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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提AWS 一般參考供跨 Amazon Web Services 有用的信息。

內容

• 服務端點和配額 (p. 9)
• AWS 資源 (p. 2)
• AWS API (p. 914)
• AWS 詞彙表 (p.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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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AWS 區域

AWS 資源
下列頁面提供可協助您使用AWS資源的資訊。

內容
• 管理 AWS 區域 (p. 2)

管理 AWS 區域
AWS 區域 是地理區域中 AWS 資源的集合。每個 AWS 區域 都是隔離的，且與其他區域各自獨立。區域提
供容錯能力、穩定性和恢復能力，也可降低延遲。它們可讓您建立冗餘資源，這些資源會保持可用且不受區
域運行中斷影響。

您在某個區域中建立的資源在任何其他區域中都不存在，除非您明確使用 AWS 服務提供的複寫功能。例
如，Amazon S3 與 Amazon EC2 支援跨區域複寫。某些服務 (例如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沒有區域資源。

您可以使用政策條件來控制AWS區域中AWS服務的存取。

資源

• 如需區域名稱和代碼的清單，請參閱此資料表 (p. 5)。
• 如需可用區域和即將推出區域的地圖，請參閱區域和可用區域。
• 如需每個區域 (無端點) 支援的AWS服務清單，請參閱區AWS域服務清單。

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您的帳戶決定您可用的區域。

• 提AWS 帳戶供多重區域，讓您可在符合需求的位置啟動AWS資源。例如，您可能想在歐洲啟動執行個
體，以拉近與歐洲客戶的距離或符合法規要求。

• AWS GovCloud (US-West) 帳戶提供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區域與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區域
的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GovCloud (US)。

• Amazon AWS (中國) 帳戶僅提供北京與寧夏區域的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Web Services 
in China (Amazon Web Services (中國))。

您必須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 非洲 (開普敦)
• 亞太區域 (香港)
•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 亞太區域 (雅加達)
• 亞太區域 (墨爾本)
• 歐洲 (米蘭)
• 歐洲 (西班牙)
• 歐洲 (蘇黎世)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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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 Middle East (Bahrain)
•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在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AWS 對於大部分帳戶，這個過程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但此帳戶可能需要數小時的時
間。直到此過程完成之前，您都無法使用區域。

請求

若要選擇擇加入區域，您必須具有相應的許可。若要檢視 IAM 政策範例，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允許
啟用和停用AWS區域。

若要選擇擇加入區域

1. 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
2. 在主控台的右上角，選擇您的帳戶名稱或號碼，然後選擇 [帳戶]。
3. 在「區AWS域」下的「區域」的「作業」欄中，選擇「啟用」。

Tip

如果「狀態」欄顯示「預設為啟用」，則您不需要選擇加入「地區」。
4. 在對話方塊中，檢閱資訊文字，然後選擇「啟用區域」。
5. 等到區域備妥可供使用。

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如果您選擇加入下列任何一個區域，您可以視需要選擇退出「地區」：

• 非洲 (開普敦)
• 亞太區域 (香港)
•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 亞太區域 (雅加達)
• 亞太區域 (墨爾本)
• 歐洲 (米蘭)
• 歐洲 (西班牙)
• 歐洲 (蘇黎世)
• Middle East (Bahrain)
•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在您選擇退出某個地區後，根據最終一致性，此區域中的資源將無法使用。但是，它們不會被刪除。您可以
根據需要再次選擇加入此區域。

請求

• 您無法選擇退出預設為開啟的區域。
• 若要退出某個地區，您必須擁有選擇退出區域的權限。若要檢視 IAM 政策範例，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允許啟用和停用AWS區域。
• 在您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選擇退出區域

後，您將無法再透過管理主控台或具有 IAM 主體的AWS API 從該帳戶檢視或AWS管理該區域中的資源。
不過，該區域中的資源可能會繼續產生費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中的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啟用和停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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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選擇退出某個地區

1. 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
2. 在主控台的右上角，選擇您的帳戶名稱或號碼，然後選擇 [帳戶]。
3. 在「區AWS域」下的「作業」欄位中，選擇「停用」。
4. 在對話方塊中，檢閱資訊文字，然後選擇「停用區域」。

使用 AWS CLI 描述區域
使用描述區域命令來描述您帳戶可用的地區，以查看您的選擇加入狀態。

aws ec2 describe-regions --all-regions

如果您不需要選擇加入「區域」，則輸出包括以下內容：

"OptInStatus": "opt-in-not-required"

如果您未選擇加入「地區」，則輸出包括以下內容：

"OptInStatus": "not-opted-in"

選擇加入「區域」後，輸出內容包括以下內容：

"OptInStatus": "opted-in"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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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務端點

什麼是服務端點和配額？
下列頁面提供端點和配額的資訊。

內容
• AWS 服務端點 (p. 5)
• AWS Service Quotas (p. 8)
• 服務端點和配額 (p. 9)

AWS 服務端點
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端點是指 AWS web 服務進入點的 URL。AWS 
軟體開發套件和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會自動為 AWS 區域中的每個服務使用預設端
點。但是，您可以為 API 請求指定替代端點。

如果服務支援區域，則每個區域中的資源與其他區域中的類似資源都是各自獨立的。例如，您可以在一個區
域中建立 Amazon EC2 執行個體或 Amazon EC2 執行個體或 Amazon SQS 佇列。當您這麼做時，該執行個
體或佇列與所有其他區域中的執行個體或佇列都是各自獨立的。

內容
• 區域端點 (p. 5)
• 全端端端端 (p. 7)
• 檢視服務端點 (p. 7)
• FIPS 端點 (p. 7)
• 雙堆疊端點 (p. 8)
• 進一步了解 (p. 8)

區域端點
大部分 Amazon Web Services 都提供區域性端端端端端端，您可以用來提出請求。區域端點的一般語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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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https://dynamodb.us-west-2.amazonaws.com是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Amazon DynamoDB 
服務的端端。

下表列出每個區域的名稱和代碼。

名稱 代碼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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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端點

名稱 代碼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us-west-1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非洲 (開普敦) af-south-1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southeast-3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southeast-4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歐洲 (倫敦) eu-west-2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urope (Paris) eu-west-3

歐洲 (西班牙) eu-south-2

Europe (Stockholm) eu-north-1

歐洲 (蘇黎世) eu-central-2

Middle East (Bahrain) me-south-1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me-central-1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east-1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west-1

一般端點

下列服務支援區域端點，但也支援不包含區域的一般端點。使用一般端點時，會將 API 要求AWS路由至美國
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us-east-1) ()，這是 API 呼叫的預設區域。

• Amazon EC2 — ec2.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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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 自動 Scaling
• 亞馬遜 EMR — 彈性計算機.

全端端端端
全域服務不支援區域。下服務各有一個單一全域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 亞馬遜 CloudFront
• AWS Global Accelerator
•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 AWS Network Manager
• AWS Organizations
• Amazon Route 53
• AWS Shield Advanced
• AWS WAF Classic

檢視服務端點
您可以使用下列選項檢視AWS服務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 開啟 服務端點和配額 (p. 9)，搜尋服務名稱，然後按一下連結，以開啟該服務的頁面。若要在不切換
頁面的情況下檢視文件中所有AWS服務的支援端點，請改為在 PDF 的「服務端點與配額」頁面中檢視資
訊。

• 若要使用 SDK for Java 以程式設計方式檢查服務可用性，請參閱AWS SDK for Java開發人員指南中的檢
查AWS區域中的服務可用性。

• 若要使用 Systems Manager 以程式設計方式檢視區域和服AWS務資訊，請參閱使用AWS Systems 
Manager者指南中的呼叫服務、區域和端點公用參數。如需如何使用公用參數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參數存放AWS區查詢區域、端點及其他資訊。

• 如需查看在每個區域中支援的 AWS 服務 (不含端點)，請參閱區域表。

FIPS 端點
部分AWS服務在部分區域提供支援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140-2 的端。與標準的 AWS 端點不同，FIPS 
端點使用的是遵守 FIPS 140-2 的 TLS 軟體程式庫。會與美國政府互動的企業可能需要這些端點。

若要在呼叫AWS作業時指定 FIPS 端點，請使用您用來進行呼叫的工具所提供的機制。例如，AWSSDK 提
供下列機制來啟用 FIPS 端點的使用：

• 將AWS_USE_FIPS_ENDPOINT環境變數設定為true
• 添加use_fips_endpoint=true到您的~/.aws/config文件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支援這些機制，並提供選--endpoint-url項。下列範例會使用--
endpoint-url來指定美國西部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奧勒岡AWS KMS) 區域 () 區域的 FIPS 端
端。

aws kms create-key --endpoint-url https://km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如需 FIPS 端點的清單，請參閱依服務分類的 FIPS 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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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FIPS 端點的最低 TLS 版本
使用 FIPS 端點時，最低需求為 TLS 1.2。 AWS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撤銷在所有區域的所有 FIPS 端
點上使用 TLS 1.0 和 TLS 1.1 的能力。如需如何判斷您的應用程式是否受此變更影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此
AWS安全性部落格文章。

雙堆疊端點
有些AWS 服務提供雙堆疊端點，因此您可以使用 IPv4 或 IPv6 要求來存取它們。

雙堆棧端點的一般語法如下。

protocol://service-code.region-code.api.aws

例如，Amazon EC2https://ec2.us-west-2.api.aws 適用於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的 Amazon EC2 
的雙堆端端端端。

若要向雙堆疊端點發出要求，您必須使用工具或AWS SDK 提供的機制來指定端點。例如，提AWS CLI供了
選--endpoint-url項。下列範例使--endpoint-url用在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為 Amazon EC2 指定雙
堆端端端端。

aws ec2 describe-regions --endpoint-url https://ec2.us-west-2.api.aws

如需支援雙堆疊端點的服務清單，請參閱AWS 服務支援 IPv6。

進一步了解
您可以從下列來源找到端點資訊：

• 若要了解啟用預設情況下停用之區域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 AWS 區域 (p. 2)。
• 如需中國區域提供之AWS服務和端點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中國 (北京) 區域端點和中國 (寧夏) 區域端點。

AWS Service Quotas
對於每個 AWS 服務，您的 AWS 帳戶有預設配額，先前稱為限制。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每個配額都是區域
特定規定。您可以要求提高某些配額，而其他配額無法提高。

「Service Quotas」是一項AWS服務，可協助您從單一位置管理許多AWS服務的配額。除了查詢配額，您也
可以從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請求提高配額。

AWS Support可能會核准、拒絕或部分核准您的請求。

若要檢視 Service Quotas

您可以使用下列選項檢視服務配額：

• 開啟文件中的 服務端點和配額 (p. 9) 頁面，搜尋服務名稱，然後按一下連結，前往該服務的頁面。若
要在不切換頁面的情況下檢視文件中所有AWS服務的服務配額，請改為在 PDF 的「服務端點與配額」頁
面中檢視資訊。

• 開啟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在導覽窗格中，選擇AWS服務，然後選擇一個服務。
• 使用list-service-quotas和 list-aws-default-service-配額AWS CLI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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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提高配額

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個 Service Quotas 請求提高配額。提升不會立即授予。您的增長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
才會生效。

• 開啟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AWS services (AWS 服務)。選取服務、選取配額，然
後依照指示請求增加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請求增加配額。

• 使用 request-service-quota-increase AWS CLI 命令。

如果 Service Quotas 中尚未提供的服務配額，請使用AWS Support Center Console. 如果 Service Quotas 中
有提供服務，我們強烈建議您使用 Service Quotas，而不是建立支援案例。

服務端點和配額
下列頁面說明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AWS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
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
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連結，前往該服務的頁面。若要在不切換頁面的情況下檢視文件中所有AWS服務的服務
配額，請改為在 PDF 的「服務端點與配額」頁面中檢視資訊。

服務
• 企業版 Alexa for Business (p. 15)
• AWS Amplify端點和配額 (p. 16)
• Amazon API Gateway 和配額 (p. 20)
• AWS AppConfig端點和配額 (p. 26)
• AWS App Mesh端點和配額 (p. 32)
• AWS App Runner端點和配額 (p. 37)
• 亞馬遜 AppFlow 端點和配額 (p. 38)
•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的端點和配額 (p. 42)
•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46)
• AWS Application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47)
• 亞馬遜 AppStream 2.0 端點和配額 (p. 50)
• AWS AppSync端點和配額 (p. 59)
• Amazon Athena 端點和配額 (p. 63)
• AWS Audit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66)
• 亞馬遜 Augmented AI 端點和配額 (p. 68)
• Amazon Aurora 端點和配額 (p. 69)
• AWS Auto Scaling端點和配額 (p. 74)
• AWS Backup端點和配額 (p. 76)
• AWS Batch端點和配額 (p. 79)
•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p. 82)
• AWS Billing Conductor端點和配額 (p. 84)
• Amazon Braket 端點和配額 (p. 85)
• AWS BugBust端點和配額 (p. 92)
• AWS Certificate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92)
•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端點和配額 (p. 95)
• AWS Chatbot端點和配額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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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Chime 聲端點和配額 (p. 99)
• Amazon Chime SDK 端點和配額 (p. 100)
• AWSClean Rooms端點和配額 (p. 111)
• 雲端控制 API 端點和配額 (p. 114)
• AWS Cloud9端點和配額 (p. 116)
• Amazon Cloud Directory 端點和配額 (p. 118)
• AWS CloudFormation端點和配額 (p. 119)
• 亞馬遜 CloudFront 端點和配額 (p. 124)
• AWS CloudHSM端點和配額 (p. 129)
• AWS Cloud Map端點和配額 (p. 131)
• 亞馬遜 CloudSearch 端點和配額 (p. 134)
• AWS CloudShell端點和配額 (p. 135)
• 亞馬遜 CodeCatalyst 端點和配額 (p. 136)
• AWS CloudTrail端點和配額 (p. 137)
• 亞馬遜 CloudWatch 端點和配額 (p. 139)
• Amazon CloudWatch 應用程式洞察端點和配額 (p. 145)
• 亞馬遜 CloudWatch 活動端點和配額 (p. 147)
• Amazon CloudWatch 網際網路監控端點和配額 (p. 151)
• 亞馬遜 CloudWatch 日誌端點和配額 (p. 152)
• CloudWatch 可觀察性存取管理員端點和配額 (p. 157)
• 亞馬遜 CloudWatch Synthetics 端點和配額 (p. 159)
• AWS CodeArtifact端點和配額 (p. 161)
• AWS CodeBuild端點和配額 (p. 163)
• AWS CodeCommit端點和配額 (p. 166)
• AWS CodeDeploy端點和配額 (p. 167)
• 亞馬遜 CodeGuru 效能分析工具的端點和配額 (p. 171)
• 亞馬遜 CodeGuru 檢閱者的端點和配額 (p. 172)
• AWS CodePipeline端點和配額 (p. 173)
• AWS CodeStar 端點和配額 (p. 177)
• AWS CodeStar 連線端點和配額 (p. 178)
• AWS CodeStar 通知端點和配額 (p. 179)
• Amazon Cognito 身分端點與配額 (p. 180)
• Amazon Cognito Sync 端點與配額 (p. 189)
• Amazon Comprehend 端點和配額 (p. 190)
•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端點和配額 (p. 197)
• AWS Compute Optimizer端點和配額 (p. 199)
• AWS Config端點和配額 (p. 201)
• Amazon Connect 端點和配額 (p. 204)
• AWSData Exchange 端點和配額 (p. 220)
•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p. 223)
• AWS Data Pipeline端點和配額 (p. 225)
• AWS DataSync端點和配額 (p. 227)
•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229)
• AWS DeepLens端點和配額 (p. 232)
• AWS DeepRacer 端點和配額 (p.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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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 Detective 端點和配額 (p. 233)
• 亞馬遜 DevOps大師端點和配額 (p. 234)
• AWS Device Farm端點和配額 (p. 236)
• AWS Direct Connect端點和配額 (p. 236)
• AWS Directory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239)
• Amazon DocumentDB 端點和配額 (p. 241)
• Amazon DynamoDB 端點和配額 (p. 243)
• AWS Elastic Beanstalk端點和配額 (p. 250)
•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端點和配額 (p. 254)
• 資源回收筒端點和配額 (p. 261)
• Amazon EC2 端點和 Amazon EC2 端點 (p. 263)
•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端點與配額 (p. 274)
• EC2 Image Builder (p. 277)
• Amazon EC2 Instance Connect 端點與配額 (p. 280)
• 亞馬遜 ECR 端點和配額 (p. 281)
• Amazon ECR Public 端點和配額 (p. 287)
• 亞馬遜 ECS 端點和配額 (p. 289)
•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p. 295)
•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端點與配額 (p. 298)
• Amazon Elastic Inference 端點和配額 (p. 302)
• Elastic Load Balancing 與配額 (p. 303)
•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端點和配額 (p. 306)
• AWS Elastic Disaster Recovery端點和配額 (p. 307)
• 亞馬遜 ElastiCache 端點和配額 (p. 309)
• Amazon MeMe與配額 (p. 312)
• 亞馬遜 EMR 端點和配額 (p. 313)
• 亞馬遜 EventBridge 端點和配額 (p. 321)
• 亞馬遜 EventBridge 管道端點和配額 (p. 325)
• 亞馬遜 EventBridge 排程器端點和配額 (p. 328)
• 亞馬遜 EventBridge 模式端點和配額 (p. 331)
• Amazon FinSpace 配額 (p. 332)
• AWS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端點和配額 (p. 333)
• AWS Firewall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336)
• Amazon Forecast 端點和配額 (p. 340)
• Amazon Fraud Detector 端點與配額 (p. 345)
• FreeRTOS 端點和配額 (p. 346)
• 亞馬遜 FSx 端點和配額 (p. 349)
• 亞馬遜 GameLift 端點和配額 (p. 353)
• 亞馬遜 GameSparks 端點和配額 (p. 356)
• Amazon S3 Glacier 端點與配額 (p. 357)
• AWS Global Accelerator端點和配額 (p. 359)
• AWS Glue端點和配額 (p. 360)
• Amazon Managed Grafana 的 Managed Grafana 的 Managed aged aged (p. 364)
• AWS Glue DataBrew端點和配額 (p. 366)
• AWS Ground Station端點和配額 (p.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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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 GuardDuty 端點和配額 (p. 370)
• AWS Health端點和配額 (p. 372)
• 亞馬遜 HealthLake 端點和配額 (p. 373)
• 亞馬遜蜂 Honeycode 端點和配額 (p. 374)
•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p. 374)
• IAM Analyzer zer 配額 (p. 377)
•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角色任何地方端點和配額 (p. 380)
• AWSSystems Manager Indent Manager 的端點和配額 (p. 382)
• Amazon Inspector 端點和配額 (p. 388)
• Amazon Inspector 經典端點和配額 (p. 390)
• AWS IoT 1-Click端點和配額 (p. 391)
• AWS IoT Analytics端點和配額 (p. 394)
• AWS IoT Core端點和配額 (p. 396)
• AWS IoT Device Defender端點和配額 (p. 442)
•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p. 450)
• AWS IoT Events端點和配額 (p. 473)
• AWS IoT FleetWise 端點和配額 (p. 477)
• AWS IoT Wireless端點和配額 (p. 478)
• AWS IoT Greengrass V1端點和配額 (p. 491)
• AWS IoT Greengrass V2端點和配額 (p. 496)
• AWSIoT RoboRunner 端點和配額 (p. 502)
• AWS IoT SiteWise端點和配額 (p. 503)
• AWS IoT TwinMaker端點和配額 (p. 509)
• Amazon 互動式影片服務端點和配額 (p. 511)
• Amazon Kendra 端點和配額 (p. 514)
• Amazon Keyspaces (適用於 Apache Cassandra) 端點和配額 (p. 518)
•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521)
•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p. 530)
•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p. 532)
•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p. 536)
•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p. 538)
• AWS Lake Formation端點和配額 (p. 546)
• AWS Lambda端點和配額 (p. 548)
• AWS Launch Wizard端點和配額 (p. 552)
• Amazon Lex 端點和配額 (p. 554)
• AWS License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558)
• 亞馬遜終端節點和配額 (p. 565)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端點和配額 (p. 568)
•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端點和配額 (p. 575)
•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 和配額 (p. 577)
•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端點和配額 (p. 582)
• Amazon Macie 端點和配額 (p. 584)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端點和配額 (p. 588)
•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的端點和配額 (p. 590)
• Amazon Baged Baged Baged Baged Baged BB (p.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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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Managed Services端點和配額 (p. 592)
• AWS Management Console端點和配額 (p. 592)
• 適用於 Apache Airflow 的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p. 594)
• AWS Marketplace端點和配額 (p. 596)
• Amazon Mechanical Turk (p. 598)
•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p. 599)
• Amazon MSK Connect 端點和配額 (p. 601)
•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端點和配額 (p. 602)
•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端點和配額 (p. 604)
• AWS Elemental MediaLive 端點和配額 (p. 606)
•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端點和配額 (p. 608)
•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端點和配額 (p. 611)
• AWS Elemental MediaTailor 端點和配額 (p. 613)
• AWS Migration Hub端點和配額 (p. 615)
• Migration Hub Orchestrator 端點和配額 (p. 616)
• AWSMigration Hub Refactor Spaces 端點與配額 (p. 617)
• Migration Hub Strategy Recommention Hub (p. 618)
• Amazon Monitron 端點和配額 (p. 619)
• Amazon MQ 端點和配額 (p. 620)
• Amazon Neptune 端點和配額 (p. 623)
• AWS Network Firewall端點和配額 (p. 625)
• AWS Network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627)
• Amazon Nimble Studio 與配額 (p. 630)
• 亞馬遜組合的服務配額和端點 (p. 631)
• 亞馬遜 OpenSearch 服務端點和配額 (p. 634)
• AWS OpsWorks端點和配額 (p. 638)
• AWS Organizations端點和配額 (p. 641)
• AWS Outposts端點和配額 (p. 644)
• AWS Panorama端點和配額 (p. 647)
• Amazon Personalize 化端點和配額 (p. 650)
• 亞馬遜精確定位端點和配額 (p. 657)
• Amazon Polly 端點和配額 (p. 666)
• Amazon Managed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Prometheus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p. 669)
• AWS Proton端點和配額 (p. 672)
• 亞馬遜 QLDB 端點和配額 (p. 674)
• 亞馬遜 QuickSight 端點和配額 (p. 676)
•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678)
• Amazon Redshift 端點和配額 (p. 681)
• Amazon Rekognition 端點和配額 (p. 687)
•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端點與配額 (p. 694)
• AWS Resilience Hub端點和配額 (p. 700)
• AWS Resource Explorer (p. 702)
• AWS Resource Groups和標記端點和配額 (p. 704)
• AWS RoboMaker端點和配額 (p.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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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Hat OpenShift Service on AWS端點和配額 (p. 711)
• Amazon Route 53 終端和配額 (p. 714)
• Amazon Route 53 Application Recovery Controller 的端點和配額 (p. 719)
• 亞馬遜 SageMaker 端點和配額 (p. 722)
• AWS Secret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765)
• Amazon Security Lake (p. 768)
• AWS Security Hub端點和配額 (p. 769)
•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771)
• AWS Server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p. 773)
• Service Quotas 端點和配額 (p. 775)
•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端點和配額 (p. 778)
• Service Catalog 端點和配額 (p. 780)
• AWS Shield Advanced端點和配額 (p. 783)
•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的端點和配額 (p. 785)
• AWS Signer端點和配額 (p. 789)
• AWS登入端點和配額 (p. 793)
• AWS SimSpace Weaver端點和配額 (p. 795)
•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和配額 (p. 797)
•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端點與配額 (p. 803)
•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端點和配額 (p. 808)
•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p. 829)
• Amazon SimpleDB 端點和配額 (p. 838)
•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端點和配額 (p. 839)
• AWS雪家族端點和配額 (p. 842)
• AWS Step Functions端點和配額 (p. 845)
• AWS Storage Gateway端點和配額 (p. 854)
• AWS Support端點和配額 (p. 858)
• AWS System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860)
• AWS Systems Manager適用於 SAP 端點和配額 (p. 869)
• Amazon Textract 端點和配額 (p. 870)
• Amazon Timestream 端點和配額 (p. 872)
• Amazon Transcribe 端點和配額 (p. 876)
• AWS Transfer Family端點和配額 (p. 883)
• Amazon Translate 端點和配額 (p. 886)
• AWS使用者通知端點和配額 (p. 888)
•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端點和配額 (p. 889)
• Amazon VPC Lattice tice tice tice tice (p. 892)
• AWS WAF端點和配額 (p. 893)
• AWS WAF傳統端點和配額 (p. 899)
•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端點和配額 (p. 903)
• 亞馬遜 WorkDocs 端點和配額 (p. 905)
• 亞馬遜 WorkMail 端點和配額 (p. 906)
• WorkSpaces 端點和配額 (p. 907)
• 亞馬遜 WorkSpaces Web 端點和配額 (p. 910)
• AWS X-Ray端點和配額 (p.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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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版 Alexa for Business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4b.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地址簿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通訊錄的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聯絡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帳戶的聯絡人數目上
限。

每個通訊錄的地址簿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通訊錄的連絡人的數量
上限。

會議設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會議裝置的數量上限。

裝置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裝置的數量上限。

每間客房的裝置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房間的裝置數量上限。

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閘道的數量上限。

描述檔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描述檔的數量上限。

房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房間的數量上限。

技能群組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技能群組的數量上限。

技能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技能的數量上限。

每個技能組的技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技能群組的技能的數量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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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使用者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使用者的數量上限。

AWS Amplif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Amplify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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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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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mplify.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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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mplif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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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mplif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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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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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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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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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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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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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
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a4b/quotas/L-D91C48F6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plif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mplif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mplif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mplif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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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mplif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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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lify 工作室 (後端)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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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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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mplifybackend.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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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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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mplifybackend.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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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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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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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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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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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mplifybackend.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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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mplifybacken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mplifybackend.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mplifybackend.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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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mplifybackend.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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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lify 工作室（UI 生成器）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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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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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mplifyuibuild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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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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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mplifyuibuild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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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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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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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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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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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mplifyuibuild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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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mplifyuibuild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mplifyuibuild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mplifyuibuild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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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mplifyuibuild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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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lify 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AWS Amplify Console 可建
立的應用程式最大數量。

每個應用程式的分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為每個應用程式建立的
分支數量上限。

建置成品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種

否 應用程式建置成品的大小
上限 (以 GB 為單位)。組建
成品會在組建之後由AWS 
Amplify 主控台部署。

快取成品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種

否 快取成品的大小上限 (GB)。

並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建
立的並行工單的最大數量。

每個應用程式的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為每個應用程式建立的
網域數量上限。

環境快取加工品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種

否 環境快取成品的大小上限 
(GB)。

手動部署 ZIP 檔案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種

否 手動部署 ZIP 檔案的大小上
限 (以 GB 為單位)。

每小時最多建立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每小時可在AWS Amplify 
Console 中建立的應用程式
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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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網域的子網域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為每個網域建立的子網
域數量上限。

每個應用程式的 Webhook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為每個應用程式建立的 
Webhook 數量上限。

Amplify 工作室 (UI 產生器) 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零組件尺寸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個個種

否 元件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位)。

每個個個個個個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 Amplify 應
用程式可建立的元件最大數
量。

表單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個個種

否 表單的最大大小（以 KB 為
單位）。

每個應用的表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 Amplify 應
用程式可建立的表單數量上
限。

主題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個個種

否 主題的最大大小（以 KB 為
單位）。

每個應用的主題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 Amplify 應
用程式可建立的主題最大數
量。

檢視大小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個個個個個種

否 檢視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位)。

每個個個個個個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 Amplify 應
用程式可建立的檢視數量上
限。

Amazon API Gateway 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是您AWS帳戶所允許服務資源或操作的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API Gateway 包括 API Gateway 控制平面 (用於建立和管理 API) 和 API Gateway 資料平面 (用於呼
叫已部署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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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欄會顯示 API Gateway 區域端點的「路由 53」託管區域 ID。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適用於execute-api（用於 API 執行的 API Gateway 元件服務）網域。對於邊緣最佳化端點，所有區域的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為 Z2FDTNDATAQYW2。

Amazon API Gateway 控制平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gateway.us-east-2.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gateway.us-east-1.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igateway.us-west-1.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gateway.us-west-2.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igatewa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igatewa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igatewa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igatewa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pigatewa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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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igatewa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gatewa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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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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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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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igateway.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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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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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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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igatewa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igatewa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igatewa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igatewa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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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igatewa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igatewa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igatewa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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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igateway.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igateway.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gateway-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mazon API Gateway 資料平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xecute-api.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ZOJJZC49E0EPZ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xecute-api.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1UJRXOUMOOFQ8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xecute-api.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2MUQ32089I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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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xecute-api.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Z2OJLYMUO9EFXC

非洲 (開
普敦)

af-
south-1

execute-api.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2DHW2332 
达姆田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xecute-api.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3FD1 伏
尔 90 英
里

亞太區域 
(孟買)

ap-
south-1

execute-api.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3VO1THU9YC4UR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xecute-api.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Z20JF4UZKIW1U8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ecute-api.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L327KTPIQFUL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ecute-api.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Z2RPCDW04V813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ecute-api.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1YSHQZHG15GKL

加拿大 
(中部)

ca-
central-1

execute-api.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Z19DQILCV0OWEC

歐洲 (法
蘭克福)

eu-
central-1

execute-api.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Z1U9ULNL0V5AJ3

歐洲 (愛
爾蘭)

eu-
west-1

execute-api.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LY8HYME6SFDD

歐洲 (倫
敦)

eu-
west-2

execute-api.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ZJ5UAJN8Y3Z2Q

歐洲 (米
蘭)

eu-
south-1

execute-api.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3BT4WSQ9 
支持

歐洲 (巴
黎)

eu-
west-3

execute-api.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Z3KY65QIEKYHQQ

歐洲 (西
班牙)

eu-
south-2

execute-api.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Z02499852UI5 
高分解

歐洲 (斯
德哥爾摩)

eu-
north-1

execute-api.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Z3UWIKFBOGXPP

中東 (巴
林)

me-
south-1

execute-api.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20ZBPC0SS8806

中東 (阿
拉伯聯合
大公國)

me-
central-1

execute-api.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Z08780021 
次日本电
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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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execute-api.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CMLWB8V5SYIT

AWS 
GovCloud 
(美國東
部)

us-gov-
east-1

execute-api.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3 西 9 
阿提克尔
茨

AWS 
GovCloud 
(美國西
部)

us-gov-
west-1

execute-api.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1K6XKP9 
下載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承載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MB

否 非 WebSocket API 的最大有
效負載大小。

使用量計劃中的在用量計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最大數量

API 金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最大數量

AWSLambda 授權方結果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KB

否 AWSLambda 授權方結果大
小上限。

用戶端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憑證數量上限

連線持續時 WebSocket 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200 秒

否 WebSocket API 連線的最長
持續時間。

自訂網域名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自訂網域名稱上限

邊緣 API 網址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92

否 邊緣最佳化的網址長度 (以字
元為單位)。

邊緣最佳化的 AP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邊緣最大數量

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6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最大數量。

快取回應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4,576 位元組

否 快取回應的大小上限 (位元
組)

最大組合頭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位元組

否 所有標頭值的組合併大小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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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對應範本中的最大版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在 #foreach... #end 映射模
板中的循環

最大整合逾時 (毫秒)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9,000 毫秒 29,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整合逾時上限。

資源策略大小上限 (位元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9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資源策略大小上限。

方法 ARN 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00 位元組

否 具有授權之方法的 ARN 長度

私有 AP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最大
數量

地區 API 網址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否 區域性 API 的 URL 長度 (以
字元為單位)

區域 AP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區域上限

每個REST/WebSocket API 的資源/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可包含在REST 或 
WebSocket API中的資源/路
線的最大數量

每個 HTTP 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您可以包含在 HTTP API 中
的路由數目上限

階段變數金鑰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否 階段變數中的金鑰長度 (以字
元為單位)

階段變數值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否 階段變數中的數值長度 (以字
元為單位)

每個階段的階段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階段的階段變數

每個 API 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為一個人建立的階段
數量上限

每個 VPC 連結的子網路數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子網路數量上限。

每個階段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階段的最大標籤數。

油門爆發速率 af-south-1：1,250

eu-south-1：1,25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5,000 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中，您在一次突發中可為此
帳戶傳送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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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油門頻率 af-south-1：2,500

eu-south-1：2,50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請求數量上限

用量計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用量計劃上限

每個 API 金鑰的用量計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與一個人建立關聯的
用量計劃上限

VPC 連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建立的 VPC 連結數量上限

VPC 連結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 V2 連結上限

WebSocket 閒置連線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秒

否 WebSocket API 閒置逾時。

WebSocket 框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KB

否 最大 WebSocket 框架尺寸。

WebSocket 訊息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KB

否 WebSocket 郵件承載大小上
限。

WebSocket 新連線突發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帳戶 (所有 WebSocket 
API) 在每個區域中提供高載
容量

WebSocket 新的連線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 (所有 
WebSocket API) 每個區域每
秒的新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API Gateway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WS AppConfig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AWS AppConfig 是 AWS Systems Manager 的功能。若要檢視其他 Systems Manager 功能的端點和配額，
請參閱AWS System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p. 860)。

服務端點
以下幾節會說明的服務端點AWS AppConfig。 AWS AppConfig使用控制平面 API 來設定和設定AWS 
AppConfig應用程式、環境、組態設定檔和部署策略。 AWS AppConfig使用此AWS AppConfig Data服務呼
叫資料平面 API 以擷取已儲存的組態。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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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面面面面面 (p. 27)
• 資料面面面面面 (p. 28)

