容錯移轉而不會發生中斷。可用區域的可用性、容錯能力和擴充能力，均較單一或
多個資料中心的傳統基礎設施還高。

如需 AWS 區域與可用區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全球基礎設施。

中的基礎設施安全AWSApplication Application 
Spplication Profiler

作為一種受管服務，Application Cst Profiler 受到AWS全局網絡安全過程，請參閲Amazon Web Services：
安全概觀白皮書。

您使用AWS發佈的 API 呼叫，透過網路存取 Application Spplication Profiler。用戶端必須支援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1.0 或更新版本。建議使用 TLS 1.2 或更新版本。用戶端也必須支援具備完美轉送私密 
(PFS) 的密碼套件，例如臨時 Diffie-Hellman (DHE) 或橢圓曲線臨時 Diffie-Hellman (ECDHE)。現代系統 (如 
Java 7 和更新版本) 大多會支援這些模式。

此外，請求必須使用存取金鑰 ID 和與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主管. 或者，您可以使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來產生暫時安全憑證來簽署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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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事件 
EventBridge

您可以使用亞馬遜 EventBridge 自動化您的AWS服務，並自動回應系統事件 (例如應用程式可用性的問題或
資源的變動)。的事件AWS服務交付給 EventBridge 以接近即時的速度。您可編寫簡單的規則，來指示您在意
的事件，以及當事件符合規則時所要自動執行的動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亞馬遜 EventBridge 使用
者指南。

您可以監控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事件 EventBridge。 EventBridge 將資料路由至目標，例如AWS 
Lambda和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這些事件與 Amazon 上出現的事件相同 
CloudWatch 事件，它提供了 near-real-time 系統事件串流AWS的費用。

監控報告產生 EventBridge
搭配 EventBridge，您可以建立規則，定義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傳送正在產生的報告通知時要採取的動
作。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規則，在每次產生報告時傳送電子郵件訊息給您。

若要監視報告產生

1. 登入AWS使用具有使用權使用的帳戶 EventBridge 和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2. 開啟 Amazon EventBridge 主控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events/。
3. 使用下列值，建立 EventBridge 監視產生報告時所建立事件的規則：

• 針對 Rule type (規則類型) 選擇 Rule with an event pattern (具有事件模式的規則)。
• 適用於事件來源，選擇Other (其他)。
• 在 中事件模式區段中，選擇自訂模式 (JSON 編輯器)，然後將下列事件模式貼到文字區域：

{ 
  "source": ["aws.application-cost-profiler"], 
  "detail-type":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Report Generated"]
}

• 適用於目標類型，選擇AWS服務，以及選擇一個目標，選擇AWS您想要採取的服務 EventBridge 偵測
所選類型的事件。當接收到符合規則中定義之事件模式的事件時，就會觸發目標。

如需更多關於建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建立 Amazon EventBridge 對事件做出反應的規則中的亞馬遜 
EventBridge 使用者指南。

「產生報表」事件的範例
此事件會在產生報告並準備好供您擷取時通知您。所以此message現場為您提供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儲存貯體和存放報告的 Amazon S3 物件的關鍵。

{ 
   "version": "0", 
   "id": "01234567-EXAMPLE", 
   "detail-type":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Report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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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aws.application-cost-profiler", 
   "account": "123456789012", 
   "time": "2021-03-31T10:23:43Z", 
   "region": "us-east-1", 
   "resources": [], 
   "detail": { 
     "message":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report delivered in bucket: SampleBucket, key: 
 SampleReport-1122334455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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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歷史紀錄
下表說明此版本的文件AWS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變更 描述 日期

監控事件 (p. 30) 由於變更 EventBridge 控制台，您
創建規則以監視「應用程序成本分
析器」事件的方式已更改。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監視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事件 EventBridge。

2022 年 7 月 5 日

S3 儲存貯體政策範例的更
新 (p. 30)

S3 儲存貯體政策範例的文件更
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設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

2021 年 12 月 6 日

一般可用性 (p. 30)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的初次公
開發行版本。

2021 年 5 月 13 日

30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st-profiler/latest/userguide/monitoring-eve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st-profiler/latest/userguide/monitoring-eve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st-profiler/latest/userguide/setup-s3-bucke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st-profiler/latest/userguide/setup-s3-bucke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st-profiler/latest/userguide/setup-s3-buck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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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英文版的機器翻譯版本，如內容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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