控制面面面面面
下表包含AWS AppConfig支援控制平面作業的AWS區域特定端點。控制平面操作用於建立、更新及管理組態
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AppConfigAPI 參考中的AWS AppConfig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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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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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pconfig.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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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confi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confi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pconfi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confi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ppconfi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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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confi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confi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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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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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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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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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
27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config/2019-10-09/APIReference/API_Operations_Amazon_AppConfig.html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AppConfig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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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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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confi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confi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confi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pconfi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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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pconfi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confi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pconfi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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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config.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config.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資料面面面面面

下表包含AWS AppConfig Data支援資料平面作業的AWS區域特定端點。資料平面作業用於擷取組態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AppConfigAPI 參考中的AWS AppConfig Data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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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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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pconfigdata.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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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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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configdata.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configdata.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pconfigdata.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configdat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ppconfigdata.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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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configdat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configdat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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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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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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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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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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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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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configdat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configdata.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configdata.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pconfigdata.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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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pconfigdata.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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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configdata.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pconfigdata.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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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configdata.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configdata.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 AppConfig 託管組態存放區中的組態
大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千字節點

是 AWS AppConfig 託管組態
的大小上限為 4,096 KB (每
個組態每個版本)。使用託
管的組態存放區無需額外付
費。若要減少組態大小，請
移除不必要的組態資料，或
跨多個組態設定檔區段組態
資料。

部署大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千字節點

是 AWS AppConfig 部署的大
小上限為 4,096 KB (每個部
署)。若要減少組態大小，請
移除不必要的組態資料，或
跨多個組態設定檔區段組態
資料。

申請數目最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中的應用程式AWS 
AppConfig 是一種邏輯程式
碼單元 (命名空間)，可為您
的客戶提供功能。應用程式
可以是在 Amazon EC2 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微服務、使用
者安裝的行動應用程式、使
用 Amazon API Gateway 和
AWS Lambda 的無伺服器應
用程式，或您代表他人執行
的任何系統。

每個應用程式的最大組態設定檔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設定描述檔包含應用程式所
使用之特定組態資料的相關
中繼資料。若要減少每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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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用程式所需的組態設定檔數
目，請將設定描述檔分割到
多個應用程式 每個環境的並
行部署數目最大限。

部署策略數目最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部署策略會定義組態如何在
特定應用程式環境中的執行
個體集合中部署或部署。

每個應用程式的環境數目最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環境會對應用程式與應用程
式關聯的執行個體群組。環
境範例包括階段，例如 beta 
和 prod，或應用程式子元
件，例如 Web、行動裝置和
服務。

控制面面面面面面面

API 名稱 每秒交易數 可調整

建立* 10 否

刪除* 10 否

Get* (取得) 100 否

清單 * 10 否

StartDeployment 10 否

StopDeployment 10 否

TagResource 20 否

UntagResource 20 否

更新* 10 否

ValidateConfiguration 10 否

資料面面面面面面面

API 名稱 每秒交易數 可調整

GetConfiguration (已取代) 500 否

GetLatestConfiguration 1,000 是

StartConfigurationSession 500 是

若要要求提高GetLatestConfiguration或StartConfigurationSession，請建立AWS Support服務
限制提高案例。如果您的使用案例需要更高的不可調節限制上限，請建立AWS Support案例並在工單中輸入
使用案例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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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App Mesh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pmesh.us-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us-ea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ea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
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east-2.api.aws

appmesh-fips.us-east-2.api.aws

appmesh-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mesh.us-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east-1.api.aws

appmesh-fips.us-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
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us-east-1.api.aws

appmesh-fips.us-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pmesh.us-we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
west-1.amazonaws.com

appmesh.us-west-1.api.aws

appmesh-fips.us-west-1.api.aws

appmesh-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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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we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mesh.us-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
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fips.us-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us-west-2.api.aws

appmesh-fips.us-we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us-
we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us-we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mesh.af-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f-
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af-sou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f-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mesh.ap-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ap-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mesh.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appmesh.ap-southeast-3.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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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pmesh.ap-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ap-sou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mesh.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3.api.aws

appmesh.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mesh.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mesh.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1.api.aws

appmesh.ap-south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mesh.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pmesh.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mesh.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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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pmesh.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ca-
central-1.api.aws

appmesh.ca-central-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ca-central-1.api.aws

appmesh-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ca-
central-1.amazonaws.com

appmesh-fips.ca-central-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fip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pmesh.eu-central-1.amazonaws.com

appmesh.eu-central-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central-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pmesh.eu-west-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we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west-1.amazonaws.com

appmesh.eu-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mesh.eu-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eu-west-2.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west-2.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we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mesh.eu-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sou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eu-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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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mesh.eu-west-3.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west-3.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west-3.api.aws

appmesh.eu-west-3.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pmesh.eu-north-1.amazonaws.com

appmesh.eu-nor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nor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eu-
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mesh.me-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envoy-management.me-south-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me-
south-1.amazonaws.com

appmesh.me-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pmesh.sa-east-1.amazonaws.com

appmesh.sa-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sa-east-1.api.aws

appmesh-envoy-management.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虛擬節點的後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虛擬節點的後端數

每個虛擬閘道的連線特使程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虛擬閘道同時連線的 
Envoy 處理序數目

每個虛擬節點的連線特使程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虛擬節點同時連線的 
Envoy 處理序數目

每個虛擬閘道的閘道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虛擬閘道的閘道路由數

每個帳戶的網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每個帳戶的網格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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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虛擬路由器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虛擬路由器的路由數目

每個網狀的虛擬閘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每個網狀的虛擬閘道數目

每個網格的虛擬節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網格的虛擬節點數

每個網狀的虛擬路由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網狀的虛擬路由器數

每個網格的虛擬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網狀的虛擬服務數目

每個路由的加權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條路線的加權目標數

AWS App Runn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prunner.us-east-2.amazonaws.com

apprunn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0224347AD7AD7KVMLOX31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runner.us-east-1.amazonaws.com

apprunn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01915732ZBZK8D32TPT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runner.us-west-2.amazonaws.com

apprunn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02243383 
FTQ64HJ5772Q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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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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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runn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08491812XW6 
異丙基六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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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歐洲 (法
蘭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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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
爾蘭)

eu-
west-1

apprunn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087551914Z2 
普考 0 平
方米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自動調整規模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此帳戶的 auto 調整配置數
量。您可在多個服務中使用
單一 auto 資源調整設定。

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此帳戶的連線數量上限。
您可在多個服務之間共用單
一連線。

可觀測性配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此帳戶的觀察性組態數量
上限。您可在多個服務中使
用單一可觀察性組態。

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在此帳戶的服務數量上限。

VPC 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此帳戶的 VPC 連線連線數
量上限。您可以在多個服務
中使用單一 VPC 連線。

VPC Ingress Ingress Connec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可以為單一服務建立
的 VPC Ingress Ingress 
Ingress Ingress Ingress 
Ingress Ingress Connection

亞馬遜 AppFlow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您無法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政策中使用 IP 允許清單來拒絕存取 Amazon IP 地址以外的任何其他 
AppFlow IP 地址。這是因為 Amazon 在將資料放入 Amazon S3 儲存貯體時， AppFlow 會使用 VPC 端點。

如需 Amazon 所使用之 IP 位址的詳細資訊 AppFlow，請參閱中的 AWSIP 位址範圍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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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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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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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pflow.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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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flow.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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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flow.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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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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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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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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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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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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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flow.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flow.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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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亞馬遜 AppFlow 流運行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GB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此
帳戶中執行的 Amazon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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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所 AppFlow 能處理的資料大
小上限。

亞馬遜 EventBridge 活動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KB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此
帳戶中執行的 Amazon 帳
戶所 EventBridge 能處理的
事件大小上限。如果您的事
件超過此大小，Amazon 會 
AppFlow 發佈一個摘要事
件，其中包含指向 Amazon 
S3 儲存貯體的指標，您可以
在其中取得完整事件。

振幅流量運行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MB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振幅作為
來源時，每個流程執行可處
理的資料大小上限 (MB)。

並行流程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目前區域中的此帳戶之此帳
戶之此帳戶可進行並行流程
執行的最大數量。

連接器輪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連
接器設定檔數量上限。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此帳戶執行的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維度數量上
限。

Google 分析指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中，此帳戶執行的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指標的最大
數量。

市場流程執行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MB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 Marketo 
作為來源時，每個流程執
行可處理的資料大小上限 
(MB)。

每月執行流程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每月
可以執行的流量執行數量上
限。

亞馬遜 AppFlow 流量運行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每分鐘所允 AppFlow 許每
分鐘所允許每分鐘執行的排
程觸發流量上限。

Amazon S3 流運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中，
使用 Amazon S3 做為來源
時，每分鐘可執行的排程觸
發流程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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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振幅流動運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振幅作
為來源時，您每天可執行
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數
量。

資料流程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將 Datadog 
用作來源，即您每分鐘可執
行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
數量。

達國比賽流量運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 
Dynatrace 作為來源時，每
分鐘可執行的排程觸發的流
量的最大數量。

谷歌分析流量運行速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將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當作來源，
即您每天可執行的排程觸發
的流量上限。

聯繫流程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 Into 
Nexus 作為來源時，每分鐘
可執行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
最大數量。

市場流量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Marketo 作
為來源，即您每小時可執行
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數
量。

銷售部隊帕多流程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的 
Salesforce Pardot 作為來源
時，每分鐘可執行的排程觸
發的流量的最大數量。

銷售力流程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 
Salesforce 作為來源時，每
分鐘可執行的排程觸發的流
量的最大數量。

ServiceNow 流量運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ServiceNow 所能執行的排程
觸發的流程的最大數量。

奇異流量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奇異作
為來源，即您每小時可執行
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數
量。

鬆弛流程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將 Slack 作
為來源，即您每分鐘可執行
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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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rendMicro 流量運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TrendMicro 所允許每小時執
行的排程觸發的流程的最大
數量。

維埃瓦流量運行速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將 Veeva 作
為來源，即您每分鐘可執行
的排程觸發的流量的最大數
量。

Zendesk 流量執行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使用 
Zendesk 作為來源時，每分
鐘可執行的排程觸發的流量
的最大數量。

銷售事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
個流程執行時可處理的 
Salesforce 事件大小上限 
(MB)。

銷售流程執行資料匯出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MB

否 每次執行流程可以插入、
更新或提升至 Salesforce 
的記錄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如果您的來源是 
Amazon S3，則每個 CSV 
檔案的大小不得超過 125 
MB。不過，您可以將多個 
CSV 檔案拖放到來源儲存
貯體或資料夾中，Amazon 
AppFlow 會在單一流程
執行中將所有資料傳輸到 
Salesforce。

銷售流程執行資料匯入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GB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執
行的 Salesforce 可進行資料
大小上限。

ServiceNow 記錄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萬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此帳戶執行的流程可進行 
ServiceNow 記錄數量上限。

總流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擁
有的流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AppFlow 使用者指南 AppFlow中的 Amazon 配額。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的最大數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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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lication-autoscalin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plication-autoscaling.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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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
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
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plication-autoscaling.eu-
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lication-autoscaling.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plication-autoscaling.me-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lication-autoscaling.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亞馬遜 Keyspaces 的可擴展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的目標
的可擴展的目標的最大數
量。可擴展的目標可擴展的
目標可的資源。

亞馬遜 MSK 的可擴展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的目前
區域中，此帳戶的可擴展的
目標的可擴展的目標的最大
數量。可擴展的目標可擴展
的目標可的資源。

可擴展的目標 AppStrea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 AppStream 可
擴展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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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擴展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
的資源。

適用於 Comprehend 的可擴充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為此帳戶的 
Complication 命名空間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
擴展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
的資源。

適用於 DynamoDB 的可擴充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為此帳戶的 
DynamoDB 命名空間的可擴
展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擴
展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的
資源。

EC2 的可擴展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可擴展的目標
的最大數量。可擴展的目標
可擴展的目標可的資源。

ECS 的可擴展目標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為此帳戶的 
ECS 命名空間的可擴展的目
標的最大數量。可擴展的目
標可擴展的目標可的資源。

適用於 EMR 的可擴充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彈
性 MapReduce (EMR) 命名
空間的可擴展的目標的可擴
展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擴
展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的
資源。

Lambda 的可擴展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 Lambda 可擴展
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擴展
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的資
源。

RDS 的可擴充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可擴展的目標
的最大數量。可擴展的目標
可擴展的目標可的資源。

可擴展的目標 SageMak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 SageMaker 可
擴展的目標的最大數量。可
擴展的目標可擴展的目標可
的資源。

自訂資源的可擴充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可
擴展的目標的可擴展的目標
的最大數量。可擴展的目標
可擴展的目標可的資源。

每個可擴展目標的擴展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可擴展目標的擴展政策
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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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可目標的排定的動作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個可擴展的目標的排定的
動作最大數量。

每個步驟擴展政策的步驟調整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步驟擴展政策的步驟調
整的步驟調整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p plication Auto Scaling 使用者指南》中的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的配額。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數目。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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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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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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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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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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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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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iscover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啟用中代理程式將資料傳送到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作用中代理程式傳送資料到
服務的作用中代理程式數目
上限。

每個帳戶的申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帳戶的申請數量上限。
如果您達到此配額，而且想
要匯入新的應用程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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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應用程式遷移服務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在 Migration Hub 主控台中
刪除現有的應用程式，或使
用 DeleteApplications API 
動作。

每天刪除匯入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0

否 每天刪除匯入記錄的最大數
目。每天從世界標準時間 
00:00 開始。

每個帳戶匯入的伺服器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0

否 每個帳戶匯入的伺服器記錄
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匯入伺服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帳戶匯入的伺服器數量
上限。

閒置代理程式出現活動訊號，但不收集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非作用中代理程式活動訊號
但未收集資料的數目上限。

每個程式的伺服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

否 能與單個應用程式相關聯的
伺服器數目上限。

每個伺服器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單個伺服器的標籤數上限。

AWS Application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gn.us-east-2.amazonaws.com

mg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gn.us-east-1.amazonaws.com

mg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gn.us-west-1.amazonaws.com

mgn-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gn.us-west-2.amazonaws.com

mg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gn.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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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gn.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mgn.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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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mgn.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g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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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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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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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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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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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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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mg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gn.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gn.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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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gn.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mgn.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gn.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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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正在進行的並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正在進行的並行工作

作用中來源伺服器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作用中來源伺服器數

未存檔的來源伺服器上限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未存檔的來源伺服器上限

單一 Job 中的來源伺服器數目上限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單一 Job 中的來源伺服器數
目上限

所有作業中的來源伺服器上限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所有作業中的來源伺服器上
限

每個AWS帳戶來源伺服器總數上限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每個AWS帳戶來源伺服器總
數上限

每個來源伺服器最大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來源伺服器最大動作

每個範本的最大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範本的最大動作

最大的活動應用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最大的活動應用

最大的有效波浪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最大的有效波浪

每波最大應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波最大應用

最大的存檔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最大的存檔應用

最大的存檔波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最大的存檔波數

每個來源伺服器的同時工作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來源伺服器的同時工作
數

每個應用程式來源伺服器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否 每個應用程式來源伺服器

下表列出了其他資訊。

資源 Retention

啟動歷史記 儲存十年

個個個 Job 日誌 已儲存 5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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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AppStream 2.0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的最大數量。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pstream2.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stream2.us-east-1.amazonaws.com

appstream2-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stream2.us-west-2.amazonaws.com

appstream2-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pstream2.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stream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stream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stream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stream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pstream2.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pstream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pstream2.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stream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pstream2.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stream2.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pstream2-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stream2.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pstream2-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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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活躍艦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活
躍的叢集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運算最佳化 2xlarge 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於
此帳戶中的叢集的運算最
佳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2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化 2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
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2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運算最佳化 4xlarge 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叢集的運算 4 倍大型
串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化 4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
化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4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運算最佳化 8xlarge 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的
叢集可以使用的運算最佳
化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8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化 8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最佳
化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8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運算最佳化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針對此
帳戶的叢集的運算優化
的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large) 的
最大數量。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運算最佳化大型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
用於此帳戶的運算優化
的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compute.large) 的
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運算最佳化 xlarge 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運算優化的 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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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App AppStream Stream 2.0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運算優化 xlarge 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運算優化的 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每個目標區域的同時影像複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同
時影像複製的最大數量。

並發映像更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同
時影像更新的最大數量。

機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建
立的叢集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繪圖 G4DN 12 個大型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的 G4DN 12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12xlarge) 的最大數
目。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 G4DN 12 個大
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中用於映像建置器的圖形 
G4DN 12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 圖形 .g4dn.12xlarge) 
的最大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繪圖 G4DN 16 大型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圖形 G4DN 
16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16xlarge) 的最大數
目。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 G4DN 16 大型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於
映像產生器的圖形 G4DN 
16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16xlarge) 的最大數
目。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 G4DN 雙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叢集的最大圖形 G4DN 
雙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2xlarge) 數目。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 G4DN 雙大型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中用於映像建置器的圖形 
G4DN 2xlarge 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g4dn.2xlarge) 
的最大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 G4DN 4 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圖形 G4DN 
4 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4xlarge) 的最大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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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 G4DN 4 大型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中用於映像建置器的圖形 
G4DN 4xlarge 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g4dn.4xlarge) 
的最大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 G4DN 8 倍大型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圖形 G4DN 
8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流圖
形 .g4dn.8xlarge) 的最大數
目。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 G4DN 8 倍大型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 
G4DN 8 倍大型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g4dn.8xlarge) 
的最大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 G4DN 超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圖形 G4DN 
xlarge 執行個體 (串流. 圖
形 .g4dn.xlarge) 的最大數
目。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 G4DN 超大型串流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 
G4DN xlarge 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g4dn.xlarge) 的
最大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設計 2 x 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叢集的圖形設計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圖形設
計 .2xlarge) 的最大數量。

圖形設計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 2xlarge 串流
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設計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圖形設計 n.2xlarge) 的最大
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設計 4 x 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的圖形設計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圖形設計 n.4xlarge) 的最大
數量。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設計 4xlarge 串
流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設計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圖形設計 n.4xlarge) 的最大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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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叢集的圖形設計大型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圖形設計大型串流執
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圖形設計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大型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圖
形設計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 (Stream.graphics-
design.large) 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設計超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圖形設計的 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映像建置工具的圖形設計超大型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設計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design.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桌上型電腦 2xlarge 串流
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圖形桌面雙大
型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圖形
桌面 .2xlarge) 數目上限。

圖形桌上型電腦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適
用於映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產生器的圖
形桌面雙大型串流執行
個體 (串流 .graphics-
desktop.2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專業級 16 倍大型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的圖形專業 
16 倍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16xlarge) 
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映像製作工具的圖形專業級 16xlarge 
串流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最大數量 
16 倍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16xlarge)。

適用於叢集的圖形專業 4xlarge 串流執行個
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叢集的顯示卡專業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4xlarge) 數
目上限。

圖形專業版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適用於
映像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圖形專業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4xlarge) 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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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叢集的顯示卡專業版 8xlarge 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顯示卡專業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8xlarge) 數
目上限。

圖形專業版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適用於
映像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用於
映像產生器的顯示卡專業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graphics-pro.8xlarge) 數
目上限。

影像建置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影
像建立的最大數量。

影像分享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可與此AWS
帳戶共用的帳戶的最大數
量。

使用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流的彈性叢
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可用於彈性叢集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
流 .standard.2xlarge 執行個
體類型的同時工作階段數目
上限。

使用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流. 標準大型
執行個體類型的彈性叢集最多並行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用於此帳戶
的彈性叢集的同時工作階段
的最大數量。

使用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流. 標準中型
執行個體類型的彈性叢集最多同時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用於此帳戶
的彈性叢集的同時工作階段
的最大數量。

使用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流. 標準小型
執行個體類型的彈性叢集最多並行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用於此帳戶
的彈性叢集的同時工作階段
的最大數量。

使用 Amazon Linux 2 平台和串流. 標
準 .xlarge 執行個體類型，彈性叢集的最大
並行工作階段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用於此帳戶
的彈性叢集的同時工作階段
的最大數量。

具有 Windows 伺服器 2019 平台和串流
的彈性叢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數。標
準 .2xlarge 執行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您可以用於彈性叢集視窗伺
服器 2019 平台和在目前區
域中串流 .標準d.2xlarge 執
行個體類型的最大並行工作
階段數目。

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和串流的彈
性叢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標準大型執行
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用於彈性叢集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
和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串流 .
標準.大型執行個體類型的最
大並行會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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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和串流的彈
性叢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數。標準中型執
行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用於彈性叢集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
和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串流 .
標準d.medium 執行個體類型
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數目。

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和串流的彈
性叢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標準小型執行
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用於彈性叢集 
Windows Server 2019 平台
和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串流 .
標準/小型執行個體類型的最
大並行工作階段數目。

具有 Windows 伺服器 2019 平台和串流的彈
性叢集的最大並行工作階段數。標準 .xlarge 
執行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您可以用於彈性叢集視窗
伺服器 2019 平台和目前
區域中此帳戶中串流 .標準
d.xlarge 執行個體類型的最
大並行工作階段數目。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2xlarge 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
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2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
佳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2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4xlarge 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
化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4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4xlarge 
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
佳化 4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4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8xlarge 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
化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8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8xlarge 
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
佳化 8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8xlarge) 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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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App AppStream Stream 2.0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針對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
此帳戶的已針對記憶體最
佳化的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large) 的最
大數量。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大型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
於此帳戶的記憶體優化
的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large) 的最
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xlarge 串流執行
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叢集的記憶體最大數
量。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xlarge 串
流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
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
佳化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xlarge) 數
目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12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
域中此帳戶中的叢集
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1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memory.z1d.12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1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檔建置器
的最大記憶體數量 z1d 
1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
流 .memory.z1d.12xlarge)。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2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memory.z1d.2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檔建置器
的最大記憶體數量 z1d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2xlarge)。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3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3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串流 .memory.z1d.3xlarge) 
的最大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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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App AppStream Stream 2.0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3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檔建置器
的最大記憶體數量 z1d 
3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3xlarge)。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6 x 大型串
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6 x 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6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6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檔建置器
的最大記憶體數量 z1d 
6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6xlarge)。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大型串流執
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的叢集的記憶體最佳
化 z1d 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 .memory.z1d.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大型
串流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用於
映像建置器的記憶體最佳
化 z1d 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large) 
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xlarge 串流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用於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中的叢集的記憶體最佳
化 z1d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xlarge) 
數目上限。

適用於映像產生器的記憶體最佳化 z1d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可用於映像檔建置器
的最大記憶體數量 z1d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Stream.memory.z1d.xlarge)。

私有映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私
人映像數量上限。

堆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堆
疊數量上限。

適用於叢集的標準 2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
用於此帳戶的叢集的 
Stream.standard.2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叢集的標準大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叢集的標準大型串流
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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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AppSync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映像產生器的標準大型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標準大型串流執行個
體的最大數量。

叢集的標準中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叢集的標準中串流執
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映像建置工具適用的標準中型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標準中串流執行個體
的最大數量。

叢集的標準小型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叢集的標準小型串流
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映像產生器的標準小型串流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用於此
帳戶的標準小型串流執行個
體的最大數量。

適用於叢集的標準 xlarge 串流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
用於此帳戶的叢集的 
Stream.standard d.xlarge 串
流執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使用者集區中的使用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的
使用者集區中，您可以建立
的使用者的最大數量。

*對於已啟用 Default Internet Access (預設網際網路存取) 的機群，配額為 100 個機群執行個體。如果您的部
署必須支援超過 100 名同時上線的使用者，請改用 NAT 閘道組態。

AWS AppSync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WS AppSync控制平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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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sync.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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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AppSync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psync.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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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sync.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sync.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psync.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sync.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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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sync.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sync.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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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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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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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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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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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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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sync.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sync.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sync.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psync.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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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psync.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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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AppSync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sync.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psync.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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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AppSync資料平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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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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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psync.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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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sync.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sync.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psync.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sync.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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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sync.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sync.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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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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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sync.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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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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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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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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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sync.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sync.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sync.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psync.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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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psync.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sync.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psync.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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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 API 的 API 密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GraphQL API 的最大 
API 金鑰數

每個區域的 AP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區域的 API 上限數量

每 API 的驗證提供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 API 的驗證提供者數量上
限

評估解析程式範本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5 
MB

否 評估的解析程式範本大小上
限

每個管道解析程式的功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管線解析器的最大函數

映射範本中的 foreach 迴圈的反覆運算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foreach... 中的最大迭代次
數... #end 映射模板中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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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最高 Batch 規模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解析程式請求清單的長
度上限，清單將傳送到 
BatchInvoke 操作的單一 
Lambda 函數。

快取金鑰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快取金鑰的數量上限

自訂網域名稱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區域的自訂網域名稱數
量上限

請求令牌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每秒
請求令牌的數量上限。AWS 
AppSync 根據它們消耗的
資源量（處理時間和內存）
將令牌分配給突變和查詢請
求。有關令牌的更多詳細信
息，請參閱AWS AppSync 
文檔中的監控部分。

訂閱失效要求的比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否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每秒失效
請求的數量上限

請求突變，查詢和訂閱的執行時間 每個支援的區域：30 
秒

否 GraphQL 要求 (查詢、突
變、訂閱) 執行時間上限

請求映射範本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否 請求映射範本的大小上限

在單個請求中執行的解析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解析程式數量上限

回應對應範本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否 響應映射模板的大小上限

綱要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結構描述文件的大小上限

訂閱承載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240 KB

否 透過訂閱接收的訊息大小上
限

每個連接的訂閱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單個 WebSocket 連接中訂
閱每個客戶端的代碼語句。
每個陳述式都允許用戶端接
收與特定訂閱相關的多個訊
息。

請求令牌的數量上限，每秒請求令牌數量上限。 AWS AppSync根據它們消耗的資源量（處理時間和內存）
將令牌分配給突變和查詢請求。有關令牌的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AWS AppSync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令牌
計數優化請求。

Amazon Athena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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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thena.us-east-2.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east-2.amazonaws.com

athena.us-ea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thena.us-east-1.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east-1.amazonaws.com

athena.us-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thena.us-west-1.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west-1.amazonaws.com

athena.us-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thena.us-west-2.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west-2.amazonaws.com

athena.us-we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thena.af-south-1.amazonaws.com

athena.af-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thena.ap-east-1.amazonaws.com

athena.ap-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then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athena.ap-sou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thena.ap-south-1.amazonaws.com

athena.ap-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then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athena.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then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athena.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then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athena.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then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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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thena.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then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thena.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thena.ca-central-1.amazonaws.com

athena.ca-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thena.eu-central-1.amazonaws.com

athena.eu-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thena.eu-west-1.amazonaws.com

athena.eu-west-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thena.eu-west-2.amazonaws.com

athena.eu-west-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thena.eu-south-1.amazonaws.com

athena.eu-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thena.eu-west-3.amazonaws.com

athena.eu-west-3.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thena.eu-north-1.amazonaws.com

athena.eu-north-1.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thena.me-south-1.amazonaws.com

athena.me-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thena.sa-east-1.amazonaws.com

athena.sa-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thena.us-gov-east-1.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athena.us-gov-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thena.us-gov-west-1.amazonaws.com

athena-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athena.us-gov-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如需下載最新版的 JDBC 驅動程式與文件，請參閱透過 JDBC 驅動程式使用 Athena。

如需前一版的 JDBC 驅動程式及其文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前一版的 JDBC 驅動程式。

若要下載 ODBC 驅動程式的最新和先前版本及其文件，請參閱使用 ODBC 連線至 Ath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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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作用中 DDL 查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作用中 DDL 查詢的數
目。DDL 查詢包括創建表和 
ALTER 表添加分區查詢。

作用中 DML 查詢 us-east-1

us-east-2:150

us-west-2:150

ap-northeast-1

ap-northeast-2

ap-south-1

ap-southeast-1

ap-southeast-2

eu-central-1：150

eu-west-1

eu-west-2

每個支援的區域：20

是 活動中 DML 查詢的數
量。DML 查詢包括選擇，創
建表作為（CTAS）和插入到
查詢。具體配額因 AWS 區
域而異。

Apache Spark DPU 並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0

否 您可以同時用於 Apache 星
火計算的 DPU 數目上限。

DDL 查詢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否 DDL 查詢在取消之前可以執
行的時間上限 (以分鐘為單
位)。DDL 查詢包括創建表和
創建表添加分區查詢。

DML 查詢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DML 查詢在取消之前可以
執行的時間上限 (以分鐘為
單位)。DML 查詢包括選
擇，CTAS 和插入查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Athena 使用者指南中的服務配額。

AWS Audit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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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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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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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uditmanag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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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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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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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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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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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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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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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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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uditmanag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自訂控制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帳戶每個帳戶每個區域
的自訂控制項數目上限

自定義框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每個帳戶每個區域
的自訂框架數目上限

執行評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每個帳戶每個區域
的執行評定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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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Augmented AI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對應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2i.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2i.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2i.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2i.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2i.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2i.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2i.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2i.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2i.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2i.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2i.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2i.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流程定義 100 是

工作者任務範本 (人工作業 UI)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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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飛行中每個流程定義的人工迴圈 (私人或廠商工作團隊) † 5,000 否

飛行中每個流量定義的人類迴路 (Amazon Mechanical 
Turk工作團隊）†

1,000 否

† 考慮人類循環在飛行中當他們的狀態InProgress或者Stopping。

Amazon Aurora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Aurora MySQL-Compatible Editi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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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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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d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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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d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d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d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d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d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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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d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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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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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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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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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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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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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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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rd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d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d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d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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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d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d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d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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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d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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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Aurora PostgreSQL-Compatible Editi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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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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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d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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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d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d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d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d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d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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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d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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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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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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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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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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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d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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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rd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d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d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d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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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d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d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d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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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d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授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安全
群組授權數

自訂引擎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自訂引擎版本數量上限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 Aurora 叢集數量上限

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資料庫執行個體數量上
限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數量上
限

版本 1.0
7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rds/quotas/L-A399AC0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rds/quotas/L-952B80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rds/quotas/L-7B6409F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rds/quotas/L-48C6BF61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urora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料 API HTTP 要求主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MB

否 HTTP 請求內文允許的大小
上限。

資料 API 並行叢集密碼配對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目前帳戶和 AWS 區域的並
行資料 API 請求中 Aurora 
無伺服器資料庫叢集與秘密
的唯一配對數量上限。

資料 API 並行請求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對 Aurora 無伺服器資料庫叢
集提出的資料 API 請求數量
上限，這些請求使用相同的
秘密，且系統會同時處理這
些請求。其他請求會排入佇
列，並在同處理序請求完成
時進行處理。

資料 API 結果集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資料 API 可傳回的資料庫結
果集大小上限。

JSON 回應字串的資料 API 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MB

否 RDS 資料 API 傳回的簡化 
JSON 回應字串大小上限。

每秒的資料 API 請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否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 API 提
出請求的數量上限。

事件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事件訂閱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 IAM 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與資料庫叢集相關聯之 IAM 
角色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執行個體的 IAM 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與資料庫執行個體相關聯的 
IAM 角色數量上限

手動資料庫叢集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手動資料庫叢集快照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執行個體手動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手動資料庫執行個體快照的
數量上限

選項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選項群組的數量上限

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參數群組的數量上限

代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的代理數量上限

每個主要項目的僅供讀取複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每個主資料庫執行個體的僅
供讀取複本數量上限 此配額
無法針對 Amazon Aurora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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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Auto Scaling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預留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的保留資料庫執行
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安全群組的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規則
上限

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資料庫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安全群組 (VPC)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Amazon VPC 之資料庫
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子
網路數目上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mazon RDS 資源的標
籤數量上限

所有資料庫執行個體的儲存總量 所有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GB

是 EBS 磁碟區上所有 Amazon 
RDS 資料庫執行個體加在
一起的儲存體總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此配額不適用於 
Amazon Aurora，因為其中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叢集磁碟
區上限為 128 TiB。

AWS Auto Scaling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此頁面提供與擴展計劃 (AWS Auto Scaling資源) 相關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如果您嘗試尋找的節
點和配額的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或 ApApplication Auto Scaling，請參閱下列內容：

•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274)
•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p. 42)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utoscaling-plan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utoscaling-pla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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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Auto Scaling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utoscaling-plan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utoscaling-plan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utoscaling-plan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utoscaling-plan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utoscaling-plan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utoscaling-plan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utoscaling-plan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utoscaling-plan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utoscaling-plan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utoscaling-plan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utoscaling-plan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utoscaling-pla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utoscaling-plan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utoscaling-plan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utoscaling-pla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utoscaling-plan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utoscaling-plan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utoscaling-plan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utoscaling-plan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utoscaling-plan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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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Backup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utoscaling-plan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utoscaling-plan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擴展計劃的縮放指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擴展計劃的最大縮放指
令數。

擴展計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
建立的擴展計劃的數量上
限。擴展計劃告訴AWS Auto 
Scaling 如何擴展資源集合。

每個擴展指示的目標追蹤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擴展指令的目標追蹤組
態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Auto Scaling使用者指南中的資源配額。

AWS Backup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backup.us-east-2.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backup.us-east-1.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backup.us-west-1.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backup.us-west-2.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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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Backup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backup.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backup.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backup.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backup.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backup.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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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backup.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backup.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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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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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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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backup.ca-central-1.amazonaws.com

backup-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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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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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backup.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backup.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backup.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backup.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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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backup.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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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Backup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backup.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backup.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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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backup.us-gov-east-1.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backup.us-gov-west-1.amazonaws.com

backup-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每每每個人每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此帳戶的備份計畫數目

Backup 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此帳戶的備份保險箱的備份
數量

每個帳戶每個支援的服務同時備份副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每個支援服務的同
時備份副本數

每個資源的同時備份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資源的並行備份任務數
量

每每每每個人每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此科目的架構控制數目

每每每每個人每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此商戶的框架數量

每個報告計劃的框架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報告計劃的框架數

每個備份的中繼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備份的中繼資料標籤數

每個備份保存庫的復原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每個備份文件庫的復原點數
量

每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此科目的報告計劃數目

每一 每個人 是 每個備份計劃的版本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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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定期收到調節例外，請考慮使用速率限制器。

API 名稱 預設呼叫/每秒

CreateBackupPlan CreateBackupSelection DeleteBackupPlan | 
DeleteBackupSelection DeleteBackupVault | DeleteBackupVaultAccessPolicy 
DeleteBackupVaultNotifications DescribeBackupVault 
| ExportBackupPlanTemplate GetBackupPlanFrom | 
GetBackupPlanFromTemplate PutBackupVaultNotifications | StartBackupJob 
StartRestoreJob | StopBackupJob TagResource | UntagResource 
UpdateBackupPlan | UpdateRecoveryPointLifecycle

5

DeleteRecoveryPoint | DescribeProtectedResource 10

DescribeBackupJob | DescribeRecoveryPoint | DescribeRestoreJob | 
GetBackupPlan | GetBackupSelection | GetBackupVaultAccessPolicy 
| GetBackupVaultNotifications | GetRecoveryPointRestoreMetadata | 
GetSupportedResourceTypes

15

ListBackupJobs | ListBackupPlans | ListBackupPlanTemplates | 
ListBackupPlanVersions | ListBackupSelections | ListBackupVaults 
| ListProtectedResources | ListRecoveryPointByResource | 
ListRecoveryPointsByBackupVault | ListRecoveryPointsByResource | 
ListRestoreJobs | ListTags

20

所有 API 呼叫的總和 50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Backup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WS Batch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batch.us-east-2.amazonaws.com

fips.batch.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batch.us-east-1.amazonaws.com

fips.batch.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batch.us-west-1.amazonaws.com

fips.batch.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batch.us-west-2.amazonaws.com

fips.batch.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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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batch.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batch.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batch.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batch.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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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batch.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batch.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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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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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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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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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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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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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batch.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batch.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batch.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batch.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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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batch.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batch.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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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batch.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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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batch.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batch.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運算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運算環
境數量上限。

每個工作佇列的運算環境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工作佇列的運算環境數
目上限。

Job 定義小限制提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4

否 沒有可用的描述

Job 相依性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作業的最大工作相依性
數目。

Job 承載大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作業裝載大小上限 (針對 
SubmitJob API 作業)，以 
KiB 為單位。

Job 佇列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工作佇
列數量上限。

最大陣列大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陣列工作的最大陣列大小。

每個工作佇列限制共用識別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工作佇列的共用識別碼
數目上限。

提交的狀態限制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否 處於已提交易狀態的任務數
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SubmitJo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秒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SubmitJob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Batch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vice Quo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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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包括AWS Cost Explorer API、AWS成本與用量報表 API、AWS預算 API 
以及AWS價目表 API。

服務端點
AWSCost Explore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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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成本和用量報告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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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Budge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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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budgets.amazonaws.com HTTPS

AWS Price List 服務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pricing.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pricing.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Savings Plan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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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avingsplans.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沒有可增加的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中的配額。

AWS Billing Conducto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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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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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如需有關AWS Billing Conductor服務配額和限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Billing Conductor使用手冊中的配
額和限制。

Amazon Brake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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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brake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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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brake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每秒對此帳戶所能傳送的
額外請求 (RPS) 的最大數
量。

CancelJob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所
能傳送的額外 CancelJob 請
求的數量上限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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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ancelQuantumTask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傳送的額外 
CancelQuantumTask 請求的
數量上限 (RPS)。

CreateJob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所
能傳送的額外 CreateJob 請
求的數量上限 (RPS)。

CreateQuantumTask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傳送的額外 
CreateQuantumTask 請求的
數量上限 (RPS)。

GetDevice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所
能傳送的額外 GetDevi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 (RPS)。

GetJob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所
能傳送的額外 GetJob 請求
的數量上限 (RPS)。

GetQuantumTask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傳送的額外 
GetQuantumTask 請求的數
量上限 (RPS)。

SearchDevices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傳送的額外 
SearchDevices 請求的數量
上限 (RPS)。

SearchJobs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所
能傳送的額外 SearchJobs 
請求的數量上限 (RPS)。

SearchQuantumTasks 請求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傳送的額外 
SearchQuantumTask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RPS)。

工作允許的運算執行個體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工作允許的運算執行個體數
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4.2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4.4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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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4.8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4.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18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2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4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9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為每公
升 .c5n.18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n.18xlarge 
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c5n.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n.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c5n.4)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n.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c5n.9 x 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n.9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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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布拉基特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c5n.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為 ml.g4dn.12 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
合式任務允許類型為 
ml.g4dn.12xlarge 的執行個
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為 ml.g4dn.16 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
合式任務允許類型為 
ml.g4dn.16xlarge 的執行個
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g4dn.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4dn.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g4dn.4)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4dn.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ml.g4dn.8 個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4dn.8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4dn.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1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16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毫升 .g5.24 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2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2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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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布拉基特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48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4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毫升 .g5.8 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8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g5.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4.10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4.16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4.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4.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4.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1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毫升 .m5.24 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2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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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布拉基特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2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4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為 ml.m5.larg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m5.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2.16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2.8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2.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3.16xlarge 
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3.2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工作的最大執行個體數目 (毫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3.8xlarge 的
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作業的執行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
合式任務允許類型為 
ml.p3dn.24xlarge 的最大執
行個體數量。

版本 1.0
9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B4BD4D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935DC11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D01386E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CEDB936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8FFA00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135B058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2145059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949DCF2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BC259EA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braket/quotas/L-9716E5CC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布拉基特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為 ml.p4d.24 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此帳戶和區域中所有 
Amazon Braket 混合式任務
允許類型為 ml.p4d.24xlarge 
的最大執行個體數量。

同時 DM1 作業的數量 us-east-1

us-west-2

每個支援的區域：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密度矩陣模擬器 (DM1) 上
同時執行任務的最大數量。

同時 SV1 的數量 us-east-1

us-west-2

每個支援的區域：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狀態向量模擬器 
(SV1) 上同時執行任務的最
大數量。

同時 Tn1 的數量 eu-west-2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 TN1) 上同時執行任
務的最大數量。

同時工作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同時執行的最大
數量。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4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傳送請求
的數量上限。

CancelJob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CancelJob 要求數目上限。

CancelQuantumTask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CancelQuantumTask 要求數
目上限。

CreateJob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CreateJob 要求數目上限。

CreateQuantumTask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CreateQuantumTask 要求數
目上限。

GetDevic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GetDevice 要求數目上限。

GetJob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GetJob 要求數目上限。

GetQuantumTask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GetQuantumTask 要求數目
上限。

SearchDevice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SearchDevices 要求數目上
限。

SearchJob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SearchJobs 要求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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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BugBus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earchQuantumTask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個區域每秒可傳送的 
SearchQuantumTasks 要求
數目上限。

AWS BugBus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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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AWS地區的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AWS區域的事件數量上
限

每 BugBust 項活動參加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BugBust 活動的最大數
量。

每個 BugBust 事件的效能分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 BugBust 事件的最大數
量。

每個 BugBust 事件存放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BugBust 事件的存放庫
數量上限

AWS Certificate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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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CM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cm.us-east-2.amazonaws.com

ac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cm.us-east-1.amazonaws.com

ac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cm.us-west-1.amazonaws.com

acm-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cm.us-west-2.amazonaws.com

ac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cm.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cm.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cm.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c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c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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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c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c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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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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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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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cm.ca-central-1.amazonaws.com

acm-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c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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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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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cm.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cm.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cm.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cm.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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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cm.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cm.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cm.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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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cm.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c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CM 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
以擁有的 ACM 憑證數量上
限。只有處於「擱置中」或
「已發行」狀態的憑證計入
此限制內。

過去 365 天內建立的 ACM 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年可申請的 ACM 憑證數
目上限。

每個 ACM 憑證的網域名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ACM 憑證的網域名稱
數量上限。您提交的第一個
網域名稱會包含為憑證的主
體常見名稱 (CN)。所有名稱
皆包含於主體別名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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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匯入的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匯入憑證數量上限。

過去 365 天匯入的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每年
可以匯入憑證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ertificate Manager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cm-pca.us-east-2.amazonaws.com

acm-pca-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cm-pca.us-east-1.amazonaws.com

acm-pca-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cm-pca.us-west-1.amazonaws.com

acm-pca-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cm-pca.us-west-2.amazonaws.com

acm-pca-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cm-pca.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cm-pca.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cm-pca.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cm-pc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cm-pca.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cm-pca.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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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cm-pc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cm-pc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cm-pc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cm-pc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cm-pc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cm-pca.ca-central-1.amazonaws.com

acm-pca-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cm-pca.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cm-pca.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cm-pc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cm-pca.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cm-pca.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cm-pca.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cm-pca.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cm-pca.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cm-pca.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cm-pca.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cm-pca.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cm-pca.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cm-pca.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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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私有憑證授權單位 (CA) 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您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能建立的最大數量。

每個 CA 的私有憑證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
中，每個憑證授權單位 (CA) 
建立的私有憑證數目上限。

每個 CA 撤銷的私有憑證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每個憑證授權單位 
(CA) 撤銷的私有憑證數目上
限。

Create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CreateCertificateAuthorit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CreateCertificateAuthorityAuditReport 要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CreateCertificateAuthorityAuditReport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CreatePermiss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CreatePermission 戶所允許
每秒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Delete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DeleteCertificateAuthority 戶
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
限。

DeletePermiss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DeletePermission 戶所允許
每秒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DeletePolic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DeletePolicy 戶所允許每秒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Describe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CertificateAuthorit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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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scribeCertificateAuthorityAuditReport 要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CertificateAuthorityAuditReport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GetCertific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GetCertificate 戶所允許每秒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GetCertificateAuthorityCertific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GetCertificateAuthorityCertificate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GetCertificateAuthorityCs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GetCertificateAuthorityCsr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GetPolic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GetPolic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
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每
秒對資料上限。

ImportCertificateAuthorityCertific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ImportCertificateAuthorityCertificate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IssueCertific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IssueCertificate 戶所允許每
秒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
允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ListCertificateAuthoriti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CertificateAuthorities 戶
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
限。

ListPermiss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Permissions 戶所允許每
秒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
允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ListTag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Tags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
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每
秒對資料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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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PutPolic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PutPolic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
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每
秒對資料上限。

Restore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RestoreCertificateAuthorit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RevokeCertific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RevokeCertificate 戶所允許
每秒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限。

Tag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TagCertificateAuthority 戶
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
限。

Untag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UntagCertificateAuthority 戶
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上
限。

UpdateCertificateAuthor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UpdateCertificateAuthority 
戶所允許每秒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允許每秒對資
料上限。

AWS Chatbot端點和配額
AWS Chatbot目前不支援服務端點，且沒有可調整的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
以使用端點。除了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服務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Amazon Chime 聲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Chime 聲有一個支持 HTTPS 的端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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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下表列出 Amazon Chime 會議室和會員資格的額外配額。

資源 預設

每個帳戶的空間 1,500

每個設定檔的空間 1,500

每個空間的成員資格 1,000

每個設定檔的成員資格 1,000

Amazon Chime SDK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內容
• 服務端點 (p. 100)

• Identity (p. 100)
• 媒體管道區域端點 (p. 101)
• 簡訊 (p. 101)
• 語音 (p. 101)
• WebRTC 媒體會議 (p. 102)
• 傳統 (p. 102)

• Service Quotas (p. 102)
• Amazon Chime SDK (p. 103)
• Amazon Chime SDK 會議 WebRTC (p. 104)
• Amazon Chime SDK 媒體管道 (p. 105)
• Amazon Chime SDK (p. 106)
• SIP 中繼和語音配額 (p. 109)
• Amazon Chime SDK (p. 104)

服務端點
Identit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身份 Chime .us-east-1.amazonaws.com

identity-chime-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
central-1

身分識別 .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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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管道區域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media-pipelines-chime.us-
east-1.amazonaws.com

media-pipelines-chime-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pipelines-chime.us-
west-2.amazonaws.com

media-pipelines-chime-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pipelines-chime.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
central-1

media-pipelines-chime.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簡訊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消息 Chime .us-east-1.amazonaws.com

messaging-chime-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
central-1

訊息 Chime 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語音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語音 Chime .us-east-1.amazonaws.com

voice-chim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語音 Chime .us-west-2.amazonaws.com

voice-chime-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語音 Chime .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語音 Chime .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語音 Chime .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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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語音 Chime .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
central-1

語音 Chime .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語音 Chime .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
central-1

語音 Chime .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語音 Chime .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WebRTC 媒體會議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會議 Chime .us-east-1.amazonaws.com

meetings-chime-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會議 Chime .us-west-2.amazonaws.com

meetings-chime-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會議 Chime .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
central-1

會議-Chime 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會議鐘聲。 us-gov-east-1. 亞馬遜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會議鐘聲。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傳統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服務. 奇美. AWS. 亞馬遜

服務-菲律賓. AWS. 亞馬遜

HTTPS

Service Quotas
以下各節中的表格列出並說明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服務的配額。

Note

服務配額是以每個AWS區域計算。如果可調整，則只會針對要求的區域變更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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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Chime SDK

下列配額適用於管理 AppInstances AppInstanceUsers 和 AppInstanceEndpoints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
身分識別 API。配額會以每個 API 為基礎套用。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身分識別具有下列資源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亞馬遜開發套件身分識
別- AppInstances 每個 
AWS 帳戶的最大值

100 是 AppInstances 您可在 
AWS 帳戶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建立的中建立的
中建立

Amazon Chime SDK 身
份- AppInstanceUsers 
每個最大 AppInstance

100,000 是 AppInstanceUsers 您
可以創建的最大數量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SDK 身份- 
AppInstanceUserAdmins 
每個最大 AppInstance

100 是 AppInstanceUserAdmins 
您可以在中建立的最大
數目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SDK 身份- 
AppInstanceUserEndpoints 
每個最大 
AppInstanceUser

10 是 AppInstanceUserEndpoints 
您可以創建的最大數量 
AppInstanceUser

下列限制適用於管理 AppInstances和 AppInstanceEndpoints 每個 API 的 Amazon Chime SDK 身分識別
API。 AppInstanceUser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Amazon Chime 
SDK 身分識別- 
DeleteAppInstance 請求
率 CreateAppInstance 
UpdateAppInstance、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

是 您可以 AppInstances 在
AWS帳戶中同時建立、
更新及刪除的每秒要求
上限

Amazon Chime 
SDK 身分識別- 
DeleteAppInstanceUser 
請求率 
CreateAppInstanceUser 
UpdateAppInstanceUser、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

是 您可以 
AppInstanceUsers 在
AWS帳戶中同時建立、
更新及刪除的每秒要求
上限

Amazon Chime 
鐘 SDK 身份- 
DescribeAppInstance 請
求率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

是 每秒可針對特定呼叫 
DescribeAppInstance 
API 的最大要求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鐘 SDK 身份- 
DescribeAppInstanceUser 
請求率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User

是 每秒可呼叫 
DescribeAppInstanceUser 
特定要求的最大要求 
AppInstanc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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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Amazon Chime 鐘 SDK 
身份- ListAppInstances 
請求率

每個AWS帳戶每秒 10 個
請求

是 每秒可為您的AWS帳戶
叫用 ListAppInstances 
API 的最大要求

Amazon Chime 
鐘 SDK 身份- 
ListAppInstanceUsers 
請求率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User

是 每秒可呼叫 
ListAppInstanceUsers 
特定要求的最大要求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開發套
件身分識別-每個 AWS 
帳戶每秒的請求總數

每每個AWS帳戶每秒 50 
個請求

是 您可以在AWS帳戶中同
時叫用 Chime SDK 識別 
API 的每秒要求上限

Amazon Chime SDK 會議 WebRTC
Amazon Chime SDK 會議 WebRTC 媒體工作階段具有下列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並行會議限制 250 是

Amazon Chime SDK 250 否

鐘 SDK 會議-每次主要會議的複本會議 4 是

如需詳
細資
訊，請
參閱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
中的
Chime 
SDK 會
議-每個
主要會
議的複
本會議
頁面。

Chime SDK 會議-每次會議發佈的同時視訊串流上限 25 是的，
最多
可達二
百五十
人。

如需詳
細資
訊，請
參閱
Chime 
SDK 
會議-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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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Quotas 
主控
台中每
個會議
頁面發
佈的最
大同時
視訊串
流數。

Chime SDK 會議-每位出席者訂閱的最大並行視訊串流 25 否

鐘 SDK 會議-同時會議限制 250 是

鐘 SDK 會議-所有會議管理 API 要求突發限制 2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CreateAttendee 高載限制 20 否

CreateAttendee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Create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Amazon Chime 10 否

CreateMeetingWith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CreateMeetingWith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DeleteAttendee 高載限制 20 否

DeleteAttendee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Delete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DeleteMeeting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Get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GetMeeting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List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List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ListMeetings 高載限制 20 否

ListMeeting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 當同時會議限制增加時，這些限制會自動調整。

Amazon Chime SDK 媒體管道

Amazon Chime SDK 開發套件媒體管道具有下列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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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Amazon Chime-所有媒體擷取管
道 API 請求的突發限制

10 否

Amazon Chime-每秒交易中所有
媒體管道 API 請求的速率限制

10 否

Amazon Chime-每個帳戶的作用
中媒體管道總數

100 否

Amazon Chime SDK 媒體管道-每
秒交易中所有媒體管道 API 請求
的速率限制

10 是

Amazon Chime SDK 媒體管道-每
個帳戶的作用中媒體管道總計

10 是

Amazon Chime SDK

Amazon Chime 具有下列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Amazon Chime SDK 簡訊-每
個同時作用中連線數目上限 
AppInstanceUser

10 是

Amazon Chime SDK 消息傳遞-最
大 ChannelFlows 每 AppInstance

100 是

Amazon Chime SDK 簡訊- 
ChannelMemberships 每個通道
的最大值

10,000 是

Amazon Chime SDK 消息傳
遞-最大 ChannelProcessors 每 
ChannelFlow

1 是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每
個頻道數目上限 AppInstance

10,000,000 是

Amazon Chime SDK 簡訊-每個通
道的最大仲裁者

1,000 是

Amazon Chime SDK 消息傳
遞-最大 ChannelProcessors 每 
ChannelFlow

1 是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預
先擷取的最大通道 _ 詳細資訊事
件

50 是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通
道 ChannelMessages 中的最大值 
_ 預先擷取的詳細資訊事件

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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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通
道 ChannelMemberships 中的最
大值 _ 預先擷取的詳細資訊事件

30 是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每
個彈性通道上限 AppInstance *

1 是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 
SubChannels 每個彈性通道的最
大值 *

100 是

亞馬遜開發套件簡訊- 
ChannelMemberships 每個上限 
SubChannel *

1,000 是

Note

增加限制 
MaximumSubChannelsPerElasticChannel 
後的產品，且 
MaximumChannelMembershipsPerSubChannel
不能超過 100 萬。

* 僅在 us-st-east-east-east-east-east-east-east-east-east-

Note

擁有大量聊天頻道的客戶通常有資格獲得大量定價折扣。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

除了上述配額之外，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還具有下列 API 費率。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Amazon Chime SDK 簡
訊- DeleteChannel 請求
的速率 CreateChannel 
UpdateChannel、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

是 您可以同時建立、更新
或刪除特定頻道的每秒
要求上限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鐘 SDK 
消息傳遞- ListChannels 
請求率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

是 您可以呼叫特定 
ListChannelsAPI 的最大
速率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鐘 SDK 消息傳遞- 
DescribeChannel 請求率

每每每每個帳戶每秒 20 
個請求

是 您可以呼叫特定
DescribeChannelAPI 的
最大速率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 
CreateChannelMembership、 
DeleteChannelMembership、 
CreateChannelBan 
DeleteChannelBan 
CreateChannelModerator、 
DeleteChannelModerator 
請求的速率

us-east-1: 每個通道每
秒 15 個請求，每個彈性
通道每秒 30 個請求

eu-central-1: 每個通
道每秒 10 個請求

是 您可以同時建立、更新
或刪除特定頻道的頻道
會員資格、禁用和管理
員的每秒要求上限

Amazon Chime 
SDK 簡訊- 

每個通道與彈性通道每
秒 15 個請求

是 您可以同時列出特定頻
道的頻道會員資格、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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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ListChannelModerators 
請求的速率 
ListChannelMemberships 
ListChannelBans、

用和管理員的每秒要求
上限

Amazon Chime 
SDK 簡訊- 
SendChannelMessage、 
UpdateChannelMessage 
RedactChannelMessage、 
DeleteChannelMessage 
請求的速率

us-east-1：每個通
道或每秒 30 個請求 
SubChannel。

eu-central-1: 每個通
道每秒 10 個請求

是 您可以同時針對特
定頻道或建立、更
新、編輯或刪除 
ChannelMessages 
的每秒要求上限 
SubChannel。這
包括要更新訊息的 
ChannelFlowCallbackAPI 
呼叫。

Amazon Chime 
鐘 SDK 消息傳遞- 
ListChannelMessages 
請求率

每個通道每秒 30 個請求 
SubChannel

是 您可針對特定
通道或呼叫
ListChannelMessages的
每秒要求上限 
SubChannel。

Amazon Chime 
鐘 SDK 消息傳遞- 
GetChannelMessage 請
求率

每個通道或每個子通道
每秒 30 個請求

是 您可針對特定
通道或呼叫
GetChannelMessage的
每秒要求上限 
SubChannel。

Amazon Chime 
鐘 SDK 簡訊- 
ListChannelsModeratedByAppInstanceUser 
請求的 
ListChannelMembershipsForAppInstanceUser
速率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User

是 您可以同時呼叫特定 
ListChannelsModeratedByAppInstanceUserAPI 
的
ListChannelMembershipsForAppInstanceUser每
秒要求上限 AppInstance

Amazon Chime 
鐘 SDK 消息傳遞- 
ListSubChannels 請求率

每每每每個帳戶每秒 15 
個請求

是 每秒可以為特定
彈性通道調用 
ListSubChannelsAPI 的
最大請求

Amazon Chime 開發套件簡訊也具有下列一般 API 費率。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Amazon Chime 開發套
件簡訊-每個 API 請求的
比率 ChimeBearer

us-east-1：每秒 10 
個請求 AppInstanceUser

eu-central-1：
每秒 5 個請求 
AppInstanceUser

是 特定人員 ChimeBearer 
可同時呼叫訊息 API 
的每秒要求上限。
此限制可防止單個
使用 AppInstance. 
AppInstanceUser 您可
以要求提高特定的限制 
AppInstanceUsers。

Amazon Chime 開發套
件簡訊-Batch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每每每

否 每秒可叫用每個 Batch 
API 的最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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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Amazon Chime SDK 
消息傳遞-每個網絡通
訊端連接請求的速率 
AppInstanceUser

每每每每每每 
AppInstanceUser

否 即使是不同的工作階
段，也 AppInstanceUser 
可以建立新的 
websocket 連線的每秒
要求數上限

SIP 中繼和語音配額

Amazon Chime SDK SIP 中繼和語音具有以下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Amazon Chime 語音連接器為每個帳戶佈建的電話號碼 25 是

每個帳戶的 Amazon Chime 聲語音連接器 3 是

每個帳戶的 Amazon Chime 語音連接器群組 3 是

Amazon Chime 聲音連接器組的 Amazon Chime 語音連接器 3 是

每個 Amazon Chime 語音連接器的呼叫次數 1 是

Amazon Chime 聲每秒 CreateSipMediaApplicationCall 交易 1 是

每個帳戶的 Amazon Chime SIP 媒體應用程式 30 是

Amazon Chime 聲 SIP 媒體應用程式的 Amazon Chime 聲 SIP 
規則

25 是

Amazon Chime UpdateSipMediaApplicationCall 1 是

Amazon Chime SDK

Amazon Chime SDK 會議 WebRTC 媒體工作階段具有下列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並行會議限制 250 是

Amazon Chime SDK 250 否

鐘 SDK 會議-每次主要會議的複本會議 4 是如需
詳細資
訊，請
參閱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
中的
Chime 
SDK 會
議-每個
主要會
議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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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Chime SDK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本會議
頁面。

Chime SDK 會議-每次會議發佈的同時視訊串流上限 25 是如需
詳細資
訊，請
參閱
Chime 
SDK 
會議-
Service 
Quotas 
主控
台中每
個會議
頁面發
佈的最
大同時
視訊串
流數。

Chime SDK 會議-每位出席者訂閱的最大並行視訊串流 25 否

鐘 SDK 會議-同時會議限制 250 是

鐘 SDK 會議-所有會議管理 API 要求突發限制 2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BatchCreate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CreateAttendee 高載限制 20 否

CreateAttendee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Create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Amazon Chime 10 否

CreateMeetingWith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CreateMeetingWith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DeleteAttendee 高載限制 20 否

DeleteAttendee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Delete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DeleteMeeting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GetMeeting 高載限制 20 否

GetMeeting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ListAttendees 高載限制 20 否

ListAttendee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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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ListMeetings 高載限制 20 否

ListMeetings 每秒交易速率限制 10 否

AWSClean Room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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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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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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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eanroom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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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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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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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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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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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eanroom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leanroom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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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分析規則大小 每個受支援支援的區
域：100 KB

否 分析規則的 JSON 大小上限

每個帳戶建立的共同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帳戶建立的最大共同作
業次數

每個已設定表格允許清單的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已設定的資料表可允許
列出的最大資料欄數

每個成員資格並行進行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成員資格的同時查詢的
數目最大值

每個帳戶的已配置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否 每個帳戶建立的已設定資料
表數目上限

每個受保護的查詢已設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受保護查詢中已設定資料表
的數目上限

每次合作邀請的成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次協同合作邀請的成員人
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會員資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帳戶的有效會員資格數
目上限

查詢文字長度 每個受支援支援的區
域：16 KB

否 SQL 查詢陳述式的最大文字
長度

BatchGetSchema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BatchGetSchema API 
呼叫次數上限

CreateCollabor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CreateCollabor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CreateConfiguredTab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CreateConfiguredTab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Crea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Crea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Crea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Crea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CreateMembershi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CreateMembership API 
呼叫次數上限

DeleteCollabor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Collabor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DeleteConfiguredTab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ConfiguredTab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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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Dele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DeleteMemb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Member API 呼
叫次數上限

DeleteMembershi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DeleteMembership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Collabor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Collabor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ConfiguredTab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秒 GetConfiguredTab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Membershi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Membership API 呼
叫次數上限

GetProtectedQuer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秒 GetProtectedQuery 
API 呼叫次數上限

GetSchema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Schema API 呼叫
次數上限

GetSchemaAnalysisRu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GetSchemaAnalysisRule 
API 呼叫次數上限

ListCollaborat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ListCollaborations API 
呼叫次數上限

List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List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s 
API 呼叫次數上限

ListConfiguredTabl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ListConfiguredTables 
API 呼叫次數上限

ListMember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ListMembers API 
呼叫數

ListMembership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ListMemberships 
API 呼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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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ProtectedQueri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ListProtectedQueries API 呼
叫數

ListSchema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ListSchemas API 
呼叫數

StartProtectedQuer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StartProtectedQuery API 呼
叫數

UpdateCollabor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UpdateCollaboration API 呼
叫數

UpdateConfiguredTab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UpdateConfiguredTable API 
呼叫數

Upda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要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UpdateConfiguredTableAnalysisRule 
API 呼叫數

Upda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最大 
UpdateConfiguredTableAssociation 
API 呼叫數

每個成員的表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成員資格的表格關聯數
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Clean Rooms使用者指南中的AWSClean Rooms配額。

雲端控制 API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loudcontrolapi.us-east-2.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loudcontrolapi.us-east-1.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loudcontrolapi.us-west-1.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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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loudcontrolapi.us-west-2.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loudcontrolapi.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loudcontrolapi.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loudcontrolapi.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loudcontrolapi.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cloudcontrolapi.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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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controlapi.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controlapi.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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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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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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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loudcontrolapi.ca-central-1.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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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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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controlapi.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loudcontrolapi.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loudcontrolapi.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loudcontrolapi.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loudcontrolapi.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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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loudcontrolapi.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loudcontrolapi.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loudcontrolapi.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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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loudcontrolapi.us-gov-east-1.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controlapi.us-gov-west-1.amazonaws.com

cloudcontrolapi-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AWS Cloud9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loud9.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loud9.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loud9.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loud9.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frica 
(Cape 
Town)

af-south-1 cloud9.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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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loud9.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loud9.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9.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9.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loud9.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loud9.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loud9.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loud9.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loud9.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loud9.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9.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loud9.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loud9.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loud9.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loud9.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loud9.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EC2 開發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的數量上限AWS您可以在
目前區域的此帳戶中建立的 
Cloud9 EC2 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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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EC2 開發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的數量上限AWS您可以在目
前區域中為此使用者建立的 
Cloud9 EC2 開發環境。

每個開發環境的成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可參與單一的使用者的最大
值AWS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的 Cloud9 開發環境。

SSH 開發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的數量上限AWS您可以在
目前區域的此帳戶中建立的 
Cloud9 SSH 開發環境。

SSH 開發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的數量上限AWS您可以在目
前區域中為此使用者建立的 
Cloud9 SSH 開發環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9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mazon Cloud Directory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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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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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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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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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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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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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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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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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
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9/quotas/L-C1302C1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9/quotas/L-A29EDEC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9/quotas/L-5D26553C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9/latest/user-guide/limits.html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Formati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director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directory.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loud Directory 配額。

AWS CloudFormation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loudformation.us-east-2.amazonaws.com

cloudformatio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loudformation.us-east-1.amazonaws.com

cloudformatio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loudformation.us-west-1.amazonaws.com

cloudformation-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loudformation.us-west-2.amazonaws.com

cloudformatio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loudformation.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loudformation.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loudformation.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loudformation.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cloudformation.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loudformation.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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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formation.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formati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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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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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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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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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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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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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formatio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loudformation.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loudformation.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loudformation.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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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loudformation.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loudformation.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loudformation.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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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loudformation.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formation.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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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Sets 區域支援
StackSets 在下列區域中支援：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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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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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tackset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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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tackse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tackse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tackset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tackse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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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tackse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tackse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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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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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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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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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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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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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stackse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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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tackse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tackse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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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tackse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tackset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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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tackse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tackse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若要取得更多資訊，請參閱《AWS CloudFormation使用指南》AWS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中的。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每個對應的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您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
之每個映射的映射屬性數目
上限。

自訂資源提供者中的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96 個位元組

否 自訂資源提供者可以傳遞的
最大資料量。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的對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您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
的映射數目上限。

雲形範本描述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個位元組

否 範本描述的大小上限

每個帳戶的模組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您註冊的模組類型的最
大數目。

巢狀模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模組的巢狀層級數。

範本中的輸出 CloudFormation 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您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
的輸出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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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在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的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您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
的參數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資源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允許您註冊的資源類型的最
大數量。

在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聲明的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您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宣告
的資源數目上限。

對應屬性名稱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5

否 每個映射名稱的大小上限。

雲形成範本中的參數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96

否 參數值的大小上限。

雲端形成範本中的資源名稱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5

否 資源名稱的大小上限

S3 物件中 ValidateStack 要求的範本主體大
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您可以在 CreateStack、 
UpdateStack 
ValidateTemplate 請求
的 Amazon S3 物件中以 
Amazon S3 範本內文大小上
限。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輸出名稱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5

否 輸出名稱的大小上限。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參數名稱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5

否 參數名稱的大小上限

CreateStack 請求中的模板主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00 個位元組

否 您可以在 CreateStack、 
UpdateStack或 
ValidateTemplate 請求中傳
遞的範本內文大小上限。

堆疊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建立的 AWS 
CloudFormation 堆疊數目上
限。

每個管理員帳戶堆疊執行個體 eu-central-1：3,50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0 個

是 每個管理員帳戶可同時在每
個區域中 (跨所有堆疊集) 執
行作業的堆疊執行個體數目
上限。

每個堆疊集的堆疊執行個體 eu-central-1：2,00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00

是 您每個堆疊集可以建立的堆
疊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管理員帳戶的堆疊集 eu-central-1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

是 您在管理員帳戶中可以建立
的 AWS CloudFormation 堆
疊集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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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模組的版本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您註冊的每個模組類型
的最大版本數。

每個資源的版本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允許您註冊的每種資源類型
的最大版本數。

cfn-signal 等待條件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96 個位元組

否 cfn-signal 可以傳遞的最大資
料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Formation使用指南中的AWS CloudFormation配額。

亞馬遜 CloudFron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mazon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區域

us-east-1 雲前鋒亞馬遜

云前-菲普斯. 亚马逊

HTTPS

HTTPS

Z2FDTNDATAQYW2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分佈的備用網域名稱 (CNAM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分發的備用網域名稱 
(CNAME) 數量上限。

每個分佈的快取行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散發的快取行為的最大
數量。

每個 AWS 帳戶的快取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帳號的快取策略數AWS
目上限。

CloudFront 函數：與單一函數相關聯的最大
分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與單個函數相關聯的最大 
CloudFront 分佈 CloudFront 
數。

並行執行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中並行執行的最大
區域。

每個原始伺服器的連線嘗試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來源的連接嘗試連接的
次數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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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Fron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原始伺服器的連線逾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秒

否 每個來源的連線逾時 (1-10 
秒)。

每個快取政策的 Cooki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政策的 Cookie 數量
上限。

根據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原始要求原則的 Cookie 
數目上限。

自訂標頭：標頭名稱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標頭名稱的字元長度上限為
字元。

自訂標頭：標頭值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783

否 標頭值的長度上限 (以字元為
單位)。

自訂標頭：所有標頭值和名稱組合的最大長
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否 所有標頭值以及所有標頭值
以及名稱的最大長度。

自訂標頭：您可以設定 CloudFront 為新增
至原始伺服器請求的最大自訂標頭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配置新增 CloudFront 
到原始伺服器請求的自訂標
頭最大數量。

每個分佈的資料傳輸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發佈的最大資料傳輸速
率 (以 Gbps 為單位)。

與單一金鑰群組相關聯的分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與單一金鑰群組相關聯的數
量上限。

與相同快取政策相關聯的分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與相同快取政策相關聯的數
量上限。

與相同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相關聯的分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與相同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
相關聯的分佈數量上限。

您可以為其建立觸發的每AWS個科目的分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您可以為其建立觸發的每個
AWS科目的分發數量上限。

檔案失效：允許作用中萬用字元失效的最大
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允許作用中萬用字元失效的
作用中萬用字元數上限。

檔案失效：作用中失效請求所允許的最大檔
案數量，不包括萬用字元失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否 作用中失效請求所允許的檔
案最大數量，不包括萬用字
元失效。

函數量 (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MB

否 函數記憶體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檢視器請求和回應
事件)

功能逾時 (Origin 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支援的區域：30 
秒

否 函數逾時上限 (以秒為單
位)。(原始伺服器請求和回應
事件)

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件的功能 每個支援的區域：5 
秒

否 函數逾時上限 (以秒為單
位)。(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
件)

版本 1.0
12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BEBABC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68CBA03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BE7788E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0F1E901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C19110C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loudfront/quotas/L-D0C8D03A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Fron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快取政策的標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政策的標頭數量上
限。

每個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的標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原始要求原則的標頭數
目上限。

與單一分發相關聯的金鑰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與單一分發相關聯的數量上
限。

每個 AWS 帳戶的金鑰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的索引鍵群組
的最大數量。

Lambda 函式和任何包含程式的最大壓縮大
小。(原始伺服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否 Lambda 函式和任何包含程
式庫的最大壓縮大小 (單位：
MB)。(原始伺服器請求和回
應事件)

Lambda 函式和任何包含程式的最大壓縮大
小。(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Lambda 函式和任何包含程
式庫的最大壓縮大小 (單位：
MB)。(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
件)

HTTP GET、POST 和 PUT 請求的最大檔
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GB

否 HTTP GET、POST 和 PUT 
請求的檔案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URL 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1,1,1,1,1,1

否 URL 長度上限 (以位元組為
單位)。

要加密的欄位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KB

否 要加密的欄位長度上限 (以 
KB 為單位)。

設定欄位層級加密時，請求內文中的最大長
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設定欄位層級加密時，請求
內文中的長度上限 (單位：
MB)。

請求的最大長度，包括標頭和查詢字串，但
不包括內文內容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480 個位元組

否 請求的最大長度 (以位元組
為單位)，包括標頭和查詢字
串，但不包括內文內容。

可與欄位層級加密組態關聯的 CloudFront 
散佈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可以與欄位層級加密組態關
聯的 CloudFront 發行版本數
量上限。

列入允許清單查詢字串中的最大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列入允許清單查詢字串中的
最大字元數。

相同參數中所有列入允許清單查詢字串的最
大總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否 相同參數中所有列入允許清
單查詢字串的最大數量。

可與一個 AWS 帳戶關聯的欄位層級加密組
態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與一個AWS帳戶關聯的
欄位層級加密組態的數量上
限。

可與一個 AWS 帳戶關聯的欄位層級加密設
定檔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與一個AWS帳戶關聯的欄
位層級加密設定檔的最大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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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Fron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設定欄位層級加密時，請求內文中的欄位數
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設定欄位層級加密時，請求
內文中的欄位數量上限。

可在一個設定檔中指定的最大加密欄位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在一個設定檔中指定的最
大加密欄位數量。

可新增到一個 AWS 帳戶的最大公有金鑰數
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新增到一個AWS帳戶的最
大公有金鑰數量。

可包含在欄位層級加密組態中的查詢參數設
定檔對應之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在欄位層級加密組態中包
含的查詢參數設定檔對應的
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原始存取身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原始存取身分識
別數目上限。

每個分佈的原始伺服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散發的原始伺服器的最
大數量。

每個 AWS 帳戶的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帳號的原始要求策略數
AWS目上限。

原始伺服器回應逾時 (閒置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原始伺服器回應逾時 (閒
置逾時) 上限 (以分鐘為單
位) 如果在過去 10 分鐘內 
CloudFront 未偵測到從原始
伺服器傳送到用戶端的任何
位元組，則會將連線假設為
閒置並關閉。

每個分佈的來源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分佈的起源點數量上
限。

單一金鑰群組中的公有金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單一金鑰組中公有金鑰的最
大數量。

每個快取政策的查詢字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策略的查詢字串數
目上限。

每個原始伺服器請求政策的查詢字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原始伺服器原則的查詢
字串數目上限。

每個 AWS 帳戶的 RTMP 分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的 RTMP 分配
的最大數量。

CloudFront 壓縮的檔案大小範圍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00 位元組

否 CloudFront 壓縮的檔案大
小範圍 (以位元組為單位) 
(1,000 到 10,000,000)。

針對公開至 Lambda @Edge 函數的原始要
求的要求主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公開至 Lambda @Edge 函
數的原始要求的要求主體大
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從 Lambda 函數返回時請求原始請求的主體
大小（base64 編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33 MB

否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原
始請求的最大要求主體大小 
(以 KB 為單位)。 (base64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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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從 Lambda 函數返回時，請求原始請求的主
體大小（文本編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原
始請求的最大要求主體大小 
(以 KB 為單位)。 (文字編碼)

對於公開至 Lambda @Edge 函數的檢視器
要求，請求主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KB

否 公開至 Lambda @Edge 函
數的檢視器要求的要求主體
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請求檢視器要求的
主體大小 (base64 編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3.2 KB

否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
檢視器要求的最大要求主
體大小 (以 KB 為單位)。 
(base64 編碼)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請求檢視器要求的
主體大小 (文字編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KB

否 從 Lambda 函數傳回時，檢
視器要求的最大要求主體大
小 (以 KB 為單位)。 (文字編
碼)

請求逾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30 
秒

是 要求逾時上限 (以秒為單
位)。

每秒請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區域每秒請求數量上
限。

每個分佈的每秒請求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25 
萬個

是 每秒每秒每個散佈的請求數
目上限。

每個來源的回應逾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60 
秒

是 每個來源的回應逾時 (1-60 
秒)。

在使用專用 IP 地服務 HTTPS 請求時，每個
AWS帳戶的 SSL 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使用專用 IP 地AWS址服
務 HTTPS 請求的最大數量 
(在使用專用 IP 地址服務 
HTTPS 請求的最大數量)

可與 CloudFront Web 分發關聯的 SS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可與 CloudFront Web 分發
關聯的 SSL 憑證數量上限。

由 Lambda 函式產生的回應大小，包括標頭
和內文 (Orito 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由 Lambda 函數產生之回
應的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
位)，包括標頭和內文。(原始
伺服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由 Lambda 函式產生的回應大小，包括標頭
和內文 (檢視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KB

否 由 Lambda 函數產生之回
應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位)，包括標頭和內文。(檢視
器請求和回應事件)

可新增至分佈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可新增至分佈的標籤數目上
限。

URI 的總長度，包括 Lambda @Edge 函式
中的查詢字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92

否 包含 Lambda @Edge 函數
中的查詢字串在內的 URI 總
長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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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描述

列入白名單 Ccookie 名稱中的總位元組數 
(如果配置 CloudFront 以將所有 Cookie 轉
送至原始伺服器，則不適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
512 位元組

否 列入白名單 Ccookie 名稱中
的總位元組數 (如果配置所有 
Cookie 轉送 CloudFront 至
原始伺服器，則不適用)

每個分佈的觸發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分佈的觸發器數量上
限。

每個 AWS 帳戶的 Web 分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 Web 
分發數量。

每個快取行為的允許名單 cooki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行為列入白名單的 
Cookie 數目上限。

每個快取行為的允許名單標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行為列入白名單的
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快取行為的允許清單查詢字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快取行為的允許清單查
詢字串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loudFront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WS CloudHSM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loudhsmv2.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loudhsmv2.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loudhsmv2.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loudhsmv2.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loudhsmv2.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loudhsmv2.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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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CloudHSM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loudhsmv2.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loudhsmv2.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hsmv2.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hsmv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loudhsmv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loudhsmv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loudhsmv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loudhsmv2.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loudhsmv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loudhsmv2.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hsmv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loudhsmv2.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loudhsmv2.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loudhsmv2.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loudhsmv2.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loudhsmv2.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loudhsmv2.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loudhsmv2.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loudhsmv2.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hsmv2.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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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Cloud Map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AWS區域和AWS帳戶的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建
立叢集數量上限。

每個AWS區域和AWS帳戶的 HS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建立
的 HSM 數量上限。

每個 CloudHSM 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8

否 CloudHSM 叢集中可建立的 
HSM 數量上限。

每個 CloudHSM 叢集的索引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300

否 CloudHSM 叢集中可建立的
金鑰數量上限。

使用者名稱的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1

否 使用者名稱的字元上限為使
用者名。

密碼的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否 密碼的字元上限為密碼的字
元。

密碼的最小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否 密碼的字元數下限為密碼。

同時用戶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0

否 區域中可以存在的並行用戶
端數量上限。

每個 CloudHSM 叢集的使用者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帳戶中可在叢集上建立的使
用者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HSM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Cloud Map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rvicediscovery.us-east-2.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rvicediscovery.us-east-1.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ervicediscovery.us-west-1.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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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Cloud Map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rvicediscovery.us-west-2.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ervicediscover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rvicediscover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ervicediscover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ervicediscover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ervicediscover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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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ervicediscover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rvicediscover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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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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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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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rvicediscovery.ca-central-1.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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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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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rvicediscover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ervicediscover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rvicediscover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ervicediscover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rvicediscovery.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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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Cloud Map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ervicediscover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rvicediscover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ervicediscover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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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rvicediscovery.us-gov-east-1.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rvicediscovery.us-gov-west-1.amazonaws.com

servicediscovery-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實例的自訂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當您登錄執行個體時可指定
的自訂屬性數目最大值。

DiscoverInstances 每個帳戶的作業突發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從單個帳戶調用 
DiscoverInstances 操作的最
大突發率。

DiscoverInstances 每帳戶運作穩定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從單個帳戶調用 
DiscoverInstances 操作的最
大穩定率。

每個命名空間的執行個體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使用相同命名空間註
冊的服務執行個體數目上
限。

每個服務的執行個體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在區域內可登錄的執行個
體數目最大值。

每個區域的命名空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命名空間
數目最大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 Map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Cloud Map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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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亞馬遜 CloudSearch

亞馬遜 CloudSearch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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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loudsearch.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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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search.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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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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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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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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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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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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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文件批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MB

否 文件批次上傳的大小。

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個別文件的大小。

每個帳戶的網域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為每個人建立的搜尋
網域數目AWS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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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Shell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索引欄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網域的索引欄位數目。
動態欄位視為一個索引欄
位，但通常符合多個文件
欄位。動態欄位可能會導
致索引中的欄位總數超過此
限制。如果使用動態欄位，
請將索引欄位的數量保持低
於 1,000 個，以避免影響效
能。

分割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的搜索索引在每個亞馬
遜分佈的最小分區數量 
CloudSearch 網域。

複寫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Amazon 每個分割區的最小
複本數 CloudSearch 網域將
包含。

搜尋文件欄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個文檔的字段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了解亞馬遜 CloudSearch配額在亞馬遜 CloudSearch 開發人員指南。

AWS CloudShell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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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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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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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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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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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loudshel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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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亞馬遜 CodeCatalys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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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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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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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shel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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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loudshell.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shell.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料保留 每個支援的區域：
120

否 上次存取 shell 之後，主目錄
中的資料將保留的天數。

主目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1 
GB

否 您的 shell 主目錄的大小上
限。

亞馬遜 CodeCatalys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codecatalyst.global.api.aws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配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deCatalyst 使用者指南 CodeCatalyst中的 Amazon 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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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loudtrail.us-east-2.amazonaws.com

cloudtrail-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loudtrail.us-east-1.amazonaws.com

cloudtrail-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loudtrail.us-west-1.amazonaws.com

cloudtrail-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loudtrail.us-west-2.amazonaws.com

cloudtrail-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loudtrail.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loudtrail.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loudtrail.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loudtrai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cloudtrail.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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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trai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loudtrai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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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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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loudtrai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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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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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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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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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loudtrai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loudtrail.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loudtrail.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loudtrail.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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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loudtrail.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loudtrail.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loudtrail.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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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loudtrail.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loudtrail.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涵蓋所有進階事件選取器的條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如果線索使用進階事件選取
器，則允許用於有進階事件
選取器的所有條件值最大總
數為 500。除非追蹤記錄所
有資源 (例如所有 S3 儲存貯
體) 上的資料事件，否則追蹤
僅限於 250 個資料資源。資
料資源可以分散在事件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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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器，但總數不可以超過 250 
個。

追蹤中跨所有事件選取器的資料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否 如果選擇使用事件選擇器或
進階事件選擇器限制資料事
件，追蹤中所有事件選取器
的資料資源總數不得超過 
250 個。

每個區域的事件資料存放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區域的事件資料存放數
量上限。

事件選取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追蹤的事件選取器數量
上限。

事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KB

否 事件大小上限 (KB)。所有事
件版本：無法將超過 256 KB 
的事件傳送至 CloudWatch 
記錄檔。事件版本 1.05 及更
新版本：256 KB 的事件大小
上限。

每個區域的追蹤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區域的追蹤數量上限。

所有其他 API 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操作請求數量上限。

LookupEvents API 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操作請求數量上限。

取得、描述和列出 API 的每秒交易數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
制的操作請求數量上限。 
LookupEvents API 未包含在
此類別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CloudTrail 中的配額。

亞馬遜 CloudWatch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onitoring.us-east-2.amazonaws.com

monitoring-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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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onitoring.us-east-1.amazonaws.com

monitoring-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onitoring.us-west-1.amazonaws.com

monitoring-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onitoring.us-west-2.amazonaws.com

monitoring-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onitorin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onitorin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monitorin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monitorin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monitorin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onitoring.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monitorin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onitorin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onitoring.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onitoring.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onitoring.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onitoring.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onitoring.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onitor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onitorin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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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onitorin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onitorin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monitorin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onitoring.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monitorin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onitorin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monitorin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onitorin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monitoring.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onitoring.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CloudWatch 警報的動作，每個狀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
個州可與 CloudWatch 警示
關聯的動作數目上限。鑑於
此，警報最多可以有 15 個動
作（警報時為 5，確定為 5，
在不足數據上有 5 個）

Canary 限制 us-east-1

us-east-2:300

us-west-2

ap-northeast-1

eu-west-1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金絲雀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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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200 個

資料保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該測量結果資料的保
留時間，單位為月 
CloudWatch。

每個指標的維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維
度數量上限。

每個 GetMetricData 請求的量度資料查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MetricDataQuery 結構最大
數量。 GetMetricData

MetricDatum 每個 PutMetricData 請求的項
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在 MetricDatum 目前
區域中，此帳戶的每個 
PutMetricData 請求的項目最
大數量。

每個儀表板指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指
標數量上限。

儀表板小器具的指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儀
表板 Widget 數量上限。

最小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00 毫秒

否 相同初期測試執行之間的最
短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Contributor Insights 規則的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5 分 100

是 您在此帳戶中可擁有的參與
者見解規則數量上限。

指標見解警示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否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所能擁有的指標
見提示的最大數量。

PutMetricData 要求的裝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PutMetricData 要求的承載大
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DeleteAlarm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leteAlarms 請求的數量上
限。

DeleteDashboard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leteDashboard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leteInsightRule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您在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DeleteInsightRule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leteMetricStream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leteMetricStream 請求的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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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描述

DescribeAlarmHistory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scribeAlarmHistory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scribeAlarm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9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scribeAlarms 請求的數量
上限。

DescribeAlarmsForMetric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scribeAlarmsForMetric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InsightRule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否 您在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DescribeInsightRule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isableAlarmAction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isableAlarmAction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isableInsightRule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您在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DisableInsightRule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EnableAlarmAction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EnableAlarmAction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EnableInsightRule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您在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EnableInsightRule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GetDashboard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GetDashboard 
請求的數量上限。

GetInsightRuleReport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每秒發出
的 GetInsightRuleReport 請
求數目上限。

超過三小時 GetMetricData 之指標的資料點
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
46,000 萬個

否 針對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超過三小時的要求，您
每秒可擷取 StartTime 的 
GetMetricData 資料點數目
上限。

過去三小時量度的 GetMetricData 資料點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18 
萬個

否 針對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小
於或等於三小時 StartTime 
的要求，每秒可擷取的 
GetMetricData 資料點數目
上限。

GetMetricData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GetMetricData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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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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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etricStatistic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GetMetricStatistic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GetMetricStream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GetMetricStream 請求的數
量上限。

GetMetricWidgetImag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GetMetricWidgetImag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Dashboard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ListDashboard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MetricStream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MetricStream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Metric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ListMetric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TagsFor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PutDashboard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PutDashboard 
請求的數量上限。

PutInsightRul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每秒發出
的 PutInsightRule 請求數目
上限。

PutMetricAlarm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PutMetricAlarm 
請求的數量上限。

PutMetricData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PutMetricData 
請求的數量上限。

PutMetricStream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PutMetricStream 請求的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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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etAlarmStat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SetAlarmState 
請求的數量上限。

StartMetricStream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artMetricStream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StopMetricStream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opMetricStream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Tag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

Untag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Un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loudWatch 使用者指南中的CloudWatch配額。

Amazon CloudWatch 應用程式洞察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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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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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plicationinsight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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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licationinsigh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licationinsigh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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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Application Insights 解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plicationinsights.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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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licationinsigh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licationinsigh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licationinsight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licationinsight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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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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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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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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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licationinsigh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licationinsigh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licationinsigh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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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licationinsigh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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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licationinsigh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licationinsigh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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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資源 預設配額

API requests (API 請求) 所有 API 動作皆調節到 5 TPS

應用程式 每個帳戶 100 個

日誌串流 每項資源 5 個

每個問題的觀察 每個儀表板 20 個

每個 DescribeProblemObservations 動作 40

指標 每個資源的 60 個

資源 每個應用程式 30 個

亞馬遜 CloudWatch 活動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vents.us-east-2.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vents.us-east-1.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vents.us-west-1.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vents.us-west-2.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ven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ven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vent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ven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版本 1.0
14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Watch 活動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vent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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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ven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ven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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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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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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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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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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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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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ven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ven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ven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vent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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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vent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ven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vent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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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ven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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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ven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目的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 API 目
的地數量上限。

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連線數
量上限。

Crea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CreateEndpoint API 的每秒
請求數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Dele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DeleteEndpoint API 的每秒
請求數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端點數
量上限。

呼叫限制每秒交易的限制 us-east-1

us-east-2：

us-west-1

us-west-2

af-south-1

ap-northeast-1：
2,250

ap-northeast-3：750

ap-southeast-1：
2,250

ap-southeast-2：
2,250

eu-central-1：4,500

eu-south-1：750

eu-west-1

eu-west-2

是 呼叫是符合規則並傳送至
規則目標的事件。達到限制
後，調用被限制; 也就是說，
它們仍然發生，但它們被延
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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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1,100

規則數 自動對焦-south-1：
100

eu-south-1：100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個事件匯流排帳戶可擁有
的規則數目上限

PutEven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us-east-1：1

us-east-2

us-west-1：1

us-west-2：1

自動對焦-south-1：
400

ap-northeast-1：
1,200

ap-northeast-3：400

ap-southeast-1：
1,200

ap-southeast-2：
1,200

eu-central-1：2

eu-south-1：400

eu-west-1：1

eu-west-2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600

是 PutEvents API 的請求數量
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每個 API 目標的呼叫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每秒可傳送至每個帳戶的叫
用最大數量。一旦滿足配
額，future 對該 API 端點的
調用就會被限制。調用仍然
會發生，但會延遲。

每個規則的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以這些規則建立關聯的目
標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除外，所有 EventBridge API 
作業每秒的最大請求數目 
PutEvents。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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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pda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UpdateEndpoint API 的每秒
請求數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CloudWatch 事件使用者指南中的 CloudWatch 事件配額。

Amazon CloudWatch 網際網路監控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nternetmonitor.us-east-2.api.aw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nternetmonitor.us-ea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internetmonitor.us-we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nternetmonitor.us-west-2.api.aw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internetmonitor.af-south-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nternetmonitor.ap-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internetmonitor.ap-south-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nternetmonitor.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internetmonitor.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internetmonitor.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internetmonitor.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nternetmonitor.ca-central-1.api.aw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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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nternetmonitor.eu-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nternetmonitor.eu-west-1.api.aw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internetmonitor.eu-west-2.api.aw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internetmonitor.eu-south-1.api.aw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nternetmonitor.eu-west-3.api.aw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internetmonitor.eu-north-1.api.aw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nternetmonitor.me-south-1.api.aw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internetmonitor.sa-east-1.api.aws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loudWatch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 CloudWatch  網際網路監控器配額。

亞馬遜 CloudWatch 日誌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ogs.us-east-2.amazonaws.com

log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ogs.us-east-1.amazonaws.com

log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ogs.us-west-1.amazonaws.com

log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ogs.us-west-2.amazonaws.com

log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og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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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og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log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log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log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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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og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og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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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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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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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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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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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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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log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og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log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log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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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log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og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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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log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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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log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log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作用中匯出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帳戶的作用中 (執行中或
擱置中) 匯出工作數

AssociateKmsKey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associate-kms-key 話數
量

批次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put-log-events 請求的最大批
次大小（以 MB 為單位）

CancelExportTask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cancel-export-task 話數
量

CreateExportTask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create-export-task 話數量

CreateLogGroup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create-log-group 話數量

CreateLogStream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create-log-stream 話數量

資料存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免費資料封存的最大容量 
(GB)

DeleteDestination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刪除目
的地呼叫的最大數目

DeleteLogGroup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lete-log-group 話數量

DeleteLogStream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lete-log-stream 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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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loudWatch 日誌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MetricFilt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lete-metric-filter 話數量

DeleteRetentionPolicy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lete-retention-policy 話
數量

DeleteSubscriptionFilt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lete-subscription-filter 
話數量

DescribeDestination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最大描
述目的地呼叫數量

DescribeExportTask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scribe-export-tasks 話
數量

DescribeLogGroup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scribe-log-groups 話數
量

DescribeLogStream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scribe-log-streams 話
數量

DescribeMetricFilter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describe-metric-filters 話
數量

DescribeSubscriptionFilters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
大通 describe-subscription-
filters 話數量

事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KB

否 記錄事件大小上限 (KB)

FilterLogEven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us-east-1：每秒 25 
每秒 25

ap-northeast-3：每
秒 5

eu-central-1：每秒 5 
個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每秒 10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filter-log-events 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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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日誌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tLogEven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us-west-2：每秒 10 
每秒 10

ap-northeast-3：每
秒 10

eu-central-west-1：
每秒 10

eu-west-1：每秒 10

eu-west-3：每秒 3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每秒 2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get-log-events 話數量

GetQueryResul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get-query-results 話數量

ListTagsFor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list-tags-for-resource 話
數量

ListTagsLogGroup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list-tags-log-group 話數量

日誌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帳戶可擁有的記錄群組數目
上限

每個日誌群組的度量篩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記錄群組的度量篩選器
數目

PutDestination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放入目
的地呼叫的最大數量

PutDestinationPolicy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put-destination-policy 話
數量

PutLogEven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us-east-1：1,500

us-west-2：1,500

eu-north-1：每秒 
1,500

eu-south-1：每秒 
1,500

eu-west-1：1,500

eu-west-3：1,500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每秒 800 個

是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put-log-events 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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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OAM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PutMetricFilt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put-metric-filter 話數量

PutRetentionPolicy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put-retention-policy 話數
量

PutSubscriptionFilt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put-subscription-filter 話
數量

StartQuery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開始
查詢呼叫上限

每個日誌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個記錄群組的訂閱篩選器
數目

TagLogGroup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tag-log-group 話數量

Tag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每秒的標
籤資源呼叫的最大數量

TestMetricFilt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test-metric-filter 話數量

UntagLogGroup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的最大
通 untag-log-group 話數量

Untag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每個帳戶/每區域每秒無標記
資源呼叫的最大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CloudWatch 日誌使用者指南中的 CloudWatch 日誌配額。

CloudWatch 可觀察性存取管理員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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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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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oam.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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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OAM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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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oam.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oam.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oam.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oa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oa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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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oa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oa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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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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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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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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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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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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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oam.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oam.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oam.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oam.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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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oam.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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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Synthetic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oam.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oam.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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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如需 CloudWatch OAM 配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CloudWatch 服務配額。

亞馬遜 CloudWatch Synthetic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ynthetics.us-east-2.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ynthetics.us-east-1.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ynthetics.us-west-1.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ynthetics.us-west-2.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ynthetic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ynthetic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ynthetic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ynthetic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ynthetic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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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Synthetic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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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ynthetic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ynthetic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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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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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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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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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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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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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synthetic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ynthetic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ynthetic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ynthetic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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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ynthetic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ynthetic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ynthetic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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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ynthetic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ynthetics.us-gov-west-1.amazonaws.com

synthetic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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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Artifact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金絲雀數量 下列區域中每個帳戶
每個區域 100 次：美
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美國東部 (俄亥
俄)、美國西部 (奧勒
岡)、歐洲 (愛爾蘭) 及
亞太區域 (東京)

所有其他區域中每個
帳戶每個區域 20 個
區域

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loudWatch 使用者指南中的CloudWatch服務配額。

AWS CodeArtifac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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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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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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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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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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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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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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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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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artifac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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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artifa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deartifact.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artifa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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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產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5 GB 是 每個資產的檔案大小上限。

每個軟體版本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150 否 每個套件版本的資產上限。

CopyPackageVersions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CopyPackageVersions 數。

每個儲存庫的直接上傳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儲存庫的直接上游儲存
庫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可建立的網域
數目上限。

GetAuthorizationToken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每秒擷取的授權權杖數目上
限。

GetPackageVersionAsset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GetPackageVersionAsset 
數。

ListPackageVersionAssets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200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ListPackageVersionAssets 
數。

ListPackageVersions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200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ListPackageVersions 數。

ListPackages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200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ListPackages 數。

PublishPackageVersion 每秒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秒可撥打的最大通話 
PublishPackageVersion 
數。

從單一AWS帳戶每秒讀取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800 是 每秒來自一個AWS帳戶的讀
取請求的最大值。

每個網域的存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網域可建立的儲存庫數
目上限。

使用單一驗證 Token 的每秒要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
1,200

否 使用單個身份驗證 Token 的
請求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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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IP 地址沒有驗證令牌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600 否 每秒沒有來自單個 IP 的驗證 
Token 的請求數目上限。

搜尋上游儲存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解析套件時搜尋的上游儲存
庫數目上限。

從單一AWS帳戶每秒寫入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秒從一個AWS帳戶的寫入
請求的最大值。

AWS CodeBuild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build.us-east-2.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build.us-east-1.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debuild.us-west-1.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build.us-west-2.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debuild.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debuild.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odebuild.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odebuild.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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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odebuild.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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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build.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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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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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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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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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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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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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buil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debuild.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build.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odebuild.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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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odebuild.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debuild.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odebuild.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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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odebuild.us-gov-east-1.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debuild.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debuild-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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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專案的相關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與組建專案相關聯的
標籤數目上限

組建專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建置專案上限數量

建置逾時 (以分鐘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80

否 建置逾時上限 (分鐘)

並行要求以取得組建相關資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使用AWS CLI 或AWS 
SDK 一次要求相關資訊的組
建數目上限。

並行請求建置專案的資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使用AWS CLI 或AWS 
SDK 一次要求相關資訊的建
置專案數目上限。

同時執行組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同時執行的組建的數目最大
值

同時運行為ARM/大型環境的構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針對 ARM/大型環境同時執
行的組建數目上限

同時運行為ARM/小環境的構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針對 ARM/小型環境同時執
行的組建最大數量

同時執行適用於 Linux GPU 大型環境的組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針對 Linux GPU /大型環境同
時執行的組建最大數量

同時執行適用於 Linux GPU 小型環境的組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針對 Linux GPU /小型環境同
時執行的組建最大數量

同時針對 LinuX/2XL 環境執行組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在 LinuX/2XL 環境中同時執
行的組建數目上限

同時運行為Linu/大型環境的構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Linu/大型環境同時執行組建
的最大數量

同時針對 Linux/中型環境執行構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Linux/中型環境同時執行組建
的最大數量

同時針對 Linux/小型環境執行構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LinuX/小型環境同時執行組
建的最大數量

建置逾時的最短期間 (以分鐘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建置逾時下限 (分鐘)

VPC 組態下的安全性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用於 VPC 組態的安全群組

VPC 組態下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可用於 VPC 組態的子網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Build使用指南 CodeBuild中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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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odeCommi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commit.us-east-2.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commit.us-east-1.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decommit.us-west-1.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commit.us-west-2.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decommi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decommi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odecommit.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odecommit.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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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odecommit.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commi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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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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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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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decommi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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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codecommi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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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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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commi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decommit.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commi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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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decommi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odecommi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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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odecommit.us-gov-east-1.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decommit.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decommi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如需有關 Git 連接端點的資訊，包括 SSH 和 HTTPS 資訊，請參閱  CodeCommit 的區域與 Git 連線端點。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允許存放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的儲存庫
數目最大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Commit使用指南 CodeCommit中的配額。

AWS CodeDeplo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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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deploy.us-east-2.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deploy.us-east-1.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dedeploy.us-west-1.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deploy.us-west-2.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dedeplo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dedeplo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odedeplo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odedeplo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codedeplo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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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odedeplo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deplo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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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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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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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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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dedeploy.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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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Deplo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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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deplo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dedeplo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deplo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odedeplo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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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odedeplo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dedeplo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odedeplo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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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odedeploy.us-gov-east-1.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dedeploy.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dedeploy-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Lambda 部署可在數小時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AWSLambda 部署可執行的
最大小時數 (第一次和最後一
次流量轉移之間的最長時間
為 48 小時，加上兩個可能的
生命週期勾點中每個 1 小時)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單一地區中與AWS帳戶相關
聯的應用程式數目上限

部署群組中的自動調整資源分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一個群組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群組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的同時部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與AWS帳戶相關聯的同時部
署數目上限。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群組中向上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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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Deploy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充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
的每個部署都會計為 EC2 執
行個體關聯的每個應用程式
的單一並行部署。

每個部署群組的同時部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同時部署至部署群組的最大
數目。此限制可防止同時將
相同應用程式部署至相同的
部署群組。

每個帳戶的自訂部署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與 AWS 帳戶相關的自訂部
署組態之最大數量

與單一應用程式相關聯的部署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與單一應用程式相關聯的部
署群組上限數量

EC2/內部部署藍/綠部署在數小時內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9

否 EC2 /內部部署藍/綠部署可
以執行的最大小時數 (上述兩
個限制中的每個限制為 48 小
時，加上 13 個可能的生命週
期事件中每個一個小時)

EC2/內部部署在數小時內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EC2/內部部署可以執行的最
大小時間

部署群組中的事件通知觸發程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部署群組中事件通知觸發的
上限數量

GitHub 每個帳戶的連接令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單個AWS帳戶的最大 GitHub 
連接令牌數

在 EC2 /內部部署藍/綠部署期間部署完成到
原始執行個體終止之間的小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8

否 在 EC2 /內部部署藍/綠部署
期間部署完成到原始執行個
體終止之間的最大小時間

在 EC2 /內部部署藍/綠部署期間的修訂版部
署到流量轉移到替換執行個體的間隔小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8

否 在 EC2 /內部部署藍/綠部署
期間的修訂版部署與流量轉
移到取代執行個體之間的最
大小時間

每部署執行個體計數 us-east-1：2,000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單一部署中的執行個體上
限數量

需等待的分鐘數分鐘數，需等待的分鐘數分
鐘數分鐘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800

否 成功部署後，從原始部署終
結執行個體前，藍/綠部署可
以等待的最久分鐘數

AWSLambda 初期測試或線性部署期間的第
一個和最後一個流量變化之間的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880

否 AWSLambda 初期或線性
部署，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流
量轉移之間的分鐘數目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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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Guru 效能分析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如果生命週期事件未啟動，直到部署失敗前
的分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如果生命週期事件在 (1) 使
用主控台或AWS CLI create-
deployment 命令觸發部署，
或 (2) 先前的生命週期事件
已完成，則部署失敗前的分
鐘數上限。

可與 Amazon ECS 服務相關聯的部署群組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可與 Amazon ECS 服務關聯
的部署群組的數目最大數量
上限數量

可傳遞至 BatchGetOnPremisesInstances 
API 動作的執行個體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傳遞至 
BatchGetOnPremisesInstances 
API 動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
限

每個帳戶正在進行的並行部署所使用的執行
個體數

us-east-1：3,000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可使用於進行中且和帳戶有
關的同步部署之執行個體最
大數量

Amazon ECS 部署期間流量路由的接聽程式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 Amazon ECS 部署期間，
流量路由的接聽程式數目上
限

如果未完成，則部署生命週期事件失敗前的
秒數

每秒 3,600 秒 否 如果尚未完成，部署生命週
期事件失敗前可持續的最久
秒數

部署群組名稱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部署群組名稱的最大字元數

標籤金鑰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標籤金鑰的最大字元數。

標籤值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標籤數值的最大字元數

部署群組中的標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部署群組可有的最大標籤數

AWSLambda 部署期間可以以一個遞增方式
移動的流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9

否 AWSLambda 部署期間可以
一次增量移動的流量的最大
百分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Deploy使用指南 CodeDeploy中的配額。

亞馬遜 CodeGuru 效能分析工具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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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Guru 檢閱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guru-profil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guru-profil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guru-profil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deguru-profil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deguru-profil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deguru-profil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deguru-profil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guru-profil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guru-profil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deguru-profil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和區域的效能分析群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設定檔
群組數目上限。

亞馬遜 CodeGuru 檢閱者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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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Pipeline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guru-review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guru-review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guru-review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deguru-reviewer.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deguru-reviewer.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deguru-review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deguru-review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guru-review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guru-review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deguru-review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允許的程式碼檢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每個月
的程式碼檢閱數目上限。

AWS CodePipelin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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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Pipeline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pipeline.us-east-2.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pipeline.us-east-1.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depipeline.us-west-1.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pipeline.us-west-2.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depipelin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depipelin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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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pipelin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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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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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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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depipeline.ca-central-1.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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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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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pipelin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depipelin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pipelin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depipelin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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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Pipelin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odepipeline.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depipelin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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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depipeline.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depipelin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 CloudFormation 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AWS CloudFormation 部署
動作逾時之前的時間長度 (以
天為單位)

AWS CodeBuild 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AWS CodeBuild 建置動作或
測試動作逾時前的時間長度 
(以小時為單位)

AWS CodeDeploy ECS (藍/綠) 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AWS CodeDeploy ECS (藍/
綠) 動作逾時之前的時間長度 
(以天為單位)

AWS CodeDeploy 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AWS CodeDeploy 部署動作
逾時之前的時間長度 (以天為
單位)

AWSLambda 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AWSLambda 叫用動作逾時
前的時間長度 (以小時為單
位)

動作組態索引鍵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動作組態索引鍵中允許的字
元數上限

動作組態值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動作組態值中允許的字元數
上限

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任何其他動作逾時前的時間
長度 (以小時為單位)

Amazon S3 部署動作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是 Amazon S3 部署動作逾時之
前的時間長度 (以分鐘為單
位)

核准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否 核准動作逾時之前的時間長
度 (以天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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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CodePipelin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最小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階段允許的動作數下限

每個管道的最小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管道中允許的最小階段數。

總計AWS CodeCommit 或 GitHub 來源人工
因素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GB

否 使用AWS CodeCommit 或 
GitHub 儲存庫之來源階段中
的成品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
位)

Amazon S3 來源成品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GB

否 使用 Amazon S3 成品儲存
貯體的來源階段中的成品大
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參數覆寫的 JSON 物件大小總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KB

否 可存放至屬性的 JSON 物
件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ParameterOverrides 位)

每個管道的動作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管線中允許的動作數上限

每個階段的動作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階段允許的動作數上限

自訂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AWS帳戶中每個區域的自訂
動作數目上限

總圖像定義 JSON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KB

否 在部署 Amazon ECS 容器和
映像的管道中使用的映像定
義檔 JSON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AWS CloudFormation 部署的輸入成品大小
總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MB

否 部署 Lambda 函數時AWS 
CloudFormation 動作的輸入
成品 (以 MB 為單位)

每階段的 parallel 動作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階段中 parallel 動作的數量
上限

執行歷史記錄的總期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

否 可檢視管線執行歷史記錄資
訊的前幾個月的最大數目

管道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AWS帳戶中每個AWS區域的
管線數目上限。

將變更偵測設定為定期檢查來源變更的管線
總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將變更偵測設定為定期檢查
來源變更的每個區域的最大
管線數

每個階段的連續動作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階段中連續動作的數量上限

亞馬遜 EBS 部署的來源成品大小總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MB

否 使用 Amazon EBS 部署應用
程式的管道的來源階段的成
品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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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管道的階段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管線中允許的階段數上限

網絡掛鉤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AWS帳戶中每個區域的最大
網絡掛鉤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Pipeline使用指南 CodePipeline中的配額。

AWS CodeSta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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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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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desta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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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sta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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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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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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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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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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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sta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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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sta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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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如需配額清單，請參閱AWS 的限制 CodeStar在AWS CodeStar 使用者指南。

AWS CodeStar 連線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star-connection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star-connec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odestar-connection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star-connection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destar-connection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star-connection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destar-connection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destar-connection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destar-connection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destar-connectio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destar-connections.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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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star-connection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star-connectio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star-connection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destar-connection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odestar-connection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配額清單，請參閱開發人員工具主控台使用者指南中的連線配額。

AWS CodeStar 通知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destar-notification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destar-notification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destar-notification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destar-notification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destar-notification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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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destar-notificatio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destar-notification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destar-notificatio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destar-notification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destar-notification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destar-notification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odestar-notification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配額清單，請參閱通知的配額在開發人員工具控制台用戶指南。

Amazon Cognito 身分端點與配額
Amazon Cognito 身分集區 (聯合身分) 登入 Amazon Cognito 關。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gnito-idp.us-east-2.amazonaws.com

cognito-idp-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gnito-idp.us-east-1.amazonaws.com

cognito-idp-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ognito-idp.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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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cognito-idp-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gnito-idp.us-west-2.amazonaws.com

cognito-idp-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gnito-idp.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gnito-idp.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gnito-idp.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gnito-idp.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gnito-idp.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gnito-idp.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gnito-idp.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gnito-idp.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gnito-idp.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gnito-idp.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gnito-idp.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gnito-idp.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gnito-idp.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ognito-idp.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gnito-idp.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gnito-idp-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mazon Cognito 身分集區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gnito-identity.us-east-2.amazonaws.com

cognito-identit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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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gnito-identity.us-east-1.amazonaws.com

cognito-identit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ognito-identity.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gnito-identity.us-west-2.amazonaws.com

cognito-identit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gnito-identity.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gnito-identit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gnito-identity.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gnito-identity.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gnito-identity.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gnito-identity.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gnito-identity.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gnito-identity.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gnito-identit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gnito-identit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gnito-identit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gnito-identity.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gnito-identit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ognito-identity.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gnito-identity.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gnito-identity-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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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使用者集區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應用程式
用戶端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自訂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您可以在這個帳戶中建立的
自訂網域數量上限。

每個使用者的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使用者可新增至的群組
數目上限。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群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群組數量
上限。「群組」是使用者集
區中使用者集區中使用者的
集合。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身分提供者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身分識別
提供者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 ClientAuthentication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0

否 ClientAuthentication 類別
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AccountRecover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30

否 UserAccountRecovery 類
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
率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Authentic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20

是 UserAuthentication 類別中
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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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serCreation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UserCreation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別
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配
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Feder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5

是 UserFederation 類別中所
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
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
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Lis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30

否 UserList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計 (每
秒要求數) 上限。類別中
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配
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帳戶的 UserPoolClientRead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

否 UserPoolClientRead 類別
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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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ClientRead 請
求率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ClientRead 類別中
作業的最大呼叫速率 (每秒要
求數)。此類別中的任何操作
都可以按照此速率調用每個
用戶池。您可以在以下位置
找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帳戶的 UserPoolClientUpdate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

否 UserPoolClientUpdate 類別
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ClientUpdate 請
求率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ClientUpdate 類
別中作業的最大呼叫速
率 (每秒要求數)。此類別
中的任何操作都可以按照
此速率調用每個用戶池。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PoolRead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

否 UserPoolRead 類別中所
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
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
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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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 UserPoolResourceRead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0

否 UserPoolResourceRead 類
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
率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ResourceRead 
請求率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ResourceRead 
類別中作業的最大呼叫速
率 (每秒要求數)。此類別
中的任何操作都可以按照
此速率調用每個用戶池。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帳戶的 UserPoolResourceUpdate 請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

否 UserPoolResourceUpdate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
總呼叫率總計 (每秒要
求數) 上限。類別中的所
有作業都會共用配額。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ResourceUpdate 請求率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 
UserPoolResourceUpdate 
類別中作業的最大呼叫速
率 (每秒要求數)。此類別
中的任何操作都可以按照
此速率調用每個用戶池。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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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serPoolUpd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5

否 UserPoolUpdate 類別中所
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
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
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Read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20

是 UserRead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計 (每
秒要求數) 上限。類別中
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配
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ResourceRead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UserResourceRead 類別中
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ResourceUpd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5

否 UserResourceUpdate 類別
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
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
類別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
配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UserToke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20

是 UserToken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別
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配
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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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serUpda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5

否 UserUpdate 類別中所有 
API 作業的總呼叫率總計 
(每秒要求數) 上限。類別
中的所有作業都會共用配
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
到包含的操作列表 https://
docs.aws.amazon.com/
cognito/latest/
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category_operations.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資源伺服器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資源伺服
器數目上限。資源伺服器是
用於存取受保護之資源的伺
服器。

每個資源伺服器的範圍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資源伺服器的範圍數量
上限。範圍是應用程式可以
要求資源的存取層級 (例如讀
取或寫入存取權)。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使用者匯入任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使用者集區的使用者匯
入任務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使用者集區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每個區域的此帳戶
中建立的使用者集區數目上
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mazon Cognito 聯合身分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身分集區名稱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身分集區名稱的大小上限 (位
元組)。

每個帳户的身分集區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帳戶的身分集區數量上
限。

列出 API 呼叫結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否 清單或查閱 API 呼叫的結果
數量上限。

登入提供者名稱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48 個位元組

否 登入供應商名稱的大小上限 
(位元組)。

角色型存取控制規則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控制 
(RBAC) 的規則數量上限

每個身分集區供應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身分集區的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供應商
數量上限。

版本 1.0
18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ognito-idp/quotas/L-7CDAF99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ognito-idp/quotas/L-681BB88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ognito-idp/quotas/L-66E6DF30
https://docs.aws.amazon.com/cognito/latest/developerguide/limits.html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ognito-identity/quotas/L-8692CE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cognito-identity/quotas/L-14403AD5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Cognito Sync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mazon Cognito Sync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gnito-sync.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gnito-sync.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gnito-sync.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gnito-sync.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gnito-sync.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gnito-sync.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gnito-sync.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gnito-sync.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gnito-sync.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gnito-sync.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gnito-sync.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大量發佈的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4

否 請求成功之後等待大量發佈
的時間上限 (小時)。

資料集名稱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個位元組

否 資料集名稱的大小上限 (以位
元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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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料集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是 資料集的大小上限 (MB)。

每個身分的資料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身分識別的資料集數量
上限。

每個資料集的記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是 每個資料集的記錄數量上
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Cognito 的配額在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

Amazon Comprehend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mprehend.us-east-2.amazonaws.com

comprehend-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mprehend.us-east-1.amazonaws.com

comprehen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mprehend.us-west-2.amazonaws.com

comprehend-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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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mprehend.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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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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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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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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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mprehend.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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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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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mprehen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mprehend.us-gov-west-1.amazonaws.com

comprehend-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BatchDetectDominantLanguage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DominantLanguage 
請求的數量上限

BatchDetectEntitie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Entitie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BatchDetectKeyPhrase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KeyPhrase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BatchDetectSentime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Sentimen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BatchDetectSyntax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Syntax 請求的
數量上限

BatchDetectTargetedSentiment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BatchDetectTargetedSentime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DocumentClassifier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CreateDocumentClassifi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EntityRecogniz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CreateEntityRecognizer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DocumentClassifier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leteDocumentClassifi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EntityRecognizer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leteEntityRecognizer 請
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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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scribe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 每秒交
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DocumentClassifier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DocumentClassifi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Entities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EntityRecognizer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EntityRecogniz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Event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Events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KeyPhras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
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KeyPhrases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Pii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PiiEntities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
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Topic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scribeTopicsDetection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tectDominantLanguage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DominantLanguage 
作用中任務數量上限

DetectDominantLanguage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DominantLanguage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tectEntities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Entities 作用中任務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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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Entitie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Entities 請求的數量上
限

DetectEvents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Events 作用中任務數
量上限

DetectKeyPhrases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KeyPhrases 作用中任
務數量上限

DetectKeyPhrase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KeyPhrase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tectPiiEntities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PiiEntities 作用中任務
數量上限

DetectPiiEntitie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PiiEntities 請求的數量
上限

DetectSentiment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Sentiment 作用中任務
數量上限

DetectSentime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Sentiment 請求的數量
上限

DetectSyntax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Syntax 請求的數量上
限

DetectTargetedSentiment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etectTargetedSentiment 作
用中任務數量上限

DetectTargetedSentiment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DetectTargetedSentim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ocumentClassification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ocumentClassification 作
用中任務數量上限

DocumentClassifier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DocumentClassifier 作用中
任務數量上限

端點最大作用中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許
地的作用中端點數量上限

端點每個帳戶的推論單位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許
地的推論單位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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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每個端點的推論單位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端點允許
地的推論單元數量上限

EntityRecognizer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EntityRecognizer 作用中任
務數量上限

List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s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List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DocumentClassifier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ListDocumentClassifier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s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地的 
List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Entities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EntitiesDetectionJobs 請
求數量上限

ListEntityRecognizer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EntityRecognizers 請求
數量上限

ListEvents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EventsDetectionJobs 請
求數量上限

ListKeyPhrases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KeyPhrasesDetectionJobs 
請求數量上限

ListPiiEntities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PiiEntitiesDetectionJobs 
請求數量上限

ListSentiment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SentimentDetectionJobs 
請求數量上限

ListTagsFor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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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s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s 
請求數量上限

ListTopicsDetectionJob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TopicsDetectionJobs 請
求數量上限

Start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DocumentClassifica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EntitiesDetectionJob 請
求數量上限

StartEvent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EventsDetectionJob 請
求數量上限

StartKeyPhras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KeyPhrases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Pii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PiiEntities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artTopic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artTopicsDetectionJob 請
求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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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Stop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DominantLanguage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op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EntitiesDetectionJob 請
求數量上限

StopEvent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EventsDetectionJob 請
求數量上限

StopKeyPhras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KeyPhrases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opPiiEntities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PiiEntities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op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交易的節
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op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每秒
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TargetedSentimentDetectionJob 
請求數量上限

StopTrainingDocumentClassifier 每秒交易
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TrainingDocumentClassifier 
請求數量上限

StopTrainingEntityRecognizer 每秒交易的
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StopTrainingEntityRecognizer 
請求數量上限

Tag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TagResource 請求數
量上限

TopicsDetection 最大作用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允許的 
TopicsDetection 作用中任務
數量上限

UntagResource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UntagResource 請求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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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mprehend 開發人員指南》。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mprehendmedical.us-east-2.amazonaws.com

comprehendmedical-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mprehendmedical.us-east-1.amazonaws.com

comprehendmedical-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mprehendmedical.us-west-2.amazonaws.com

comprehendmedical-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mprehendmedical.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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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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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mprehendmedica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mprehendmedical.us-gov-
west-1.amazonaws.com

comprehendmedical-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tectEntities 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CPS)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DetectEntities 作業每秒的字
元數上限 (CPS)。

DetectEntities-v2 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CPS)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DetectEntities-v2 作業每秒
的字元數上限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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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PHI 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CPS)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偵測 PHI 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上限 (CPS)。

推斷 10 公分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CPS)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推論 10 公分作業的每秒字元
數上限 (CPS)。

InferRxNorm 作業的每秒字元數 (CPS)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InferRxNorm 作業每秒的字
元數上限 (CPS)。

DetectEntities 作業的最大文件大小 (UTF-8 
字元)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KB

否 DetectEntities 作業的最大文
件大小 (UTF-8 字元)。

DetectEntities-v2 作業的最大文件大小 
(UTF-8 字元)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KB

否 DetectEntities-v2 作業的最
大文件大小 (UTF-8 字元)。

偵測 PHI 作業的最大文件大小 (UTF-8 字元)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KB

否 偵測 PHI 作業的最大文件大
小 (UTF-8 字元)。

推斷 10 公分作業的最大文件大小 (UTF-8 字
元)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 KB

否 推斷 10 公分作業的最大文件
大小 (UTF-8 字元)。

InferRxNorm 作業的最大文件大小 (UTF-8 
字元)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 KB

否 InferRxNorm 作業的最大文
件大小 (UTF-8 字元)。

批次任務的個別檔案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KB

否 批次工作的個別檔案大小上
限。

批次任務的檔案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0,000

否 批次任務的檔案數量上限。

文字分析批次工作 (所有檔案) 的大小上限 
(G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GB

否 文字分析批次工作 (所有檔
案) 的大小上限 (GB)。

Ontology Linking 批次分析工作的大小上限 
(所有檔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本體連結批次分析工作 (所有
檔案) 的最大大小。

批次任務的大小下限 (所有檔案) 每個支援的區域：1 
個

否 批次工作 (所有檔案) 的大小
下限。

DescribeEntitiesDetectionV2 工單作業的每
秒異動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DescribeEntitiesDetectionV2 
工單作業每秒交易數量上
限。

說明 10 公分InferenceJob 操作的每秒交易
數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描述 D10cmInferenceJob 操
作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描述 PhIDetection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描述 PhiDetectionJob 作業
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Describe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
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Describe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DetectEntities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DetectEntities 作業的每秒交
易數量上限。

DetectEntities-v2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DetectEntities-v2 作業每秒
交易數量上限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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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偵測 PhI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TPS) 的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適用於推論 D10cm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推斷 D10cm 作業的數量上
限 (TPS)。

InferRxNorm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InferRxNorm 作業的每秒交
易數量上限。

ListEntitiesDetectionV2 工單作業的每秒交
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ListEntitiesDetectionV2Jobs 
作業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TPS)。

清單 10 公分InferenceJobs 作業的每秒交易
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ListD10cmInferenceJobs 操
作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ListPhIDetectionJobs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ListPhIDetectionJobs 作業每
秒交易數量上限。

ListRxNormInferenceJobs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ListRxNormInferenceJobs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StartEntitiesDetectionV2 工單作業的每秒異
動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StartEntitiesDetectionV2 工
單作業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啟動 10 公分InferenceJob 操作的每秒交易
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啟動 D10cmInferenceJob 操
作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StartPhIDetection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IniTPhiDetectionJob 作業的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Start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Start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StopEntitiesDetectionV2 工單作業的每秒異
動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StopEntitiesDetectionV2 工
單作業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停止 10 公分InferenceJob 操作的每秒交易
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停止 D10cmInferenceJob 操
作的交易數量上限 (TPS)。

SutPhIDetection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StoPhIDetectionJob 作業每
秒交易數量上限。

Stop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StopRxNormInference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AWS Compute Optimiz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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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mpute-optimiz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mpute-optimiz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ompute-optimiz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mpute-optimiz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mpute-optimiz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mpute-optimiz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ompute-optimiz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ompute-optimiz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mpute-optimiz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ompute-optimizer.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mpute-optimizer.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mpute-optimiz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mpute-optimiz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mpute-optimiz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ompute-optimiz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mpute-optimiz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mpute-optimiz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mpute-optimiz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ompute-optimiz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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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mpute-optimiz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ompute-optimiz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ompute-optimizer-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mpute-optimizer-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每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每秒的 API 呼叫次
數。

AWS Config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onfig.us-east-2.amazonaws.com

config-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nfig.us-east-1.amazonaws.com

config-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config.us-west-1.amazonaws.com

config-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nfig.us-west-2.amazonaws.com

config-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nfi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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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onfi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confi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confi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confi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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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confi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nfi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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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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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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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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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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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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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nfi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confi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onfi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confi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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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confi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onfi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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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confi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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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onfig.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nfig.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WS Config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 AWS Config 規則數
上限

400 是

組態彙總工具的數量上限 50 是

彙總工具中的帳戶數目上限 10000 否

所有彙總工具每週新增或刪除的帳戶數目
上限

1000 是

標籤數目上限 50 否

單一帳戶與區域中儲存的最大查詢數目 300 是

單一帳戶一致性套件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帳戶的一致性套件數量上限 50 否

每個一致性套件的 AWS Config 規則數上
限

130 否

所有一致性套件中每個帳號每個區域的
AWS Config規則數目上限

150 否

Note

AWS Config符合性套件中的規則會計入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AWS Config規則數目上限的配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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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一致性套件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每個組織的一致性套件數量上限 50 否

每個組織一致性套件的AWS Config規則
數目上限

130 否

所有組織一致性套件中每個帳號每個區域
的AWS Config規則數目上限

350 否

Note

在組織層級部署子帳戶的配額計數。 AWS Config符合性套件中的規則會計入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
AWS Config規則數目上限的配額中。

組織組態規則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每個組織的組織 AWS Config 規則數量上
限

150 否

Note

在組織層級部署子帳戶的配額計數。

Amazon Connec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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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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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connec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nne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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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nnec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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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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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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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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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onnec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Connect 隱形眼鏡端點

Amazon Connect 隱形眼鏡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ontact-le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ontact-len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ontact-len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ontact-len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ontact-len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ontact-le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ontact-len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ontact-le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Connect 參與者服務端

Amazon Connect 參與者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participant.connect.us-east-1.amazonaws.com

participant.connec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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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participant.connect.us-west-2.amazonaws.com

participant.connec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participant.connec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participant.conne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participant.connec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participant.connec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participant.connec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participant.connec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participant.connec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articipant.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participant.connec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Connect Customer Profiles 端點

Amazon Connect 客戶檔案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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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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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profil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rofil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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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rofil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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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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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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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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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ofil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ppIntegrations 服務端點

該 AppIntegrations 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integr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app-integr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integrations.us-west-2.amazonaws.com

app-integration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integration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integration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integration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integration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integration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p-integratio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p-integration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p-integration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integratio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Connect Cases 服務端點

Amazon Connect 案例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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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ases.us-east-1.amazonaws.com

cas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ases.us-west-2.amazonaws.com

cas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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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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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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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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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cas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Connect Voice ID 服務端點

Amazon Connect 語音 ID 服務具有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voiceid.us-east-1.amazonaws.com

voicei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voiceid.us-west-2.amazonaws.com

voiceid-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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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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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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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voiceid.ca-central-1.amazonaws.com

voiceid-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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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voicei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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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每個實例的 Lambda 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所
建立的AWS Lambda 函數的
最大數量。

每個執行個體的客服人員狀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以建立的代理程式狀態數量
上限。此限制無法提高。

每個排程代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排程的代理
程式數目上限。

每個人員配置群組的代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人員配置群
組的代理人數上限。

允許實例上的客戶呼叫者 I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啟用或停用此
執行個體中的自訂來電者 ID 
的設定。

Amazon Connect 實例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所
建立的 Amazon Connect 執
行個體的最大數量。

Amazon Lex V2 機器人別名每個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執行個體中使用
的 Amazon Lex V2 機器人別
名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 Amazon Lex 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以使用的 Amazon Lex 機器
人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容量方案覆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的
容量方案覆寫上傳數量上
限。

容量計劃使用者資料上傳每個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上
傳的容量方案使用者資料上
傳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容量規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執行環境中建立的容量計劃
案例數目上限。

每個實例的容量計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執行個體中建立的容量計劃
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並行有效通話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區域
中，此執行環境中的並行作
用中呼叫的最大數量。如果
超過此選項，則連絡人會得
到快速忙碌音，表示呼叫號
碼的傳輸路徑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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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實例的並發活動聊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區域
中，此例可進行有效聊天的
最大數量。如果超過此值，
則無法啟動額外的聊天工作
階段。

每個實例的並發活動任務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區域
中，此執行環境中的並行作
用中作業的最大數量。如果
超過此值，則無法建立其他
工作。

每個執行個體的同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目前區域中執行個體同時可
處理的上傳次數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聯絡流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建立的聯絡流程數量上限。

每次上傳容量計劃覆寫的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否 目前區域中的執行個體，容
量計劃覆寫檔案上傳的最大 
MB 數。

每次上傳容量計劃使用者資料的檔案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的執行個體，容
量計劃使用者資料檔案上傳
的最大 MB 數。

每次上傳預測覆寫的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否 目前區域中的執行個體，預
測覆寫檔案上傳的最大 MB 
數。

每次上傳歷史實際值的檔案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的執行個體，
歷史實際值上傳的最大 MB 
數。

每個實例的 Forecast 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執行環境中建立的預測群組
數目上限。

每個實例的 Forecast 覆蓋上傳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上
傳的預測覆寫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上傳歷史實際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上
傳的歷史實際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操作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
可以建立的作業時數量上
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電話號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以申請的電話號碼數量上
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提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例
證中建立的提示數量上限。

每個預測群組的佇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指定預測群組中可擁有的佇
列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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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執行個體的佇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所
能建立的佇列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每個路由設定檔的佇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中
每個路由設定檔所建立的佇
列最大數量。

每個執行個體的快速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例項可進行
快速連線/傳輸目的地的數量
上限。

AssociateQueueQuickConnects API 請求的
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AssociateQueueQuickConnect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Associ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請求的
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Associ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CreateQueu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CreateQueu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CreateQuickConnec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CreateQuickConnect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CreateRoutingProfil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CreateRoutingProfile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CreateUs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CreateUser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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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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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Creat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leteQuickConnec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leteQuickConnect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DeleteUs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leteUser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Delet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let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scribeHoursOfOpera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HoursOfOperation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scribeQueu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Queu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scribeQuickConnec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QuickConnect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DescribeRoutingProfil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RoutingProfil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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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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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Us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User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scrib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UserHierarchyGroup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escribeUserHierarchyStructure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escribeUserHierarchyStructur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isassociateQueueQuickConnects API 請
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isassociateQueueQuickConnect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Disassoci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請
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Disassoci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GetContactAttribut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GetContactAttributes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GetCurrentMetricData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GetCurrentMetricData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GetFederationToke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GetFederationToken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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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etricData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GetMetricData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ListContactFlow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個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ContactFlows API 要求
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Amazon Connect 會在
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業
的請求。

ListHoursOfOperation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HoursOfOperation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ListPhoneNumber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PhoneNumbers API 要求
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Amazon Connect 會在
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業
的請求。

ListQueueQuickConnect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QueueQuickConnect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ListQueu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Queu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ListQuickConnect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QuickConnects API 要求
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Amazon Connect 會在
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業
的請求。

List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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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RoutingProfil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RoutingProfiles API 要求
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Amazon Connect 會在
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業
的請求。

ListSecurityProfil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SecurityProfiles API 要求
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Amazon Connect 會在
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業
的請求。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ListUserHierarchyGroup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UserHierarchyGroup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ListUser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ListUsers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StartOutboundVoiceContact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StartOutboundVoiceContact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StopContac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StopContact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TagResourc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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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ntagResourc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ContactAttribut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ContactAttribut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QueueHoursOfOperation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eueHoursOfOperation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QueueMaxContact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eueMaxContact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QueueNam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eueName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UpdateQueueOutboundCallerConfig API 請
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eueOutboundCallerConfig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QueueStatu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eueStatus API 要
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Amazon Connect 會
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作
業的請求。

UpdateQuickConnectConfig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ickConnectConfig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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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QuickConnectNam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QuickConnectNam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RoutingProfileConcurrency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RoutingProfileConcurrency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RoutingProfileDefaultOutboundQueu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RoutingProfileDefaultOutboundQueu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RoutingProfileNam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RoutingProfileNam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RoutingProfileQueu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UserHierarch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Hierarchy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UpdateUserHierarchyGroupName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HierarchyGroupNam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UserIdentityInfo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IdentityInfo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達到此
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內拒絕此
作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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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UserPhoneConfig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PhoneConfig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UserRoutingProfil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RoutingProfile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UpdateUserSecurityProfil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每秒允許的 
UpdateUserSecurityProfiles 
API 要求數目上限。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Amazon 
Connect 會在剩餘時間間隔
內拒絕此作業的請求。

每個執行個體的報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執
行個體中建立的報告數量上
限。個人儲存的報告會列入
此限額的計算。最佳實務建
議您實務，所以報告不會堆
積。

每個執行個體的轉接設定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以在此執行個體中建立的路
由設定檔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排程報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
可以建立的預約報告數量上
限。

每個例的排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的
排程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安全設定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
可以建立安全性設定檔數量
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移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的
班次活動數目上限。

每班輪廓的班次活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目前區域中班次設定檔中班
次活動的最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描述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的
最大移位設定檔數目。

每個執行個體的人員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執行個體的
人員配置群組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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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員配置組的主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人員配置群
組的主管人數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使用者階層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區域
中，此執行個體所建立的使
用者階層群組的最大數量。

每個執行個體的使用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執行個體可
建立的使用者數量上限。

Amazon Connect 客戶設定檔服務配額

Amazon Connect 客戶設定檔服務具有下列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mazon Connect 客戶設定檔域名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能建立的 Amazon 
Connect 客戶設定檔網域
中，在此帳戶所允許的 
Amazon Connect 客戶

每個物件類型索引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AWS Region 中每個物
件類型可定義的索引鍵數目
上限。

有效期限上限 (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98

是 可針對目前AWS區域中的物
件或設定檔定義的有效期限
上限 (以天為單位)。

容量上限的速率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每個網域
的整合數量上限。

設定檔所有物件的大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51,200 KB

是 目前「AWS區域」中縱斷面
的總大小，包括其所有相關
物件。

物件和設定檔的最大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KB

否 目前「AWS區域」中單一輪
廓或輪廓物件的最大大小。

每個網域的物件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網
域可定義的物件類型數目上
限。

每個輪廓的物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目前「AWS區域」中可貼附
至單一縱斷面的物件數目上
限。

Amazon Connect Cases

Amazon Connect 案例服務具有以下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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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Data Exchange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案例每個AWS帳戶的域 2 是

案例網域中的欄位 50 是

案例網域中每個單選欄位的欄位選項 100 是

案例域中的佈局 25 是

案例領域中的模板 25 是

可附加至案例的相關項目 50 是

每個案例模板的案例字段 30 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nnect 管理員指南中的 Amazon Connect Ser vice Quotas。

AWSData Exchang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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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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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dataexchang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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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exchang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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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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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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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ataexchang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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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Data Exchang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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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exchang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每個修訂的 Lake Formation 數據許可
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修訂可包含的AWS 
Lake Formation 資料權限資
產數目上限。

Amazon API Gateway API 資產 (每個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修訂可包含的 Amazon 
API Gateway API 資產數目
上限。

Amazon Redshift 數據從 Redshift 每個導入
任務查看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在單一任務中
從 Redshift 匯入的最大 
Amazon 紅移資料資產數
量。

Amazon Redshift 數據查看每個修訂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修訂可包含的 Amazon 
Redshift 資料資產數目上
限。

Amazon S3 資料存取資產 (每個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單一修訂可包含的 Amazon 
S3 資料存取資產數目上限。

來自 Amazon S3 的每個匯出任務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在單一任務中匯出至 
Amazon S3 的資產數目上
限。

資產大小 (GB)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 GB

否 單一資產的最大大小 (以 GB 
為單位)。

Amazon S3 每個匯入任務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在單一任務中從 
Amazon S3 匯入的資產數目
上限。

每個修訂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單一修訂可包含的資產數目
上限。

每個資料集自動匯出事件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資料集的 auto 匯出事件
動作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自攜訂閱優惠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單一帳戶可建立的 BYOS (自
攜訂閱) 提供的最大數量。

從 S3 儲存貯體建立 Amazon S3 資料存取
資產的並行進行中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從 S3 儲存貯體建立 
Amazon S3 資料存取資產
的同時執行任務 (即任務 
IN_PROGRESS) 的最大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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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Data Exchange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將資產匯出到 Amazon S3 的同時進行中任
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將資產匯出到 Amazon S3 
的同時執行任務數目上限 (即
處於 IN_PROGRESS 狀態
的任務)。

將資產匯出至已簽署 URL 的並行進行中工
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同時執行中的工作數目上限 
(即具有 IN_PROGRESS 狀
態的工作)，可將資產匯出至
已簽署 URL。

將修訂檔匯出到 Amazon S3 的同時進行中
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將修訂匯出到 Amazon S3 
的同時執行任務 (即處於 
IN_PROGRESS 狀態的任
務) 的最大數目。

從 Amazon API Gateway 匯入資產的並行進
行中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從 Amazon API Gateway 
匯入資產的同時執行任務 (即
處於 IN_PROGRESS 狀態
的任務) 的最大數目。

從 Amazon Redshift 資料庫匯入資產的並行
進行中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同時執行中的任務數目上限 
(即處於 IN_PROGRESS 狀
態的工作) 以匯入 Amazon 
Redshift 資料存取器。

從 Amazon S3 匯入資產的並行進行中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從 Amazon S3 匯入資產
的同時執行任務 (即處於 
IN_PROGRESS 狀態的任
務) 的最大數目。

從已簽署的 URL 匯入資產的並行進行中工
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從已簽署的 URL 匯入資產
的同時執行工作 (即具有 
IN_PROGRESS 狀態的工
作) 的最大數目。

從AWS Lake Formation 標籤政策導入資產
的同時進行中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從AWS Lake Formation 
標籤策略匯入資產的
同時執行作業 (即具有 
IN_PROGRESS 狀態的工
作) 的最大數目。

每個產品的資料字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產品的資料字典的最大
數量。

資料說明檔案大小 (M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是 資料字典的大小上限 (MB)。

每個帳戶的資料集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個帳戶的資料集的最大數
量。

每個產品的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單一產品可包含的資料集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事件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的事件動作數量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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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私人優惠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單個帳戶可建立的自訂選件
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的產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的發佈產品數量上
限。

每個資料集的產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可包含指定資料集的產品數
目上限。

每個AWS Lake Formation 數據權限數據集
的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AWS Lake Formation 
資料權限資料集可包含的最
大修訂數目。

每個 Amazon API Gateway API 資料集的修
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 Amazon API Gateway 
資料集可包含的最大修訂數
目。

每個 Amazon Redshift 數據識別數據集的修
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單一 Amazon Redshift 資料
識別資料集可包含的最大修
訂數目。

每個 Amazon S3 資料存取資料集的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單一 Amazon S3 資料存取
資料集可包含的最大修訂
數。

每個附加元件變更集的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 AdDreVisions 類型的
單一AWS Marketplace 目
錄 API 中，可發佈至產品 
ChangeSet 的最大修訂數
量。

每個資料集的修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單一資料集可包含的最大修
訂數目。

範例檔案大小 (MB) 每個支援的區域：50 
MB

是 樣本的大小上限 (單位：
MB)。

每個產品的樣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產品的樣本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Data Exchange 使用手冊》中的 ＜AWS Data Exchange 配額 ＞。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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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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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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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lm.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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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lm.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lm.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l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dl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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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l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l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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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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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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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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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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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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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lm.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lm.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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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Data Pipelin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dlm.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lm.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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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lm.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lm.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lm.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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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lm.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l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的政策數量上限

每個共用規則的目標帳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共用規則的目標帳號數
目上限。

AWS Data Pipelin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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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Data Pipeline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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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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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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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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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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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重試嘗試之間的最短延遲時間（分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重試嘗試之間的最短延遲時
間，以分鐘為單位。

以分鐘為單位的最小排程間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最小排程間隔 (以分鐘為單
位)。

每個 EC2 資源物件的 EC2 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 EC2 資源物件的 EC2 
執行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欄位的 UTF8 位元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否 每個字段的最大 UTF8 字節
數。

每個欄位名稱或識別符的 UTF8 位元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每個欄位名稱或識別碼的最
大 UTF8 位元組數。

每個物件的 UTF8 位元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360

否 每個物件的 UTF8 位元組數
上限 (包括欄位名稱)。

每個物件的作用中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物件的使用中實例數上
限。

每個物件的欄位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對象的最大字段。

每個管道的物件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配管可定義的物件數目
上限。

您可以建立的配管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建立的配管數目上
限。

收闔至單一物件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否 收闔成單一物件的最大數
目。

版本 1.0
22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datapipeline/quotas/L-38666D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datapipeline/quotas/L-68BE1CD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datapipeline/quotas/L-F826FAFA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DataSync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從物件建立執行個體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 分鐘 1

否 每 5 分鐘從物件建立執行個
體的速率。

每個任務重試管道活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任務的管線活動重試數
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Data Pipeline配額在AWS Data Pipeline開發人員指南。

AWS DataSync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tasync.us-east-2.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tasync.us-east-1.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atasync.us-west-1.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tasync.us-west-2.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atasync.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atasync.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datasync.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atasync.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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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atasync.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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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ync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sync.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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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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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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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atasync.ca-central-1.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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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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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sync.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atasync.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atasync.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atasync.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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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atasync.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atasync.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atasync.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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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atasync.us-gov-east-1.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atasync.us-gov-west-1.amazonaws.com

datasync-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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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M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任務檔案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0,000

是 每個任務的檔案數量上限。

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建立的任務數量上限。

每任務的輸送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 千兆位元

是 每項工作的最大輸送量。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ms.us-east-2.amazonaws.com

dm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ms.us-east-1.amazonaws.com

dm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ms.us-west-1.amazonaws.com

dm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ms.us-west-2.amazonaws.com

dm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m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m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dm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m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dm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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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M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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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m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m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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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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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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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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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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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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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m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m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m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m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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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m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m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m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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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m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m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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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M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憑證件件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憑證件數目上限。

Endpoint count (端點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端點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複製執行個體允許的端
點數目上限。

事件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您可以訂閱的AWS DMS 事
件數目上限。

DMS 叢集建議程式收集器執行個體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DMS 叢集建議程式收集器建
立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資料提供者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資料庫提供的數目上限

執行個體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否 執行個體的數目上限

移轉專案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移轉專案件的數目上限

DMS 艦隊顧問每小時可傳送的資料檔案數
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小時 500

否 DMS 叢集顧問收集器每小時
可傳送的檔案數目上限

DMS 車隊建議程式可以處理的資料庫物件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000

否 AWSDMS 叢集建議程式可
以處理的資料庫物件總數。
數據庫對象是用於存儲或引
用數據的任何數據結構，包
括表，視圖，存儲過程，函
數和觸發器

DMS 叢集建議程式收集器中的監視物件數
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客戶可在單一 DMS 叢集建
議程式收集器中新增的監視
物件數目上限

複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複製個體數目上限。

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子網路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每個子網路群組允許地的子
網路數目上限。

任務件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任務任務數目上限。

DMS 車隊顧問中收集的數據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GB

否 所有 DMS 叢集顧問收集器
可收集的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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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儲存體總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0 GB

是 所有複寫個個體加在一起的
儲存體加在一起的儲存體加
在一起的儲存體

AWS DeepLen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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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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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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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裝置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同一帳戶中裝置的最大數
量。

每個帳戶的模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同一帳戶中模型的最大數
量。

每個帳戶的專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同一帳戶中專案的最大數
目。

每個專案的版本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任何專案可同時擁有的版本
數量上限。

AWS DeepRace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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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ve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eepracer.us-east-1.amazonaws.com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汽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任何帳戶可同時擁有的最大
汽車數量。

評估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相同區域中相同科目的並行
評估工單數目上限。

訓練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同一區域中同一帳戶中同時
訓練工作的最大數目。

亞馬遜 Detectiv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detective.us-east-2.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detective.us-east-1.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i.detective.us-west-1.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detective.us-west-2.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i.detectiv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i.detectiv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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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大師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detectiv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detectiv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i.detectiv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i.detectiv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detectiv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i.detective.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i.detectiv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detectiv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i.detectiv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i.detectiv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i.detectiv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i.detectiv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i.detectiv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i.detectiv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i.detective.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i.detective.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detectiv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ecDetective 配額。

亞馬遜 DevOps大師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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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evops-guru.us-east-2.amazonaws.com

devops-guru-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evops-guru.us-east-1.amazonaws.com

devops-guru-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evops-guru.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evops-guru.us-west-2.amazonaws.com

devops-guru-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evops-guru.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evops-guru.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evops-guru.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evops-guru.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evops-guru.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evops-guru.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evops-guru.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evops-guru.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evops-guru.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evops-guru.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devops-guru.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devops-guru.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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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資源 配額

您可以一次指定的最大 Amazon 簡單通知服務主題
數量

2

您可以指定的最大AWS CloudFormation堆疊數 1000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DevOps Guru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Device Farm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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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在計量設備上進行自動化測試的並發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同時執行自動化測試的計量 
Device Farm 數目最大值。

在計量裝置上進行遠端存取的並發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同時執行遠端存取工作階段
的計量 Device Farm 數目最
大值。

遠端存取工作階段長度 (分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每個裝置的遠端存取工作
階段長度上限 (以分鐘為單
位)。

每個設備的測試運行超時（分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每個設備的自動化測試運行
的最長長度（以分鐘為單
位）。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千兆字節

否 要上傳的檔案大小上限。

AWS Direct Connec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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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irectconnect.us-east-2.amazonaws.com

directconnec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irectconnect.us-east-1.amazonaws.com

directconnec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irectconnect.us-west-1.amazonaws.com

directconnec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irectconnect.us-west-2.amazonaws.com

directconnec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irectconnec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irectconnec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directconnect.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irectconnect.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directconnect.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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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irectconnect.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irectconne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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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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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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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irectconnec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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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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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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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irect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irectconnect.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irectconne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irectconnect.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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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irectconnect.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irectconnec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irectconnec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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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irectconnec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irectconnec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位置的有效AWS直接 Connect 專用連
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位置的使用中AWS直 
Connect 線專用連線數目上
限。

專用連線線或每個連結群組 (LAG)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每個連結結合群組 (LAG) 的
最大值。

全域AWS直 Connect 閘道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個帳戶的AWS直 Connect 
閘道數目上限。

每個AWS區域的連結彙總群組 (LAG)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區域的連結彙總群組 
(LAGAWS) 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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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在傳輸虛擬介面上，每個AWS傳輸閘道從內
部部署AWS到內部部署的首碼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在傳輸虛擬介面上，每個
AWS傳輸閘道從內部部署
AWS到內部部署的首碼數目
上限。

每個AWS直接 Connect 專用連接的私有或
公共虛擬界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AWS直 Connect 連線專
用連線的私人或公用介面數
目上限。

每個「AWS直 Connect」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AWS直 Connect 閘道的
傳輸閘道數目上限。

每個AWS直 Connect 閘道的虛擬介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每個AWS直 Connect 閘道的
虛擬介面數目上限。

每個「AWS直 Connect」的虛國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AWS直 Connect 閘道的
虛擬私有閘道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Direct Connect使用指南中的AWS Direct Connect配額。

AWS Directory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s.us-east-2.amazonaws.com

d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s.us-east-1.amazonaws.com

d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s.us-west-1.amazonaws.com

d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s.us-west-2.amazonaws.com

d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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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d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d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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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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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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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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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s.ca-central-1.amazonaws.com

d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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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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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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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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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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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s.us-gov-east-1.amazonaws.com

d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d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如需依目錄類型分類的支援端點清單，請參閱的區域可用性AWS Directory Service。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D Connector 目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可以建立 AD 
Connector 目錄的數量上
限。

AWSManaged Microsoft AD Director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AWS受管理 Microsoft AD 目
錄數目上限。

AWSManaged Microsoft AD 網域控制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以新增至AWS受管理 
Microsoft AD 目錄的網域控
制站數目上限。

AWSManaged Microsoft AD 手動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為AWS受管理的 
Microsoft AD 目錄建立的手
動快照數目上限。

Simple AD 目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可以建立的 
Simple AD 目錄數量上限。

Simple AD 手動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為 Simple AD 目錄建
立的手動快照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AD Connector 配額
• AWS Managed Microsoft AD 配額
• Simple AD 配額

Amazon DocumentDB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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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latest/admin-guide/ad_connector_limi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latest/admin-guide/ms_ad_limi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latest/admin-guide/simple_ad_lim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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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DocumentDB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d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d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d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d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d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d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d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d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d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d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d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d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d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d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如需尋找並連線到叢集或執行個體端點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mazon DocumentDB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 
Amazon DocumentDB 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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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叢集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的數量
上限

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叢集集數量上限

事件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事件訂閱的數量上限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資料庫執行個體數量上
限

手動叢集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手動數量上限

僅供讀取複本數 (每個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每個叢集集集集集數量上限
制

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數量上
限

每個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子
網路數目上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mazon RDS 資源的標
籤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 VPC 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Amazon VPC 之資料庫
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庫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DocumentDB Service Quotas 。

Amazon DynamoDB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如需 DynamoDB 特有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DynamoDB 中的配額。

服務端點
DynamoDB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ynamodb.us-east-2.amazonaws.com

dynamodb-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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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ynamodb.us-east-1.amazonaws.com

dynamodb-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ynamodb.us-west-1.amazonaws.com

dynamodb-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ynamodb.us-west-2.amazonaws.com

dynamodb-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ynamodb.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ynamodb.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dynamodb.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ynamodb.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dynamodb.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ynamod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ynamodb.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ynamod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ynamod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ynamod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ynamod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ynamodb.ca-central-1.amazonaws.com

dynamodb-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ynamod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版本 1.0
244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DynamoDB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ynamo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ynamod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ynamodb.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ynamodb.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dynamodb.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dynamodb.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dynamodb.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ynamodb.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ynamodb.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dynamod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ynamodb.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ynamodb.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DynamoDB Accelerator (DAX)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x.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dax.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x.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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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ax.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ax.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ax.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ax.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ax.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ax.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ax.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dax.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mazon DynamoDB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treams.dynamodb.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treams.dynamodb.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treams.dynamodb.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treams.dynamodb.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treams.dynamodb.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treams.dynamodb.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treams.dynamodb.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treams.dynamodb.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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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treams.dynamodb.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treams.dynamod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treams.dynamodb.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treams.dynamodb.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treams.dynamodb.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treams.dynamodb.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treams.dynamodb.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treams.dynamod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treams.dynamod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treams.dynamo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treams.dynamod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treams.dynamodb.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treams.dynamodb.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treams.dynamodb.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treams.dynamodb.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treams.dynamodb.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treams.dynamodb.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treams.dynamodb.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treams.dynamod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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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treams.dynamodb.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treams.dynamodb.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帳戶層級讀取輸送量限制 (佈建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000

是 為帳戶配置的讀取容量單
位數目上限；僅適用於佈
建讀取/寫入容量模式下
的表格 (包括所有關聯的
全域次要索引)。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Limits.html 
#default-limits-throughput-
capacity 模式

帳戶層級寫入輸送量限制 (佈建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000

是 為帳戶配置的寫入容量單
位數目上限；僅適用於佈
建讀取/寫入容量模式下
的表格 (包括所有關聯的
全域次要索引)。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Limits.html 
#default-limits-throughput-
capacity 模式

並發控制平面操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允許的並行控制平面作
業數目上限。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
latest/developerguide/
Limits.html#limits-api

每個資料表全域次要索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可為表格建立的全域
次要索引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
ServiceQuotas參閱：limits-
secondary-indexes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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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表格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表格數
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ServiceQuotas .ust-
#limits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

每天佈建的容量減少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7

是 每天最多允許減少四次
（GMT 時區）。此外，如
果過去一小時沒有減少，則
允許額外減少，從而有效地
使一天中的最大減少次數達
到 27 倍。如需詳細資訊，請
ServiceQuotas參閱：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

表格層級讀取輸送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資料表或全域次要索引配置
的讀取輸送量數目上限。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Limits.html 
#default-limits-throughput-
capacity 模式

表格層級寫入輸送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00

是 資料表或全域次要索引配置
的寫輸送量數目上限。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Limits.html 
#default-limits-throughput-
capacit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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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ynamoDB Streams 的寫入輸送量限制 (佈
建模式)

us-east-1：4 萬個

us-east-2：4 萬個

us-west-1：4 萬個

us-west-2：4 萬個

ap-northeast-1：4 
萬個

ap-northeast-2：4 
萬個

ap-southeast-1：4 
萬個

ap-southeast-2：4 
萬個

eu-central-1：4 萬個

eu-west-1：4 萬個

sa-east-1：4 萬個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0 個

是 啟用串流的資料表可讀/寫
容量單位數目上限；僅適用
於佈建讀/寫容量模式下的
資料表。可能也需支援其他
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ServiceQuotas：https://
docs.aws.amazon.com/
amazondynamodb/latest/
developerguide/limits-
dynamodb-streams

DAX 具有下列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叢集的節點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1

否 每個叢集的節點數目上限，
包括主節點以及任何僅供讀
取複本節點。

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單一AWS區域中參數群組的
數目上限。

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單一AWS區域中的子網路群
組數目上限。

每個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單一AWS區域中每個子網路
群組的子網路數目上限。

節點總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單一AWS區域中每個AWS帳
戶的節點總數上限。

AWS Elastic Beanstalk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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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Elastic Beanstalk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lasticbeanstalk.us-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beanstalk-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14LCN19Q5QHIC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lasticbeanstalk.us-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beanstalk-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117KPS5GTRQ2G

 

美國西部 
(加州北
部)

us-west-1 elasticbeanstalk.us-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beanstalk-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1LQECGX5PH1X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lasticbeanstalk.us-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beanstalk-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Z38NKT9BP95V3O

 

非洲 (開
普敦)

af-
south-1

elasticbeanstalk.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1EI3BVKKK4 
上午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lasticbeanstalk.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扎普尤布
魯 171A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lasticbeanstalk.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Z05913172VM7EAZB40TA8

亞太區域 
(孟買)

ap-
south-1

elasticbeanstalk.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18NTBI3Y7N9TZ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beanstalk.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ZNE5GEY1TIAGY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beanstalk.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Z3JE5OI70TWKCP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lasticbeanstalk.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16FZ9L249IFLT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lasticbeanstalk.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Z2PCDNR3VC2G1N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lasticbeanstalk.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1R25G3KIG2GBW

加拿大 
(中部)

ca-
central-1

elasticbeanstalk.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ZJFCZL7SSZB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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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歐洲 (法
蘭克福)

eu-
central-1

elasticbeanstalk.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Z1FRNW7UH4DEZJ

歐洲 (愛
爾蘭)

eu-
west-1

elasticbeanstalk.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2NYPWQ7DFZAZH

歐洲 (倫
敦)

eu-
west-2

elasticbeanstalk.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Z1GKAAAUGATPF1

歐洲 (米
蘭)

eu-
south-1

elasticbeanstalk.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10 英迪
約亞 2 日
元

歐洲 (巴
黎)

eu-
west-3

elasticbeanstalk.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Z5WN6GAYWG5OB

歐洲 (斯
德哥爾摩)

eu-
north-1

elasticbeanstalk.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Z23GO28BZ5AETM

中東 (巴
林)

me-
south-1

elasticbeanstalk.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Z2BBTEKR2I36N2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elasticbeanstalk.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10X7K2B4QSOFV

AWS 
GovCloud 
(美國東
部)

us-gov-
east-1

elasticbeanstalk.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Z35 自由
世界

AWS 
GovCloud 
(美國西
部)

us-gov-
west-1

elasticbeanstalk.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Z4 卡尔
瓦茨 4 乌
克

Elastic Beanstalk Health 服務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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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lasticbeanstalk-health.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lasticbeanstalk-health.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lasticbeanstalk-health.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lasticbeanstalk-health.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lasticbeanstalk-health.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lasticbeanstalk-health.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lasticbeanstalk-health.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應用程式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
的帳戶的應用程式版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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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量。限制適用於所有應用程
式，而非每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的帳戶的應用程式的數
量。

組態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
的「區域」的帳戶的設定範
本數量。

自訂平台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
的自訂平台版本數量。此限
制適用於自訂平台，而非每
個自訂平台。

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
的帳戶的環境數量。限制適
用於所有應用程式，而非每
個應用程式。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主題

• 亞馬遜 Amazon EC2 中亞馬遜 EBS 的端點 (p. 254)
• EBS 直接 API 的端點 (p. 254)

亞馬遜 Amazon EC2 中亞馬遜 EBS 的端點

管理 EBS 磁碟區、快照和加密的 API 動作是 Amazon EC2 API 的一部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C2 API 參考中的 Amazon EBS 動作。

如需 Amazon EC2 的服務端點，請參閱the section called “Amazon EC2” (p. 263)。

EBS 直接 API 的端點

使用 EBS 直接 API 端點直接讀取 Amazon EBS 快照上的資料，並識別兩個快照之間的差異。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 Amazon 彈性運算雲端使用者指南中的使用 EBS 直接 API 存取 Amazon EBS 快照的內容。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bs.us-east-2.amazonaws.com

ebs-fips.us-east-2.api.aw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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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ebs.us-east-2.api.aws

eb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bs.us-east-1.amazonaws.com

ebs-fips.us-east-1.api.aws

eb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ebs.us-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bs.us-west-1.amazonaws.com

ebs.us-west-1.api.aws

ebs-fips.us-west-1.api.aws

eb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bs.us-west-2.amazonaws.com

ebs-fips.us-west-2.api.aws

ebs.us-west-2.api.aws

eb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bs.af-south-1.amazonaws.com

ebs.af-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bs.ap-east-1.amazonaws.com

ebs.ap-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bs.ap-south-2.amazonaws.com

ebs.ap-south-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b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ebs.ap-sou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b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ebs.ap-southeast-4.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bs.ap-south-1.amazonaws.com

ebs.ap-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b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ebs.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b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ebs.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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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b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ebs.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b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ebs.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b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ebs.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bs.ca-central-1.amazonaws.com

ebs.ca-central-1.api.aws

eb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ebs-fips.ca-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bs.eu-central-1.amazonaws.com

ebs.eu-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bs.eu-west-1.amazonaws.com

ebs.eu-west-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bs.eu-west-2.amazonaws.com

ebs.eu-west-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bs.eu-south-1.amazonaws.com

ebs.eu-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bs.eu-west-3.amazonaws.com

ebs.eu-west-3.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bs.eu-south-2.amazonaws.com

ebs.eu-south-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bs.eu-north-1.amazonaws.com

ebs.eu-nor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bs.eu-central-2.amazonaws.com

ebs.eu-central-2.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bs.me-south-1.amazonaws.com

ebs.me-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bs.me-central-1.amazonaws.com

ebs.me-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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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bs.sa-east-1.amazonaws.com

ebs.sa-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bs.us-gov-east-1.amazonaws.com

ebs.us-gov-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bs.us-gov-west-1.amazonaws.com

ebs.us-gov-west-1.api.aws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考量事項

• 使用「Service Quotas」無法調整每個目的地區域的並行快照複本配額。不過，您可以聯絡 SupAWS port 
申請增加此配額。

• IOPS 修改和儲存區修改配額適用於可同時進行修改的磁碟區彙總目前值 (針對大小或 IOPS，視配額而
定)。您可以針對已合併目前值 (針對大小或 IOPS) 的磁碟區提出並行修改要求，最多可達配額。例如，如
果您對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配額的 IOPS 修改為50,000，您可以針對任意數量的io1磁碟區提出
並行 IOPS 修改要求，只要其目前的 IOPS 合併的 IOPS 等於或小於50,000。如果您有三個io1磁碟區各
佈建20,000 IOPS，您可以同時要求兩個磁碟區的 IOPS 修改 (20,000 * 2 < 50,000)。如果您針對第
三個磁碟區提交並行 IOPS 修改要求，就會超出配額，且該要求會失敗 (20,000 * 3 > 50,000)。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磁碟區的已封存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磁碟區的已封存快照數
量上限。

CompleteSnapshot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 
CompleteSnapshot 要求數
目上限。

每個目標區域的並行快照複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並行快照複製至單一目的地
區域的最大數量。

每個冷 HDD (sc1)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此區域中每個 Cold HDD 
(sc1) 磁碟區的最大數量。

每個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此區域中每一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的最大數量。

每個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此區域中每一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的最大數量。

每個磁帶 (標準) 磁碟區的並行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此區域中每個磁性 (標準) 磁
碟區的最大同時快照數目。

每個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此區域中每個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的最大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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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此區域中每個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的最大數
量。

每個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的並行
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此區域中每個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的最大數
量。

快速快照還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此區域中可為快速快照還原
啟用的最大數量。

GetSnapshotBlock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 
GetSnapshotBlock 要求數目
上限。

GetSnapshotBlock 每個快照的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否 每個快照允許的 
GetSnapshotBlock 要求數目
上限。

IOPS 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 每個支援的區域：30 是 可在此區域中佈建的 IOPS 
SDD (io1) 磁碟區之間佈建的 
IOPS 彙總數目上限。

IOPS 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可在此區域中佈建的 IOPS 
SDD (io2) 磁碟區之間佈建的 
IOPS 彙總數目上限。

針對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萬個

是 此區域中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的磁碟區修改
時，可要求的 IOPS 彙總數
目上限。

針對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此區域中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之磁碟區修改要
求的最大電流 (起始) 和要求 
(至) IOPS。

每個帳戶進行中的快照封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帳戶的進行中的快照封
存數目最大值。

進行中的快照從每個帳戶的封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可從封存還原進行
中快照的最大數目。

ListChangedBlocks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 
ListChangedBlocks 要求數
目上限。

ListSnapshotBlocks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 
ListSnapshotBlocks 要求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擱置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處於擱置狀態的最
大快照數目。

PutSnapshotBlock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 
PutSnapshotBlock 要求數目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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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napshotBlock 每個快照的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否 每個快照允許的 
PutSnapshotBlock 要求數目
上限。

每個區域的快照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每個區域的快照數量上限

StartSnapshot 每個帳戶的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 
StartSnapshot 要求數目上
限。

冷 HDD (sc1)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此區域中可在冷 HDD (sc1) 
磁碟區之間佈建的最大彙總
儲存容量 (TiB)。

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此區域中可在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佈建的最大彙總
儲存容量 (TiB)。

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可在此區域的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佈建的最大彙總
儲存容量 (TiB)。

磁性 (標準) 磁碟區的儲存裝置，以 TiB 為單
位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可在此區域中跨磁性 (標準) 
磁碟區佈建的最大彙總儲存
容量 (T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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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可在此區域中佈建的 IOPS 
SSD (io1) 磁碟區之間佈建的
最大彙總儲存容量 (TiB)。

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可在此區域的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佈建的最大
彙總儲存容量 (TiB)。

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的儲存 (TiB) af-south-1：300

ap-east-1:300

eu-south-1：300

我 south-1：300

其他所有支援的區
域：50

是 可在此區域的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佈建的最
大彙總儲存容量 (TiB)。

冷 HDD (sc1) 磁碟區 (TiB) 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冷 HDD (sc1) 磁碟
區的磁碟區修改磁碟區時，
可要求最大彙總儲存容量 
(TiB)。

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的儲存修改 
(T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的磁碟區進行磁
碟區修改時可要求的最大彙
總儲存容量 (TiB)。

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的儲存修改 
(T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的磁碟區進行磁
碟區修改時可要求的最大彙
總儲存容量 (TiB)。

磁性 (標準) 磁碟區的儲存修改 (以 TiB 為單
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磁碟區 (標準) 磁碟
區的磁碟區修改時，可要求
最大彙總儲存容量 (TiB)。

針對 TiB 佈建 IOPS SSD (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進行儲存修改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的磁碟區修改磁
碟區時，可要求的最大彙總
儲存容量 (TiB)。

針對 TiB 佈建 IOPS SSD (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進行儲存修改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此區域中佈建 IOPS SSD 
(io2) 磁碟區的磁碟區修改磁
碟區時，可要求的最大彙總
儲存容量 (T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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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 中的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修
改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區域中輸送量最佳化 HDD 
(st1) 磁碟區的磁碟區進行磁
碟區修改時可要求的最大彙
總儲存容量 (TiB)。

資源回收筒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主題
• 服務端點 (p. 261)
• Service Quotas (p. 263)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bin.us-east-2.amazonaws.com

rbi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bin.us-east-1.amazonaws.com

rbi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bin.us-west-1.amazonaws.com

rbin-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bin.us-west-2.amazonaws.com

rbi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bin.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bin.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bin.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bin.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bin.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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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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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bin.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bi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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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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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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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bin.ca-central-1.amazonaws.com

rbin-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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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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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rbi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bin.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bin.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bin.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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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bin.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bin.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bin.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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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bin.us-gov-east-1.amazonaws.com

rbin-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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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bin.us-gov-west-1.amazonaws.com

rbin-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配額 預設配額 可調整

每個區域的保留規則 250 否

每個保留規則的標籤鍵
值組

50 否

Amazon EC2 端點和 Amazon EC2 端點
Important

AWS在 2021 年 10 月 30 日之後啟動的區域將不再支援透過使用 TLSv1、TLSv1.1 或未加密 HTTP 
建立的連線的 Amazon EC2 API 請求。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c2.us-east-2.amazonaws.com

ec2-fips.us-east-2.amazonaws.com

ec2.us-east-2.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2.us-east-1.amazonaws.com

ec2-fips.us-east-1.amazonaws.com

ec2.us-east-1.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c2.us-west-1.amazonaws.com

ec2-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2.us-west-2.amazonaws.com

ec2-fips.us-west-2.amazonaws.com

ec2.us-west-2.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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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c2.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c2.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c2.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c2.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c2.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c2.ap-south-1.amazonaws.com

ec2.ap-south-1.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c2.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c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c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c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c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c2.ca-central-1.amazonaws.com

ec2-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c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c2.eu-west-1.amazonaws.com

ec2.eu-west-1.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c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c2.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c2.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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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c2.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c2.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c2.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c2.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c2.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c2.sa-east-1.amazonaws.com

ec2.sa-east-1.api.aws

HTTP 和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c2.us-gov-east-1.amazonaws.com

ec2.us-gov-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c2.us-gov-west-1.amazonaws.com

ec2.us-gov-west-1.api.aws

HTTPS

HTTPS

如果您指定了一般端點 (ec2.amazonaws.com)，Amazon EC2 會將您的請求導向到的端點us-east-1。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MI 共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此區域中與 AMI 共用的
實體 (組織、組織單位和帳
戶) 最大數量。請注意，如果
您與組織共用 AMI，則組織
中的帳戶數目不會計入配額
中。

AM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

是 此區域允許的公有和私有 
AMI 的最大數量。其中包括
可用和待定的 AMI，以及資
源回收筒中的 AMI。

所有 DL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
請求 DL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所有 F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
請求的 F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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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所有 G 和 VT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所有執行中或要求
的 G 和 VT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所有 Inf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
請求的 Inf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所有 P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
請求的 P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所有標準 (A, C, D, H, I, M, R, T, Z) Spot 執
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
行中或請求的標準 
(A、C、D、I、M、R、T、Z)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
目上限

所有傳輸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請
求的 Trn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所有 X Spot 執行個體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每個區域的所有執行中或
請求 X Spo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亞馬遜 FPGA 圖像 (AF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區域擁有的可用 
Amazon FPGA 映像 (AFI) 
數量上限。

每個 VPC 的附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VPC 的傳輸閘道數目：

每個傳輸閘道的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傳輸閘道附
件總數。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授權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授權
規則數量上限。

每個區域的 Client VPN 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的 Client VPN 端點
數量上限。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並行用戶端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0

是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並行
用戶端連線數目上限。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並行操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並行
操作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的客戶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客戶閘道
數目上限。

每個傳輸閘道的 Direct Connect Connec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傳輸閘道的AWS 
Direc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

版本 1.0
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3819A6D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B5D1601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7212CCB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34B43A0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6B0D517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E3A001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8FBBDF0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E0233F8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9A1BC94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8EA77D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C4B238B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4FB7FF5D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EC2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從 CGW 廣告到 VPN 連接的動態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從客戶閘道裝置連接至 Site-
to-Site VPN 連接的動態路由
數目上限。

EC2-Classic 彈性 IP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為 EC2-典
型配置的彈性 IP 位址數目上
限。

EC2-VPC 彈性 IP 彈性 IP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此區域中，您可以配置給 
EC2-VPC 的彈性 IP 地址最
大數量。

Client VPN 端點之用戶端憑證撤銷清單中的
項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0

否 Client VPN 端點之用戶端憑
證撤銷清單中的項目數目上
限。

啟動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每個啟動
範本的啟動範本版本數目上
限。

啟動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啟動模
板最大數量。

每個傳輸閘道多點傳送群組的成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傳輸閘道多點傳送群組
的成員數目。

每個傳輸閘道的多點傳送網路介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多點傳送群
組成員和來源數目。

每個 VPC 的多點傳送網域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 VPC 的多點傳送網域關
聯數目。

每個傳輸閘道的多點傳送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多點傳送網
域數目。

每月新預留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目前帳戶每月可購買的預留
執行個體 (RI) 最大數量。對
於地區 RI，這是您可以為目
前區域購買的 RI 數量上限。
對於區域 RI，這是您可以為
目前區域中每個可用區域購
買的 RI 數量上限。

彈性圖形加速器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要求的彈
性圖形加速器數目上限。

每個傳輸閘道的對等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傳輸閘道互
連附件數目。

每個傳輸閘道待執行的對等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待定傳輸閘
道互連附件數目。

公有 AMI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此區域允許的公有 AMI 數目
上限，包括資源回收筒中的
公有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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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傳輸閘道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傳輸閘道路
由表數目。

從 VPN 連接到 CGW 的廣告路由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從 Site-to-Site VPN 連接到
客戶閘道裝置的公告路由數
量上限。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Client VPN 端點的路由
數量上限。

每個傳輸閘道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傳輸閘道的靜態路由

執行專用 a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a1 主機的最大數
目。

執行專用 c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c4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4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c5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5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c5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5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5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5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5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5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6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6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g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6g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g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c6g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g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c6i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i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6i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i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6i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6i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c7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c7g 主機數目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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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執行專用 d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d2 主機的最大數
目。

執行專用 dl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dl1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f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f1 主機的最大數
目。

執行專用 g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2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g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g3s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3s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g4a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4a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g4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4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g5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g5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g5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g5g 主機的最大
數目。

執行專用 h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h1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i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2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i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i3e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3e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i4i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4i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m4g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inf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nf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inf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inf2 主機的最大
數目。

運行專用是 4 代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is4gen 主機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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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執行專用 m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m3 主機的最大
數目。

執行專用 m4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4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5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5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5a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a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m5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5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m5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5z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5z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m6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6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g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的 m6g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g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m6i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i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的 m6i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i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的 m6i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i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的 m6i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6i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m7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m7g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mac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mac1 主機的最
大數目。

執行專用 mac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mac2 主機的最
大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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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執行專用 p2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p2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p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p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p3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p3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p4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p4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r4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r4 主機的最大數
目。

執行專用 r5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r5 主機的最大數
目。

執行專用 r5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5a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a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5b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b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5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5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d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5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5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6a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a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6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g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6g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g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6i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i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r6i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id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6i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idn 主機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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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專用 r6i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6in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r7g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r7g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t3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t3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trn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trn1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trn1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trn1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u-12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12tb1 主機
數目上限。

執行專屬的 u-18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18tb1 主機
數目上限。

執行專用 u-24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24tb1 主機
數目上限。

執行專用 u-3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3tb1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u-6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6tb1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u-9tb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u-9tb1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vt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vt1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x1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1 主機數目上
限。

執行專用 x1e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1e 主機數目
上限。

執行專用 x2g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2gd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x2i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2i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的 x2ied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2ied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的 x2IEN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的專用 x2iezn 主機數
目上限。

執行專用 z1d 主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執行中專用 z1d 主機的最大
數目。

版本 1.0
27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EA9960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67B8B4C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1586174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5E4FB8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39926A5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D699487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5F7FD3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FACBE65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7F5506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89870E8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98E1FF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A68CFBF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DE3D956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DEF8E1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5CC9EA8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A84ABF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D0AA08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888B449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c2/quotas/L-F035E935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EC2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執行中隨需 DL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DL 執行
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 F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選 F 執行個
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 G 和 VT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G 和 VT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
限。

執行中隨需 HPC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HPC 執行
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記憶體密集型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記憶體密
集型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
上限。

執行中隨需 Inf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Inf 執行個
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 P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選 P 執行個
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的標準 
(A、C、D、H、I、M、R、T、Z)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的標準 
(A、C、D、H、I、M、R、T、Z) 
執行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
限。

執行中隨需 Trn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Trn 執行
個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執行中隨需 X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指派給執行中隨需 X 執行個
體的 vCPUs 數目上限。

每個傳輸閘道多點傳送群組的來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傳輸閘道多點傳送群組
的來源數目。

每個 Dir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t 
Connec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AWS Direc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每個帳戶的傳輸閘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傳輸閘
道數目。

VPC 連接頻寬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每個 VPC 連線的最大頻寬 
(突發)。

每個 VGW 的 VPN 連線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虛擬私有閘道可建立的 
Site-to-Site VPN 連接數目上
限。

每個區域的 VPN 連接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 Site-to-
Site VPN 連接數目上限。

已驗證存取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客戶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已驗證存取端點的數目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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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驗證存取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客戶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已驗證存取群組的已驗證存
取群組的數目上限。

驗證存取執行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客戶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已驗證存取執行個體的數目
上限。

驗證存取信任提供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客戶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已驗證存取信任提供者的數
目上限。

每個區域的虛擬私有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虛擬私有
閘道數目上限。

以下是虛擬機器匯入/匯出的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ImportImage、 ImportSnapshot和的並行作
業限制 ExportImag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由下列虛擬機器匯入/匯出 
API 起始的指定帳戶並行工
作數目上限： ImportImage 
ImportSnapshot、和 
ExportImage。

ImportInstance、 ImportVolume和的並行作
業限制 CreateInstanceExportTask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由下列虛擬機器匯入/
匯出 API 起始的指定
帳戶並行工作數目上
限： ImportInstance 
ImportVolume、和 
CreateInstanceExportTask。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隨需執行個體配
• 競價型實例配額
• 預留執行個體限
• 啟動範本配額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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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utoscaling.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utoscaling.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utoscaling.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utoscaling.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utoscalin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utoscalin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utoscalin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utoscalin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utoscalin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utoscaling.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utoscalin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utoscalin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utoscaling.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utoscaling.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utoscaling.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utoscaling.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utoscaling.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utoscal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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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utoscalin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utoscalin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utoscalin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utoscalin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utoscaling.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utoscalin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utoscalin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utoscalin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utoscalin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utoscaling.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utoscaling.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如果您指定了一般端點 (自動擴展 .amazonaws.com)，Amazon EC2 自 Auto Scaling 會將您的請求導向的端
點us-east-1。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 Auto Scaling 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AWS帳戶允許的「Auto 
Scaling」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 Classic Load 
Balancer 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uto Sing 群組的 
Classic Load Bing 數目最大
值

每個區域的啟動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AWS帳戶允許的啟動設定
數目上限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 lifecycle hook 數
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生
命週期掛鉤數目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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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 SNS 主題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 
SNS 主題數目最大值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擴展政策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uto Scaling Sing 群組
的擴展政策數目最大值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排程動作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5

否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排
程動作數目最大值

每個步驟擴展政策的步驟調整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步驟擴展政策的步驟調
整數目最大值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目標群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的目
標群組數目最大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Amazon Auto Scaling 的 Amazon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的配額。

EC2 Image Builder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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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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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imagebuild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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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imagebuild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magebuild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imagebuild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imagebuild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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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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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imagebuild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magebuild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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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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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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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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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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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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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magebuild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imagebuild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magebuild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imagebuild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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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imagebuild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magebuild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imagebuild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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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magebuild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magebuild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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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元件參數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是 元件參數的最大數量。

零組件尺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是 EC2 Image Builder 元件的資
料欄位大小上限。

元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 EC2 Image 
Builder 元件數量上限。

每個圖配方的元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可與單一 EC2 Image Builder 
映像配方建立關聯的 EC2 
Image Builder 元件數目上
限。

每個分發配置的並發 AMI 副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單一 EC2 Image Builder 分
發組態可定義的目標帳戶數
目上限。

並行建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可以在此帳
戶中執行的並行建置數量上
限。

容器食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此帳戶 EC2 Image Builder 
立的最大數量。

發佈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 EC2 Image 
Builder 分佈組態數量上限。

Docker 範本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是 EC2 Image Builder Docker 
範本資料欄位的大小上限。

影像管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 EC2 映像管道
數量上限。

圖片食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 EC2 Image 
Builder 映像配方數量上限。

基礎設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 EC2 Image 
Builder 基礎設施組態數量上
限。

啟動每個發佈組態修改的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單一 EC2 Image Builder 分
發組態可修改的啟動範本數
目上限。

每個元件的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單一元件可包含的最大參數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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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C2 Instance Connect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c2-instance-connec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2-instance-connec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ec2-instance-connec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2-instance-connec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c2-instance-connec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c2-instance-connect.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c2-instance-connec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c2-instance-connec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c2-instance-connect.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c2-instance-connec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c2-instance-connect.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c2-instance-connec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c2-instance-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c2-instance-conne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c2-instance-connec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c2-instance-connec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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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c2-instance-connect.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c2-instance-connect.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亞馬遜 EC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ecr和api.ecr端點用於呼叫 Amazon ECR API。DescribeImages 和 CreateRepository 等 API 動作
會移至此端點。雖然兩個端點的功能相同，但使用 AWS CLI 或 AWS 開發套件時，建議使用 api.ecr 端
點和預設值。透過AWS PrivateLink虛擬私人雲端端點連線至 Amazon ECR 時，您必須使用該api.ecr端
點進行 API 呼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E lastic Con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tainer RestryAWS PrivateLink

如需 FIPS 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FIPS 端點 (p. 7)。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cr.us-east-2.amazonaws.com

ec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api.ecr.us-east-2.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r.us-east-1.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api.ecr.us-east-1.amazonaws.com

ec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cr.us-west-1.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api.ecr.us-west-1.amazonaws.com

ec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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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r.us-west-2.amazonaws.com

ec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api.ecr.us-west-2.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cr.af-south-1.amazonaws.com

api.ec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cr.ap-east-1.amazonaws.com

api.ec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cr.ap-south-2.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c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cr.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cr.ap-south-1.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c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api.ec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c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api.ec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c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c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i.ec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c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i.ec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cr.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i.ec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cr.eu-central-1.amazonaws.com

api.ec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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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cr.eu-west-1.amazonaws.com

api.ec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cr.eu-west-2.amazonaws.com

api.ec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cr.eu-south-1.amazonaws.com

api.ec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cr.eu-west-3.amazonaws.com

api.ec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cr.eu-south-2.amazonaws.com

api.ec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cr.eu-north-1.amazonaws.com

api.ec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cr.eu-central-2.amazonaws.com

api.ec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cr.me-south-1.amazonaws.com

api.ec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cr.me-central-1.amazonaws.com

api.ec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cr.sa-east-1.amazonaws.com

api.ec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cr.us-gov-east-1.amazonaws.com

ecr-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i.ecr.us-gov-east-1.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cr.us-gov-west-1.amazonaws.com

dkr.ecr-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ecr-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ec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版本 1.0
28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ECR

Docker 和 OCI 用戶端端點

Docker 和 OCI 用戶端端點用於 Docker 登錄 API。Docker 用戶端命令 (例如 push 和 pull) 會使用此端
點。

如需 FIPS 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FIPS 端點 (p. 7)。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
亥俄)

us-east-2 <## id>.dkr.ecr.us-east-2.amazonaws.com

<## id>.dkr.ec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 id>.dkr.ecr.us-east-1.amazonaws.com

<## id>.dkr.ec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
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 id>.dkr.ecr.us-west-1.amazonaws.com

<## id>.dkr.ec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 id>.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

<## id>.dkr.ec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
港)

ap-east-1 <## id>.dkr.ec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 id>.dkr.ec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 id>.dkr.ec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 id>.dkr.ec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 id>.dkr.ec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 id>.dkr.ec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 id>.dkr.ec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registry-id>.dkr.ecr. CN-北-亚马孙 HTTPS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registry-id>.dkr.cn-西北部-1. Amazonaws.cn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 id>.dkr.ec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 id>.dkr.ec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 id>.dkr.ec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 id>.dkr.ec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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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哥
爾摩)

eu-north-1 <## id>.dkr.ec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south-1 <## id>.dkr.ec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保
羅)

sa-east-1 <## id>.dkr.ec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egistry-id>.dkr.ecr. us-gov-east-1. 亞馬遜

<registry-id>.dkr.ecr-菲普斯. us-gov-east-1. 亞馬遜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egistry-id>.dkr.ecr. us-gov-west-1. 亞馬遜

<registry-id>.dkr.ecr-菲普斯.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Service Quotas
下表提供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的預設限制。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複寫組態中每個規則的篩選條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複寫組態中每個規則的篩選
條件的數量上限。

每個儲存庫的映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儲存庫映像的數量上
限。

分層部分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00

否 分層部分數目上限。這僅適
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傳以
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生命週期政策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720

否 生命週期政策中的字元數上
限。

最大分層部分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分層部分大小上限 (MiB)。這
僅適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
傳以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最大分層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000

否 每層的大小上限 (MiB)。

最小分層部分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分層部分大小下限 (MiB)。這
僅適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
傳以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請求的數量上限。將映像推
送至儲存器時會檢查每個映
像圖層，驗證之前是否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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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過。如果已上傳，則會略過
映像圖層。

BatchGetImag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BatchGetImage 請求的數
量上限。提取映像時，系
統會叫 BatchGetImage 用 
API 一次以擷取映像資訊
清單。如果您請求增加此 
API 的配額，請同時檢視 
GetDownloadUrlForLayer 使
用量。

CompleteLayerUpload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CompleteLayerUpload 請求
的數量上限。推送映像時，
每個新映像圖層都會呼叫一
次 CompleteLayerUpload 
API 提出一次，以驗證上傳
是否已完成。

GetAuthorizationToken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GetAuthorizationToke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GetDownloadUrlForLayer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0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GetDownloadUrlForLayer 
請求的數量上限。提取
映像時，未快取的每個
映像圖層都會叫用一次 
GetDownloadUrlForLayer 
API。如果您請求增加此 
API 的配額，請同時檢視 
BatchGetImage 使用量。

InitiateLayerUpload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InitiateLayerUpload 請求的
數量上限。推送映像時，未
上傳的每個映像圖層都會叫
用一次 InitiateLayerUpload 
API。是否上傳映像圖層由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API 動作決定。

PutImag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PutImage 請求的數量上
限。推送映像並上傳所有新
映像圖層時，系統會叫用 
PutImage API 一次，以建立
或更新與映像資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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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ploadLayerPart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UploadLayerPart 請求的
數量上限。推送映像時，
每個新映像層都會分成多
個部分上傳，而每個新映
像層部分都會呼叫一次 
UploadLayerPart API。

映像掃描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1 否 每 24 小時每張映像的映像掃
描次數上限。

已註冊的儲存庫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建立的儲存庫數量上
限。

每個生命週期政策的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生命週期政策中規則的數量
上限

每個複寫組態的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複寫組態中規則的數量上
限。

每個映像的標籤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映像的標籤數目上限。

複寫組態中跨所有規則的唯一目的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複寫組態中跨所有規則的唯
一目的地的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 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 ECR Service 
Quotas。

Amazon ECR Public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所以此ecr-public和api.ecr-public端點用於呼叫 Amazon ECR Public API。DescribeImages 和
CreateRepository 等 API 動作會移至此端點。雖然兩個端點的功能相同，但使用 AWS CLI 或 AWS 開發
套件時，建議使用 api.ecr-public 端點和預設值。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r-public.us-east-1.amazonaws.com

api.ecr-public.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r-public.us-west-2.amazonaws.com

api.ecr-public.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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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以下是亞馬遜 ECR 公共的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儲存庫的映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儲存庫映像的數量上
限。

分層部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分層部分數目上限。這僅適
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傳以
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最大分層部分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分層部分大小上限 (MiB)。這
僅適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
傳以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最大分層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圖層的最大尺寸。

最小分層部分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分層部分大小下限 (MiB)。這
僅適用於直接使用 Amazon 
ECR API 動作來啟動分段上
傳以進行映像推送操作時。

發生率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00

是 的數量上限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
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
中每秒可 將映像推送至儲存
器時會檢查每個映像圖層，
驗證之前是否上傳過。如
果已上傳，則會略過映像圖
層。

發生率 CompleteLayerUpload 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的數量上限 
CompleteLayerUpload 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
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中
每秒可 當圖像被推送時， 
CompleteLayerUpload 對
於每個新映像圖層都會叫用 
API 一次，以確認上傳已完
成。

發生率 GetAuthorizationToken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00

是 的數量上限 
GetAuthorizationToken 目前
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
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中每
秒可

發生率 InitiateLayerUpload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00

是 的數量上限 
InitiateLayerUpload 目前
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
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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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中每秒可 當圖像被推送
時， InitiateLayerUpload 
未上傳的每個映像圖層
都會叫用 API 一次。
是否上傳映像圖層會由 
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API 動作。

發生率 PutImage 要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的數量上限 PutImage 目前
區域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
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中每
秒可 推送映像並上傳所有新
映像圖層時， PutImage 系
統會叫用 API 一次，以建立
或更新與映像關聯的映像資
訊清單。

發生率 UploadLayerPart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60

是 的數量上限 
UploadLayerPart 目前區域
中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中
每秒可進行目前區域中每秒
可 推送映像時，每個新映
像圖層都會以部分形式上傳 
UploadLayerPart 每個新映
像圖層部分都會叫用 API 一
次。

已驗證影像提取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提取的已驗證影像的最
大數目。

映像拉率AWS資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亞馬遜 ECS、Fargate 或
亞馬 Amazon EC2 上執行
的資源每秒最大圖像提取數
量。

未驗證影像提取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

否 每秒未驗證影像的最大提取
數目。

已註冊的儲存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建立的儲存庫數量上
限。

每個映像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映像的標籤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ECR Public在Amazon ECR Public 用戶指南。

亞馬遜 EC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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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cs.us-east-2.amazonaws.com

ec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s.us-east-1.amazonaws.com

ec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cs.us-west-1.amazonaws.com

ec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s.us-west-2.amazonaws.com

ec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c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c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c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c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c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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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c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c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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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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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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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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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c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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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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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c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c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c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c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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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c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c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c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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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cs.us-gov-east-1.amazonaws.com

ec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cs.us-gov-west-1.amazonaws.com

ec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這些是 Amazon ECS 服務 Connect 用於特使管理的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cs-sc.us-east-2.api.aw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cs-sc.us-ea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ecs-sc.us-we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cs-sc.us-west-2.api.aw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cs-sc.af-south-1.api.aw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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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cs-sc.ap-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cs-sc.ap-southeast-3.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cs-sc.ap-south-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cs-sc.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cs-sc.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cs-sc.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cs-sc.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cs-sc.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cs-sc.ca-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cs-sc.eu-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cs-sc.eu-west-1.api.aw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cs-sc.eu-west-2.api.aw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cs-sc.eu-south-1.api.aw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cs-sc.eu-west-3.api.aw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cs-sc.eu-north-1.api.aw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cs-sc.me-south-1.api.aw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cs-sc.sa-east-1.api.aws HTTPS

Service Quotas
以下是 Amazon ECS 服務配額。

這些服務配額大多 (但不是全部) 列在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的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命名空間之下。若要請求提高配額，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https:// 
docs.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latest/userguide/request-increase.html中的請求提高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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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叢集的容量提供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能與叢集相關聯的容量提供
者數量上限。

每個服務的 Classic Load Balanc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服務的 Classic Load 
Balancer 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叢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帳戶的叢集數目

每個叢集的容器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叢集的容器執行個體數
量

每個 start-task 的容器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StartTask API 動作中指定執
行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任務定義的容器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任務定義內的容器定義數量
上限。

ECS Exec 工作階段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容器的 ECS Exec 工作
階段數量上限。

由 AWS Fargate 上的服務所啟動之任務比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Amazon ECS 服務排程器在 
Fargate 上每分鐘可為每項
服務佈建的任務數量上限。

由 Amazon EC2 或外部執行個體上的服務所
啟動之任務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Amazon ECS 服務排程器在 
Amazon EC2 或外部執行個
體上每分鐘可為每項服務佈
建的最大任務數量。

每個任務定義系列的修訂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否 每個任務定義系列的修訂數
目上限。取消註冊任務定義
修訂版，並不會將其排除在
納入此限制之外。

每個 awsvpcConfiguration 的安全群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awsvpcConfiguration 內指定
的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叢集的服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個叢集的服務數量上限

每個命名空間的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可在命名空間內執行的服務
數目上限。

每個 awsvpcConfiguration 的子網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awsvpcConfiguration 內指定
的子網路數量上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資源的標籤數量上限。
這適用於任務定義、叢集、
任務和服務。

每個服務的目標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服務的目標群組數量
上限 (如果使用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或 Network 
Load Bal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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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任務定義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否 任務定義的大小上限 (KiB)。

每個叢集於「佈建」狀態下的任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叢集於「佈建」狀態下
等候的任務的上限數量。此
配額僅適用於使用 EC2 Auto 
Scaling 群組容量提供者啟動
的任務。

每個 run-task 啟動的任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 RunTask API 動作可啟
動的任務數量上限。

每個服務的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服務的任務數量上限 (所
需的計數)。

Note

被設定使用 Amazon ECS 服務探索的服務有每個服務 1,000 項任務的限制。這是因為每個服務
有執行個體數目的 AWS Cloud Map 服務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 Map》中的
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參考 服務配額。

Note

實際上，任務啟動速率還取決於其他注意事項，例如要下載和解壓縮的容器映像、運作狀態檢查以
及啟用的其他整合 (例如向負載平衡器註冊任務)。根據您為 Amazon ECS 服務啟用的功能，您將看
到任務啟動速率與上述配額相比的變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ECS 最佳實務指南》中
的加速 Amazon ECS 部署。

AWS Fargate 配額
以下是 AWS Fargate 服務配額上的 Amazon ECS，且列在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中的 AWS Fargate 服務
之下。

新的 AWS 帳戶可能具有初始較低的配額，而配額可能會隨著時間增加。Fargate 會持續監控每個區域內的
帳戶使用情況，再根據您的用量自動增加配額。您也可以申請增加配額，以獲取顯示為可調整的值，請參閱
《Service Quotas 使用指南》中的請求提高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Fargate 隨需 vCPU 資源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在當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以 Fargate 隨需同時執行的 
Fargate vCPU 數量。

Fargate Spot vCPU 資源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在當前區域中，此帳戶中以 
Fargate Spot 同時執行的 
Fargate vCPUs 數量。

Note

預設值是由 AWS 設定的初始配額，與實際套用的配額值和可能的服務配額上限不同。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vice Quotas 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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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Fargate 還強制執行 Amazon ECS 任務和 Amazon EKS Pod 啟動速率限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mazon ECS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Fargate節流配額。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ks.us-east-2.amazonaws.com

fips.ek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ks.us-east-1.amazonaws.com

fips.ek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ks.us-west-1.amazonaws.com

fips.ek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ks.us-west-2.amazonaws.com

fips.ek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k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k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k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k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k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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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k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k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k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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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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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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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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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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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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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k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k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k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k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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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k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k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k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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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k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k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EKS 叢集的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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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叢集的控制平面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每個叢集的控制平面安全群
組的最大數量 (您在建立叢集
時所指定的群組)

每個叢集的 Fargate 描述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叢集的 Fargate 描述檔
的最大數量。

每個 Fargate 描述檔選取器的標籤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 Fargate 描述檔選取器
的標籤對數目上限

每個叢集的受管節點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叢集的受管節點群組數
目上限

每個受管節點群組的節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50

是 每個受管節點群組的節點數
目上限。

每個叢集的公有端點存取 CIDR 範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否 每個叢集的公有端點存取 
CIDR 範圍數目上限（您在
建立或更新叢集時所指定的
公有端點）。

已註冊的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已
註冊的叢集最大數量。

每個 Fargate 描述檔的選取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 Fargate 描述檔選取器
的最大數量。

Note

預設值是由 AWS 設定的初始配額。這些預設值與實際套用的配額值和可能的服務配額上限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vice Quotas 術語。

在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中，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之下會列出這些服務配
額。若要針對顯示為可調整的值申請增加配額，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指南》中的請求提高配額。

AWS Fargate Service Quotas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中的 AWS Fargate 服務列出若干服務配額。下表僅描述適用於 Amazon EKS 的配
額。

新的 AWS 帳戶可能具有較低的初始配額，而配額可能會隨著時間增加。Fargate 會持續監控每個 AWS 區域
內的帳戶使用情況，再根據您的用量自動增加配額。您也可以針對顯示為可調整的值申請增加配額。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請求提高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Fargate 隨需 vCPU 資源
計數

6 是 在當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能以 Fargate 隨
需同時執行的 Fargate 
vCPUs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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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預設值是由 AWS 設定的初始配額。這些預設值與實際套用的配額值和可能的服務配額上限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vice Quotas 術語。

Note

Fargate 還強制執行 Amazon ECS 任務和 Amazon EKS Pod 啟動速率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Fargate 的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使用者指南中的 AWS Fargate 調節配額。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lasticfilesystem.us-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lasticfilesystem.us-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lasticfilesystem.us-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lasticfilesystem.us-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lasticfilesystem.af-south-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lasticfilesystem.ap-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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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filesyste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filesyste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lasticfilesyste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lasticfilesyste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lasticfilesystem.ca-central-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lasticfilesystem.eu-central-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lasticfilesystem.eu-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lasticfilesystem.eu-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lasticfilesystem.eu-south-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lasticfilesystem.eu-west-3.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lasticfilesystem.eu-south-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lasticfilesystem.eu-north-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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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lasticfilesystem.eu-central-2.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lasticfilesystem.me-south-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lasticfilesystem.me-central-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lasticfilesystem.sa-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lasticfilesystem.us-gov-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lasticfilesystem.us-gov-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filesystem-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檔案系統的存取點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檔案系統允許的存取點
數量上限

NFS 用戶端的作用中使用者 每支援的區域：128 否 每個 NFS 用戶端可同時開啟
檔案的作用中使用者數目上
限

爆量輸送量 us-east-1：每秒 
3,072 MB

us-east-2：每秒 
3,072 MB

us-west-2：每秒 
3,072 MB

ap-southeast-2：每
秒 3,072 MB

eu-west-1：每秒 
3,072 MB

每秒支援的區域：每
秒支援的區域：每秒 
1,024

否 EFS 檔案系統上所有已連線
用戶端的最大總成組批量輸
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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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目錄深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單一目錄中所能擁有的最大
層次數或深度

EFS 檔案鎖 每支援的區域：512 否 在所有連線的執行個體和存
取檔案的使用者中，每個檔
案的鎖定數目上限

文件硬鏈接 每支援的區域：177 否 每個檔案可擁有的硬連結數
量上限

檔案大小 每個支持的地區： 否 EFS 檔案系統上的單一檔案
大小上限

檔案系統名稱長度 每支援的區域：255 否 檔案系統名稱的最大長度

檔案系統符號連結 (符號連結) 長度 每支援的區域：
4,080

否 檔案系統符號連結或符號連
結的最大長度

每帳戶的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客戶帳戶在某個AWS區域中
可擁有的檔案系統數目上限

跨唯一檔案/處理程序對鎖定 每支援的區域：
65,536

否 NFS 用戶端上所有唯一檔案/
處理程序配對上的每個唯一
掛載可同時發生的鎖定數目
上限

佈建輸送量間的最短等待時間減少 每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8,400 秒

否 減少佈建輸送量之後，您必
須等待的最短時間量，才能
再次減少

輸送量模式變更間的最短等待時間 每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8,400 秒

否 變更輸送量模式後必須等待
的最短時間，才能再次變更

每可用區域裝載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可以在可用區域中擁有的 
EFS 裝載目標數量上限

每 VPC 安裝目標 每支援的區域：400 否 每個 VPC 允許的 EFS 掛載
目標數目上限

每個 NFS 用戶端開啟檔案 每支援的區域：
32,768

否 每個 NFS 用戶端可同時開啟
的檔案數量上限

佈建輸送量 每秒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24

否 EFS 檔案系統上所有連線用
戶端的佈建總輸送量上限

檔案系統作業速率 每支援的區域：
35,000

否 在以一般用途模式設定的 
EFS 檔案系統上，所有連線
的用戶端，每秒的檔案系統
作業數目上限。資料或中繼
資料讀取作業會耗用一個檔
案作業，而資料或中繼資料
寫入作業則耗用五個檔案作
業。

每掛載目標的安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套用到單一 EFS 裝載
目標的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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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ags (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套用到 EFS 檔案系統
的標籤數量上限

每個 NFS 用戶端的傳輸 每秒支援的區域：每
秒支援的區域：每秒 
524.288

否 連接至 EFS 檔案系統的每個 
NFS 用戶端可以驅動的最大
輸送量

每個檔案系統的 VPC 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可套用至 EFS 檔案系統的 
VPC 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 lastic File System EFS 配額。

Amazon Elastic Inferenc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elastic-inferenc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elastic-inferenc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elastic-inferenc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elastic-inference.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elastic-inference.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elastic-inferenc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Elastic Inference 加速器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要求的 
Elastic Inference 加速器數目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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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Load Balancing 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應用程式負載平衡
器、傳統負載平衡
器)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網路負載平衡器)

美國東部 (俄
亥俄)

us-east-2 elasticloadbalancing.us-
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 Load Balancing。us-
east-2.amazonaws.com

Z3AADJGX6KTTL2 ZLMOA37VPKANP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us-
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 Load Balancing。us-
east-1.amazonaws.com

Z35SXDOTRQ7X7K Z26RNL4JYFTOTI

美國西部 (加
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elasticloadbalancing.us-
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 Load Balancing .us-
west-1.amazonaws.com

Z368ELLRRE2KJ0 Z24FKFUX50B4VW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elasticloadbalancing.us-
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 Load Balancing .us-
west-2.amazonaws.com

Z1H1FL5HABSF5 Z18D5FSROUN65G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lasticloadbalancing.af-
south-1.amazonaws.com

Z268VQBMOI5EKX Z203XCE67M25HM

亞太區域 (香
港)

ap-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ap-
east-1.amazonaws.com

Z3DQVH9N71FHZ0 Z12Y7K3UBGUAD1

亞太區域 (海
德拉巴)

ap-south-2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2.amazonaws.com

Z0173938T07 王國 Z0711778386 用于 
08407HT

亞太區域 (雅
加達)

ap-
southeast-3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Z08888821 黑色 
5A9ZTER

Z01971771G 平方米

亞太區域 (墨
爾本)

ap-
southeast-4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Z09517862IB2WZLPXG76FZ01156963G8 微米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1.amazonaws.com

ZP97RAFLXTNZK ZVDDRBQ08TROA

亞太區域 (大
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loadbalancing.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Z5LXEXXYW11ES Z1GWIQ4HH19I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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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應用程式負載平衡
器、傳統負載平衡
器)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網路負載平衡器)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loadbalancing.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ZWKZPGTI48KDX ZIBE1TIR4HY56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Z1LMS91P8CMLE5 ZKVM4W9LS7TM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elasticloadbalancing.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Z1GM3OXH4ZPM65 ZCT6FZBF4DROD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Z14GRHDCWA56QT Z31USIVHYNEOWT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elasticloadbalancing.ca-
central-1.amazonaws.com

ZQSVJUPU6J1EY Z2EPGBW3API2WT

中國 (北京) cn-north-1 elasticloadbalancing.cn-
north-1.amazonaws.com.cn

Z1GDH35T77C1KE Z3QFB96KMJ7ED6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elasticloadbalancing.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ZM7IZAIOVVDZF ZQEIKTCZ8352D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elasticloadbalancing.eu-
central-1.amazonaws.com

Z215JYRZR1TBD5 Z3F0SRJ5LGBH90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lasticloadbalancing.eu-
west-1.amazonaws.com

Z32O12XQLNTSW2 Z2IFOLAFXWLO4F

歐洲 (倫敦) eu-west-2 elasticloadbalancing.eu-
west-2.amazonaws.com

ZHURV8PSTC4K8 ZD4D7Y8KGAS4G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lasticloadbalancing.eu-
south-1.amazonaws.com

Z3ULH7SSC9OV64 Z23146JA1KNAFP

歐洲 (巴黎) eu-west-3 elasticloadbalancing.eu-
west-3.amazonaws.com

Z3Q77PNBQS71R4 Z1CMS0P5QUZ6D5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lasticloadbalancing.eu-
south-2.amazonaws.com

Z0956581394HF5D5LXGAPZ1011216NVYADP1SSV

歐洲 (斯德哥
爾摩)

eu-north-1 elasticloadbalancing.eu-
north-1.amazonaws.com

Z23TAZ6LKFMNIO Z1UDT6IFJ4EJM

歐洲 (蘇黎
世)

eu-central-2 elasticloadbalancing.eu-
central-2.amazonaws.com

Z06391101F28P5EB3 Z02239872 二用戶
管理

中東 (巴林) me-south-1 elasticloadbalancing.me-
south-1.amazonaws.com

ZS929ML54UICD Z3QSRYVP46NYYV

中東 (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me-central-1 elasticloadbalancing.me-
central-1.amazonaws.com

Z08230872XQRWHG2XF6IZ00282643 新聞頻
道交易平台

南美洲 (聖保
羅)

sa-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sa-
east-1.amazonaws.com

Z2P70J7HTTTPLU ZTK26PT1VY4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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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應用程式負載平衡
器、傳統負載平衡
器)

路由 53 託管區域 ID 
(網路負載平衡器)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lasticloadbalancing.us-gov-
east-1.amazonaws.com

Z166TLBEWOO7G0 Z1ZSMQQ6Q24QQ8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lasticloadbalancing.us-gov-
west-1.amazonaws.com

Z33AYJ8TM3BH4J ZMG1MZ2THAWF1

Service Quotas
下列配額適用於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Name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區域的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50 是

每個 Ap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25 是

每個規則的條件值 5 否

每個規則的條件萬用字元 5 否

每個 Ap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50 是

每個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可註冊目標的次數 1,000 是

每個 Ap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100 是

每個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每個動作) 5 否

每個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目 100 否

每個 Ap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1,000 是

下列配額適用於網路負平衡器。

Name 預設 可調整

每個 Network Load Balancer 25 是

每個 Network Load Balancer 50 否

每個 VPC 的 Network Load Balancer 1,200 是

每個區域的網路負載平衡器 50 是

每個 Network Load Balancer 每動作的目標群組 1 否

每個 Network Load Balancer 的可用區域數 500 是

每個 Network Load Balancer 的目標 3,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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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配額適用於目標群組。

Name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區域的目標群組 3,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目標群組的目標 1,000 是

Classic LoLoad Balancer 適用的配額。

Name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區域的 Classic Load Balancer 20 是

每個 Classic Load Balancer 的接聽程式 100 是

每個 Classic Load Balancer 已註冊的執行個體 1,000 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配額
• 網路負平衡器
• Classic LoLoLoad Balancer 的配額
• Gateway Load Balancer 的配額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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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lastictranscod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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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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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lastictranscod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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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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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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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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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建立 Job 要求的成組分解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帳
戶所能傳送的 Creat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讀取 Job 要求的突發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能傳
送的 ReteLayer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個管道的並行工作 us-east-1

us-west-2:20

eu-west-1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12

是 目前區域中每條管線同時處
理的工作數目上限。

管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建立
的管線數量上限。

每個管線排入佇列的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管線的佇列
作業數目上限。

建立 Job 要求的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傳送的 
Image 請求的數量上限

讀取 Job 要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傳送的讀
取 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使用者定義的預設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所
建立的自訂輸出預設的最大
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stry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stry 
配額。

AWS Elastic Disaster Recover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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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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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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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r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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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r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r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dr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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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dr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r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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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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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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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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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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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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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r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r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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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dr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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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r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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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正在進行的並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正在進行的並行工作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複製來源伺服器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複製來
源伺服器總數

每AWS帳戶的來源伺服器總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AWS帳戶的來源伺服器總
數上限

每個來源伺服器的同時工作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來源伺服器的同時工作
數

單一 Job 中的來源伺服器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單一 Job 中的來源伺服器數
目上限

所有作業中的來源伺服器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所有作業中的來源伺服器上
限

亞馬遜 ElastiCach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lasticache.us-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ach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lasticache.us-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ach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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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lasticache.us-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ach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lasticache.us-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ach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lasticach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lasticach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lasticache.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lasticach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lasticache.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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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ach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ach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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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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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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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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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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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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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lasticach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lasticach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lasticach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lasticache.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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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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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lasticache.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lasticach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lasticache.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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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lasticache.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lasticache.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節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區域中所有叢集的節點數量
上限。此配額適用於指定區
域內預留和非預留的節點。
同一區域中最多可有 300 個
預留節點和 300 個非預留節
點。

每個叢集的節點 (記憶體快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個別 Memcached 叢集的
節點數量上限。

每叢集每執行個體類型節點數 (Redis 啟用叢
集模式)

每個受支的區域： 是 在個別 Redis 叢集的節點數
量上限。您也可以使用請求
來指定執行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支援的區域 (Redis 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否 在個別 Redis 碎片中節點的
數量上限 (節點群組)。有一
個節點是讀取/寫入主項。所
有其他節點則是唯讀複本。

每區域參數群組數 每個受支的區域：
150

是 您可在一個區域中建立的參
數數量上限。

每區域安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在一個區域中建立的安
全群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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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叢集的碎片 (Redis 叢集模式停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Redis (叢集模式停用) 叢
集中碎片數量上限 (節點群
組)。

每區域子網路群組數 每個受支的區域：
150

是 您可在一個區域中建立的子
網路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為子網路群組定義的子
網路數量上限。

Amazon MeMe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mory-db.us-east-2.amazonaws.com

memory-db-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mory-db.us-east-1.amazonaws.com

memory-db-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mory-db.us-west-1.amazonaws.com

memory-db-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mory-db.us-west-2.amazonaws.com

memory-db-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emory-db.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mory-d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mory-d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mory-d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mory-d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mory-d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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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emory-d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mory-d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mory-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mory-d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emory-db.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mory-db.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mory-db.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mory-d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資源 預設

每個區域的節點 300

每叢集類型節點數 (叢集) 90

每個碎片的節點 6

每區域參數群組數 150

每區域子網路群組數 150

每個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20

亞馬遜 EM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lasticmapreduce.us-east-2.amazonaws.com

elasticmapreduc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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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lasticmapreduce.us-east-1.amazonaws.com

elasticmapreduc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lasticmapreduce.us-west-1.amazonaws.com

elasticmapreduc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lasticmapreduce.us-west-2.amazonaws.com

elasticmapreduc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lasticmapreduc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lasticmapreduc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lasticmapreduce.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lasticmapreduc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lasticmapreduce.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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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lasticmapreduc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lasticmapreduc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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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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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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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lasticmapreduce.ca-central-1.amazonaws.com

elasticmapreduce-fip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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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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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lasticmapreduc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lasticmapreduc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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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elasticmapreduc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lasticmapreduce.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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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lasticmapreduce.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lasticmapreduc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lasticmapreduce.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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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lasticmapreduce.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lasticmapreduce.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如果您指定一般端點 (彈性主機. Amazonaws.com)，Amazon EMR 會將您的請求導向至預設區域中的端
點。若是 2013 年 3 月 8 日或之後建立的帳戶，預設區域為 us-west-2，若是較舊的帳戶，預設區域則為 us-
east-1。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ddInstanceFleet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AddInstanceFleet 值區的速
率

AddInstanceGrou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2

是 新增記號至 
AddInstanceGroups 值區的
速率

AddJobFlowSte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AddJobFlowSteps 值區的速
率

AddTag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AddTags 值區的
速率

CancelSte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CancelSteps 值
區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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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reateSecurityConfiguration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CreateSecurityConfiguration 
值區的速率

DeleteSecurityConfiguration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DeleteSecurityConfiguration 
值區的速率

DescribeCluster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新增記號至 DescribeCluster 
值區的速率

DescribeJobFlow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2

是 新增記號至 
DescribeJobFlows 值區的速
率

DescribeSecurityConfiguration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DescribeSecurityConfiguration 
值區的速率

DescribeStep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DescribeStep 值
區的速率

ListBootstrapAction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BootstrapActions 值區的
速率

ListCluster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Clusters 值
區的速率

ListInstanceFleet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InstanceFleets 值區的速
率

ListInstanceGrou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InstanceGroups 值區的
速率

ListInstance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Instances 值
區的速率

ListSecurityConfiguration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SecurityConfigurations 
值區的速率

ListSte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ListSteps 值區的
速率

ModifyCluster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ModifyCluster 值
區的速率

ModifyInstanceFleet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ModifyInstanceFleet 值區的
速率

ModifyInstanceGroup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ModifyInstanceGroups 值區
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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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PutAutoScalingPolicy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PutAutoScalingPolicy 值區
的速率

RemoveAutoScalingPolicy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RemoveAutoScalingPolicy 
值區的速率

RemoveTag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RemoveTags 值
區的速率

RunJobFlow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RunJobFlow 值
區的速率

SetTerminationProtection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2

是 新增記號至 
SetTerminationProtection 值
區的速率

SetVisibleToAllUser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2

是 新增記號至 
SetVisibleToAllUsers 值區的
速率

TerminateJobFlows 電話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5

是 新增記號至 
TerminateJobFlows 值區的
速率

每秒可進行 API 請求的 API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5

是 目前區域中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的最 EMR 數量上限。

指派給每個亞馬遜 EMR 工作室的AWS SSO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指派給每個亞馬遜 EMR 工
作室的AWS SSO 群組數目
上限

指派給每個亞馬遜 EMR 工作室的AWS SSO 
使用者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指派給每個亞馬遜 EMR 工
作室的AWS SSO 使用者數
目上限

每秒可進行 AddInstanceFleet API 請求的 
API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AddInstanceFleet 戶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
限。 AddInstanceFleet 將
執行個體新增至執行中的叢
集。

每秒可進行 AddInstanceGroups API 請求的 
API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AddInstanceGroups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將一個或多個執行中
的執行中新增至執行中的叢
集。

每秒可進行 AddJobFlowSteps API 請求的 
API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AddJobFlowSteps 戶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
限。 AddJobFlowSteps 將新
步驟新增至執行中的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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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描述

目前每秒可進行 AddTags API 請求的數量上
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AddTags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
的數量上限。將標籤新增至 
Amazon EMR 資源。

每個帳戶的 Amazon EMR 工作室的數量上
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帳戶的 Amazon EMR 
工作室的數量上限

目前每秒可進行 CancelSteps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CancelSteps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目前每秒可進行 
CreateSecurityConfiguration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CreateSecurityConfiguration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CreateSecurityConfiguration 
建立安全組態，它存放在服
務中，並可在叢集時指定。

目前每秒可進行 
DeleteSecurityConfiguration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DeleteSecurityConfiguration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DeleteSecurityConfiguration 
刪除安全組態。

目前每秒可進行 DescribeCluster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Cluster 戶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
限。 DescribeCluster 提供
叢集層級詳細資訊，包含狀
態、硬體和軟體組態、VPC 
設定等等。

目前每秒可進行 DescribeJobFlows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JobFlows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已取代此 API，而且
最終將會移除它。建議您 
ListBootstrapActions 改用 
ListClusters DescribeCluster 
ListSteps、、 
ListInstanceGroups 和。

目前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ecurityConfiguration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SecurityConfiguration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DescribeSecurityConfiguration 
通過返回配置 JSON 提供安
全配置的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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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tep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DescribeStep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DescribeStep 提供叢集步驟
的詳細資訊。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BootstrapAction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BootstrapActions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 ListBootstrapActions 
提供與叢集相關聯 Bootstrap 
動作的相關資訊。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Clusters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Clusters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ListClusters 提供此AWS帳
戶可見之所有叢集的狀態。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InstanceFleets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InstanceFleets 戶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
限。 ListInstanceFleets 列出
叢集中執行個體機群的所有
可用詳細資訊。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InstanceGroups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InstanceGroups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 ListInstanceGroups 
提供叢集中執行個體群組的
所有可用詳細資訊。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Instances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Instances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ListInstances 提供過去 30 
天內終止的所有作用中 EC2 
執行個體和 EC2 執行個體的
資訊，最多可達 2,000 個。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SecurityConfiguration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SecurityConfigurations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ListSecurityConfigurations 
列出此帳戶可見的所有安全
性組態，並提供其建立日期
和時間，以及名稱。

目前每秒可進行 ListSteps API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ListSteps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
的數量上限。 ListSteps 以
相反順序提供叢集的步驟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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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每秒可進行 ModifyCluster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ModifyCluster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ModifyCluster 修改可同時執
行 ClusterID 數量上指定的
叢集數量上指定的步驟數。

目前每秒可進行 ModifyInstanceFleet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ModifyInstanceFleet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 ModifyInstanceFleet 
修改執行個體機群的目標隨
需與目標 Spot 容量上限。

目前每秒可進行 ModifyInstanceGroup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ModifyInstanceGroups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ModifyInstanceGroups 修改
執行個體群組的節點數目和
組態設定。

目前每秒可進行 PutAutoScalingPolicy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PutAutoScalingPolicy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PutAutoScalingPolicy 建立
或更新 Amazon EMR 叢集
中核心執行個體群組或任務
執行個體群組的自動擴展政
策。

目前每秒可進行 RemoveAutoScalingPolicy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RemoveAutoScalingPolicy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RemoveAutoScalingPolicy 
從 EMR 叢集中的指定執行
個體群組移除自動調整規模
政策。

目前每秒可進行 RemoveTags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RemoveTags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從 Amazon EMR 資源移除
標籤。

目前每秒可進行 RunJobFlow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RunJobFlow 戶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RunJobFlow 建立並開始執
行新叢集 (任務流程)。

版本 1.0
32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A552C9A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5E87FF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A3F856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888B48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361D364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C00B9F8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elasticmapreduce/quotas/L-A21DE5E2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EventBridg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目前每秒可進行 SetTerminationProtect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SetTerminationProtection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此帳戶的數量上限。 
SetTerminationProtection 鎖
定叢集 (作業流程)，以便無
法終止叢集中的 EC2 執行個
體。

目前每秒可進行 SetVisibileToAllUser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SetVisibleToAllUsers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此
帳戶的數量上限。設定 
VisibleToAllUsers 值，決定
叢集是否可讓與叢集相關聯
AWS帳戶的所有 IAM 使用者
看見。

目前每秒可進行 TerminateJobFlows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TerminateJobFlows 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此帳戶的數量
上限。 TerminateJobFlows 
關閉叢集 (任務流程)。

可以同時執行使用中的叢集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可以同時執行使用中的叢集
數量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群組的作用中執行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執行個體群組的作用中
執行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 Amazon EMR 工作室相關的子網路數
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Amazon EMR 工作室
相關的子網路數量上限

儲存貯體補給所有 EMR 作業的最大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儲存貯體補給所有 EMR 作
業的最大費率。

Amazon EMR 會針對每個區域中每個AWS帳戶進行下列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如需有關如何套用節流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C2 API 參考中的 API 請求節流。

亞馬遜 EventBridg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度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vents.us-east-2.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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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vents.us-east-1.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vents.us-west-1.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vents.us-west-2.amazonaws.com

even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ven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ven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vent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ven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vent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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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ven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ven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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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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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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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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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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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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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even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ven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ven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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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vent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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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vent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ven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vent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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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ven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ven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目的地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 API 目
標數目上限。

連線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連線數
目上限。

Crea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每秒請求數目上 
CreateEndpoint 限。其他請
求會受到調節。

Dele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每秒請求數目上 
DeleteEndpoint 限。其他請
求會受到調節。

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端點數
目上限。

呼叫限制每秒交易的限制 us-east-1

us-east-2：4,500

us-west-1

us-west-2

是 呼叫是符合規則並傳送至
規則目標的事件。達到限制
後，調用被限制; 也就是說，
它們仍然發生，但它們被延
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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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outh-1：750

ap-northeast-1：
2,250

ap-northeast-3：750

ap-southeast-1：
2,250

ap-southeast-2：
2,250

eu-central-1：4,500

eu-south-1

eu-west-1

eu-west-2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1,100

規則數目 af-south-1

eu-south-1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個事件匯流排帳戶可擁有
的規則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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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Events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us-east-1：萬

us-east-2

us-west-1

us-west-2：1

af-south-1：400

ap-northeast-1：
1,200

ap-northeast-3：400

ap-southeast-1：
1,200

ap-southeast-2：
1,200

eu-central-1：2,400

eu-south-1

eu-west-1：萬

eu-west-2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600

是 每秒請求數目上 PutEvents 
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節。

每個 API 目標的呼叫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傳送至每
個 API 目的端點的最大值。
一旦滿足配額，future 對該 
API 端點的調用就會被限
制。調用仍然會發生，但會
延遲。

每個規則的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以與某個規則建立關聯的
目標數目上限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除外，所有 EventBridge API 
作業每秒的最大請求數目 
PutEvents。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UpdateEndpoint 每秒交易的節流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每秒請求數目上 
UpdateEndpoint 限。其他請
求會受到調節。

亞馬遜 EventBridge 管道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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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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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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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pipe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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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pipe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pipe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pipe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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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pipe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ip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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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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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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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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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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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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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pip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pipe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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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pipe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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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pipe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pipe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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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EventBridge 管具有下配額：如果您有更高的最大限制需求，請聯絡支援部門。

資源 區域 預設限制

每個帳戶的並發管道執行 •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 中國 (寧夏)
• 中國 (北京)
• 亞太區域 (大阪)
• 非洲 (開普敦)
• 歐洲 (米蘭)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歐洲 (法蘭克福)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 歐洲 (倫敦)
• 亞太區域 (雪梨)
• 亞太區域 (東京)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 加拿大 (中部)
• Europe (Paris)
• Europe (Stockholm)
• 南美洲 (聖保羅)
• 亞太區域 (首爾)
• 亞太區域 (孟買)
• 亞太區域 (香港)
• Middle East (Bahrain)
• 中國 (寧夏)
• 中國 (北京)
• 亞太區域 (大阪)
• 非洲 (開普敦)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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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區域 預設限制
• 歐洲 (米蘭)

每個帳戶的並發管道執行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歐洲 (愛爾蘭)

3000

每個帳戶的管道 全部 1000

亞馬遜 EventBridge 排程器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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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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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chedul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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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chedul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chedul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chedul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chedul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cheduler.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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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chedul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chedul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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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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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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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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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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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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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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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schedul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chedul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chedul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chedul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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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chedul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chedul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chedul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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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reateSchedul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CreateSchedule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CreateScheduleGroup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CreateScheduleGroup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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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DeleteSchedul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DeleteSchedule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DeleteScheduleGroup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DeleteScheduleGroup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GetSchedul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GetSchedule 請 當您達
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餘的間隔內拒
絕此作業的要求。

GetScheduleGroup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GetScheduleGroup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呼叫限制每秒交易的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調用是傳遞到定義目標的計
劃有效負載。達到限制後，
調用被限制; 也就是說，它們
仍然發生，但它們被延遲。

ListScheduleGroups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ListScheduleGroups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ListSchedules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ListSchedules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ListTagsForResourc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列出與「排程器」資源相關
聯的標籤。

排程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帳戶的排程群組數目上
限

排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每個帳戶的排程數上限。此
配額包括已完成執行的一次
性排程。我們建議您在完成
執行並叫用目標之後刪除一
次性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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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agResourc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將一或多個標籤 (鍵/值對) 指
派給指定的「排程」資源。

UntagResourc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從指定的「排程器」資源移
除一或多個標籤。

UpdateSchedule 請率請率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UpdateSchedule 
請 當您達到此配額時， 
EventBridge 排程器會在剩
餘的間隔內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

亞馬遜 EventBridge 模式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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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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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chema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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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chema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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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chema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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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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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chema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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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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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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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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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schema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chema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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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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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iscoveredSchema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之
探索之綱要登錄的結構描述
數目上限

發現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建立的探
索者數上限。

登錄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建立的登
錄數上限。

SchemaVersion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每個結構描述的版本數目上
限。

結構描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之
每個登錄的結構描述數目上
限。(探索到的綱要登錄除外)

Amazon FinSpace 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配額。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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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屬性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FinSpace 環境中可存在的屬
性集數目上限。

每使用者叢集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使用者可啟用的 
FinSpace Spark 叢集數目上
限。

並行變更集處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FinSpace 環境可以處
理的並行變更集數量上限

並行資料檢視處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FinSpace 環境同時執
行的資料檢視處理數目上
限。

控制詞彙和類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FinSpace 環境的控制
詞彙和類別的最大組合數。

每個資料集資料檢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每個資料集可建立的資料檢
視數目上限。

資料集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FinSpace 環境中可存在的資
料集數目上限。

每個使用者群組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每個使用者群組指派的資料
集數目上限。

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您可以為每個AWS帳戶建
立的 FinSpace 環境數目上
限。

每個變更集的檔案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萬個

否 單一變更集中的檔案數量上
限。

每個變更集的檔案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變更集中任何單一檔案的最
大檔案大小。

筆記本儲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GB

否 每個使用者筆記型電腦環境
的最大 EFS 儲存容量。

User Groups (使用者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 FinSpace 環境的使用
者群組數目上限。

使用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FinSpace 環境中可存在的使
用者數目上限。

AWS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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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FIS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
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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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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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
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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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菲斯 (south) HTTPS

亞太區域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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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菲斯普-south1.Amazast-1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菲斯 .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魚 .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魚 .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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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菲斯-central-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菲斯 eu-central-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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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菲克斯 (south)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us-west-3. 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哥
爾摩)

eu-north-1 菲斯 (eu-north) HTTPS

中東 (巴林) me-south-1 魚. south-1 HTTPS

南美洲 (聖保
羅)

sa-east-1 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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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FI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FIS。 us-gov-east-1. 亞馬遜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FIS。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以小時為單位的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執行一項動作的時數上
限。

每個實驗模板的操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帳
戶的實驗模板可進行動作的
數量上限。

作用中實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執
行的使用中實驗的最大數
量。

在幾天內完成實驗數據保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

否 在目前區域中AWS，FIS 所
允許的天數上限。

以小時為單位的實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一個實驗最大數量。

实验模板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所
建立的實務範本最大數量。

每個實驗的平行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
帳戶的實驗中同時執行的動
作數量上限。

每個實驗模板的停止條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
帳戶中，此帳戶的實驗模板
中可進行停止條件的數量上
限。

適用於 AWS 的目標叢集：drain-container-
instanc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籤，每個實驗
識別目標時，aw:ecs:drain-
container-instances 可以定
位的叢集數目上限。

AWS 的目標叢集：rds：failover-db-clust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籤，每個實驗識
別目標時，aw:rds:failover-
db-cluster 可以鎖定叢集的最
大數目。

aws 的目標資料庫執行個體：rds：reboot-
db-instanc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籤，每個實驗識
別目標時，aw:rds: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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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wall Manag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b-instances 可以定位的 
DbInstance 的最大數目。

aw: EC2: 重新啟動執行個體的目標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每個實驗使用標籤識別
目標時，aw:ec2：重新啟
動實例可以定位的最大實例
數。

awtheast-2:2: 2:2: 2 的目標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記識別每個實驗
的目標時，aw: ec2: stop-
instance 可以鎖定的執行個
體數目上限。

aw: EC2: 終止執行個體的目標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每個實驗使用標籤
識別目標時，aw: ec2: 終止
執行個體可以鎖定的最大執
行個體數目。

AWS 的目標執行個體:SSM: 傳送指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實驗使用標籤識別
目標時，aw: ssm: send-
command 可以定位的最大實
例數。

aws 的目標節點群組：terminate-
nodegroup-instanc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實驗使用標籤識別目
標時，aw:eks:terminate-
nodegroup-instances 可以定
位的節點群組數目上限。

SpotInstances 適用於 aws 的目標：ec2：
send-spot-instance-interruption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籤識別目標
時， SpotInstances 該 
aw:ec2:send-spot-instance-
interruptions 可以定位的最
大數量，每個實驗。

AWS 的目標子網路:網路:中斷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每個實驗使用標籤識別
目標時，aw: network: 中斷
連線可以鎖定的子網路數目
上限。

Aw 的目標工作:EC: 停止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當您使用標籤，每個實驗識
別目標時，awes: EC：stop-
任務可以定位的任務的最大
數量。

AWS Firewall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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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Firewall Manager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fms.us-east-2.amazonaws.com

fm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fms.us-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fms.us-west-1.amazonaws.com

fm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fms.us-west-2.amazonaws.com

fm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fms.af-south-1.amazonaws.com

fms-fi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fms.ap-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fm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fm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fms.ap-south-1.amazonaws.com

fms-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fm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fm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fms-fi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fm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fm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fms-fi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fm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fms.ca-central-1.amazonaws.com

fm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版本 1.0
33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Firewall Manage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fms.eu-central-1.amazonaws.com

fms-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fms.eu-west-1.amazonaws.com

fms-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fms.eu-west-2.amazonaws.com

fms-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fms.eu-south-1.amazonaws.com

fms-fi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fms.eu-west-3.amazonaws.com

fms-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fm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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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fm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fms.me-south-1.amazonaws.com

fms-fi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fm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fms.sa-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fms.us-gov-east-1.amazonaws.com

fm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fms.us-gov-west-1.amazonaws.com

fm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每個 WAF 傳統策略的AWS WAF 典型
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您可以在「Firewall Manager 
員AWS WAF 典型」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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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wall Manag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使用的AWS WAF 典型規則
群組數目上限。

一般安全群組政策範圍內的 Amazon VPC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Firewall Manager 員
每個帳戶的通用安全群組
政策範圍內可以擁有的最
大 Amazon VPC 執行個體
數量。此數字代表您擁有的 
VPC 和與您共用的 VPC 的
總計數。

每個應用程式清單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清單中定
義的應用程式數目上限。

依安全性群組內容稽核原則稽核安全性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您可以在 Firewall Manager 
員內容稽核安全性群組原則
中使用的稽核安全性群組數
目上限。

任何內容稽核安全群組政策設定中的受管理
應用程式清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您可以在「Firewall Manager 
員」內容稽核安全性群組原
則的任何設定中使用的自訂
受管理應用程式清單數目上
限。

每個帳戶的自訂受管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為帳戶定義的自訂受
管理應用程式清單數量上
限。

任何內容稽核安全群組政策設定中的自訂受
管理通訊協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您可以在「Firewall Manager 
員」內容稽核安全性群組原
則的任何設定中使用的自訂
受管理通訊協定清單數目上
限。

每個帳戶的自訂受管協定清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為帳戶定義的自訂受
管協定清單數量上限。

每個區域每個策略明確包含或排除的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 Firewall Manager 
員策略的範圍中明確包含或
從範圍中明確排除的每個區
域帳戶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每個組織的 Firewall Manager 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組織」中AWS任何一
對「區域」和「組織」的
「Firewall Manager 員」策
略數目上限。

Network Firewall 策略的 IPV4 CID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在單一 Firewall 
Manager 員 Network 
Firewall 策略中提供的 IPV4 
CIDR 範圍數目上限，以用
於防火牆端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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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預測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每個策略範圍內的組織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任何區域的 Firewall 
Manager 員策略範圍內可以
使用的組織單位數目上限。

每個通用安全群組的主要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您可以在「Firewall Manager 
員」一般安全性群組原則中
使用的主要安全性群組數目
上限。

每個協議列表的協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在通訊協定清單中定
義的通訊協定數目上限。

根據 DNS 防火墻策略，Route 53 Resolver 
DNS 防火墻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可在 Firewall Manager 員 
DNS 防火牆策略中使用的 
Route 53 解析度器 DNS 防
火牆規則的數量上限。

每個AWS WAF 策略的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以在 Firewall Manager 
員AWS WAF 策略中使用的
規則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策略要包含或排除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是 您可以用來包含或排除 
Firewall Manager 員策略的
標籤最大數量。

單一 Network Firewall 原則可自動修復的 
VPC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單一 Firewall Manager 員 
Network Firewall 策略可自動
修復的 VPC 數目上限。

WAWS AF 原則中使用的網頁 ACL 容量單
位 (WCU)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Firewall Manager 員 WAWS 
AF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規則
群組的 Web ACL 容量單位 
(WCU) 合併數目上限。規則
群組的 WCU 用法會在建立
時由規則群組擁有者修正。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Firewall Manager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Firewall Manager配額。

Amazon Forecas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Forecas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forecas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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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forecas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forecast.us-east-1.amazonaws.com

forecas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forecast.us-west-2.amazonaws.com

forecas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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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forecas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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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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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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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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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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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Forecast 查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forecastquery.us-east-2.amazonaws.com

forecastquer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forecastquery.us-east-1.amazonaws.com

forecastquer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forecastquery.us-west-2.amazonaws.com

forecastquer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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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forecastquer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forecastquery.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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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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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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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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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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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所有檔案的累計大小
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中所有檔案的累計大小上
限，以 GB 為單位

最大預測時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最大預測長度 (500 個資料點
或目標時間序列資料集長度
的 1/3 以下)

解釋能力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
中可以擁有的解釋能力數量
上限

無解釋匯出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
中可以擁有的無法解釋導出
數量上限

回測試的窗口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最大回溯測試視窗計數 
(RecipeParameters)

相關時間序列資料集中的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可以在相關的時間 _ 系列資
料集中的資料行數目上限

目標時間序列資料集中的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3

否 目標時間 _ 系列資料集中可
以存在的資料行數目上限

項目中繼資料集中的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項目 _ 中繼資料資料集中可
以存在的資料行數目上限

資料集群組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資料集群組數
量上限

資料集匯入任務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資料集匯入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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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料集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您在 Amazon Forecast 
Proget 帳戶中可擁有的資料
集數量上限

資料集群組中的資料集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資料集群組中可以存在的資
料集數目上限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的檔案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中可以擁有的檔案數量上限

預測匯出任務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最大預測出口
數

預測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最大預測數量

預測回測匯出工作的最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的 Amazon Forecast 
Formage 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預測匯出的最大數量

預測器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預測帳戶
中擁有的預測值數量上限

資料集中的列數量上限 方便-南方 -1: 百萬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3,000,000,000

是 資料集中可以在資料集中的
資料列數量上限

您可以新增至資源的標籤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新增至資源的標籤數
量上限

每個預測器的最大時間序列數 ap-south-1：100 萬

每個其他受支援的區
域：5,000,000 個

是 允許訓練預測值的時間序列
數目上限 (目標時間序列資料
集中各預測維度間的項目數 * 
唯一值數)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AutoPredictor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parallel 執行 
CreateAutoPredictor 工作的
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DatasetImportJob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DatasetImportJob 工
作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Explainability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parallel 執行 
CreateExplainability 工作的
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ExplainabilityExport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parallel 執行 
CreateExplainabilityExport 
工作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Forecast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Forecast 
工作的最大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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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ForecastExportJob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ForecastExportJob 工
作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Predictor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Predictor 工作的最大
數目

使用 AutoML 的最大 parallel 
CreatePredictor 執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使用 AutoML 的 parallel 執
行 CreatePredictor 工作的最
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PredictorBacktestExportJob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PredictorBacktestExportJob 
工作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Analysis 工
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Analysis 工作
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Forecast 工
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Forecast 工作
的最大數目

最大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ForecastExport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parallel 執行 
CreateWhatIfForecastExport 
工作的最大數目

最多 parallel 執行 QueryForecast API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10 個並行預測，包括 5 個使
用大型資料集建立的預測 (任
何超過 20GB 或 100,000 個
項目)。

每個資源類型的 parallel 執行停止工作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進行中的 parallel 停止工作
數目上限

在主控台或 QueryForecast API 上可查詢預
測的時間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可在主控台或 
QueryForecast API 上查詢
預測的時間上限 (以天為單
位)

的數量上限 AutoPredictor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您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
中可擁有的 AutoPredictors 
數量上限

假設分析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假設分析數量
上限

假設 Forecast 匯出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亞馬遜 Forecast 帳
戶中擁有的假設預測出口數
量上限

假設預測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 Amazon Forecast 
帳戶中擁有的假設預測的最
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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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Fraud Detecto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reateWhatIfForecastExport 作業中假設預
測的最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CreateWhatIfForecastExport 
作業中假設預測的最大數目

Amazon Fraud Detector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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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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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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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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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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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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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模型的同時訓練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模型的同時訓練工作數
目上限。

部署的模型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部署的模型版本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偵測器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的最大偵測器數
量。

EntityType 每個帳戶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EntityType 每個帳戶的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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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EventType 每個帳戶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EventType 每個帳戶的最大
值。

每個帳戶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的標籤的標籤上限

每個帳戶的列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號的清單數目上限。

型號包括每個偵測器版本的外部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偵測器版本的最大型
號，包括外部型號。

每個帳戶的模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帳戶的最大型號數量。

每個帳戶的成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帳戶的最大結果數。

GetPredic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秒可進行的 GetPrediction 
API 調用數目最大值。

每個 帳戶的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帳戶的規則上限。

GetPrediction 要求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KB 受支援的區
域

否 每個 GetPrediction API 呼叫
的最大承載大小。

並行事件型態統計值更新作業總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帳戶同時「事件類型」
統計資料更新作業的最大總
數。

同時訓練任務任務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帳戶同時訓練工作的最
大總數。

訓練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Fraud Detector 模型訓練資
料的大小上限。

每個帳戶的變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帳戶的最大變數數量。

每個檢測的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偵測器的草稿版本數目
上限。

每個型的版本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個模型的最大版本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Fraud Detector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FreeRTO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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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RTOS

服務端點
下表提供 FreeRTOS 支援無線上網功能的區域特定端點清單。這些區域也支援 FreeRTOS 主控台。

免費 OTA 控制平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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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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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io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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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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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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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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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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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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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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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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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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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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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
34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FreeRTOS

FreeRTOS 務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prefix.iot.us-east-2.amazonaws.com MQTT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prefix.iot.us-east-1.amazonaws.com MQTT

美國西部 (加利
佛尼亞北部)

us-west-1 prefix.iot.us-west-1.amazonaws.com MQTT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prefix.iot.us-west-2.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prefix.iot.ap-east-1.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refix.iot.ap-south-1.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refix.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prefix.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refix.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MQTT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refix.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MQTT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prefix.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MQTT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refix.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MQTT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refix.iot.eu-west-1.amazonaws.com MQTT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efix.iot.eu-west-2.amazonaws.com MQTT

歐洲 (巴黎) eu-west-3 prefix.iot.eu-west-3.amazonaws.com MQTT

歐洲 (斯德哥爾
摩)

eu-north-1 prefix.iot.eu-north-1.amazonaws.com MQTT

中東 (巴林) me-south-1 prefix.iot.me-south-1.amazonaws.com MQTT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prefix.iot.sa-east-1.amazonaws.com MQTT

Service Quotas
FreeRTOS TA 資源配額

資源 預設

檔案大小 16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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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RTOS 務

API 每秒交易數

CreateOTAUpdate 10 TPS

DeleteOTAUpdate 5 TPS

GetOTAUpdate 15 TPS

ListOTAUpdates 15 TPS

亞馬遜 FSx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fsx.us-east-2.amazonaws.com

fsx-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fsx.us-east-1.amazonaws.com

fsx-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fsx.us-west-1.amazonaws.com

fsx-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fsx.us-west-2.amazonaws.com

fsx-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fsx.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fsx.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fsx.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fsx.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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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fsx.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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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fsx.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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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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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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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fsx.ca-central-1.amazonaws.com

fsx-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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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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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fs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fsx.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fsx.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fsx.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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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fsx.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fsx.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fsx.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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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fsx.us-gov-east-1.amazonaws.com

fsx-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fsx.us-gov-west-1.amazonaws.com

fsx-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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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光澤快取 _1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具
有快取類型 Lustre 和部署類
型 Cache_1 的 Amazon 檔
案快取快取的最大數量。

光澤快取 _1 儲存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8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為所有具
有快取類型 Lustre 和部署類
型 Cache_1 的 Amazon 檔
案快取快取設定的最大儲存
容量 (以 GiB 為單位)。

光澤持續性硬碟儲存容量 (每個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000 2,000

是 您可以為 Lustre 永久性檔案
系統的 Amazon FSx 設定的
硬碟儲存容量上限 (以 GiB 
為單位)。

光澤永久性 _1 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Lustre 永久性 _1 檔案系統的 
Amazon FSx 數目上限

永久光澤 _1 儲存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800

是 您可以為此帳戶中的所有 
Amazon FSx 針對 Lustre 持
續性 _1 檔案系統設定的最大
儲存容量 (以 GiB 為單位)。

光澤永久性 _2 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Lustre 永久性 _2 檔案系統的 
Amazon FSx 數目上限

永久光澤 _2 儲存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800

是 您可以為此帳戶中 Lustre 
持久性 _2 檔案系統的所有 
Amazon FSx 設定的最大儲
存容量 (以 GiB 為單位)。

光澤划痕文件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Lustre 暫存檔案系統的 
Amazon FSx 數目上限。

光澤划痕存儲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800

是 您可以為此帳戶中的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Lustre 
暫存檔案系統) 設定的最大儲
存容量 (以 GiB 為單位)。

光澤備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for Lustre 檔案系統可以擁
有的使用者啟動備份數目上
限。

固態硬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所允許的固態硬碟 IOPS 總
容量。 NetApp

ONTAP SSD 儲存體容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424,288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擁有的
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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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NetApp ONTAP 檔案系統的
固態硬碟儲存容量上限 (以 
GiB 為單位)。

ONTAP 備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擁有的
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NetApp ONTAP 檔案系統的
使用者啟動備份數目上限。

ONTAP 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NetApp ONTAP 檔案系統的 
Amazon FSx 數目上限。

輸送量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是 此帳戶中 NetApp ONTAP 
檔案系統所允許的所有 
Amazon FSx 輸送量容量總
容量 (以 Mbps 為單位)。

OpenZFS SSD SSD 儲存體容量 us-east-1:262,144

us-east-2:262,144

us-west-west-2：26 
2,144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65,536

是 您可以為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OpenZFS 檔案系統) 設定的 
SSD 儲存容量上限 (以 GiB 
為單位)。

OpenZFS 固態硬碟儲存容量 (每個檔案系
統)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424,288

是 您可為 Amazon FSx for 
OpenZFS 檔案系統設定的 
SSD FSx for OpenZFS 檔案
系統的 SSD 儲存體容量 (以 
GiB 為單位)。

開放式資料庫備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擁有的
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OpenZFS 檔案系統) 的使用
者啟動備份數目上限。

OpenZFS 磁碟 IOPS 磁碟 IOPS 每個支援的區域：40 
萬萬萬個

是 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檔案系統允許的磁碟 IOPS 
總量。

OpenZFS 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
的 OpenZFS 檔案系統之 
Amazon FSx 數目上限。

OpenZFS 輸送量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是 此帳戶中所有用於 OpenZFS 
檔案系統的 Amazon FSx 
允許的輸送量容量總量 (以 
Mbps 為單位)。

視窗硬碟儲存容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424,288

是 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Windows 檔案伺服器
檔案系統的硬碟儲存容量上
限 (以 Gi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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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Windows SSD SSD 儲存體容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42424,288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擁有的
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Windows 檔案伺服器檔案系
統的 SSD 儲存容量上限 (以 
GiB 為單位)。

視窗備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擁有
的所有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 檔案系
統的使用者啟動備份數目上
限。

Windows 檔案系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Windows 伺服器檔案系統
適用的 Amazon FSx 數目上
限。

Windows 輸送量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是 此帳戶中所有 Amazon FSx 
適用於 Windows 檔案系統的
輸送量容量總容量 (以 MBP 
為單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Amazon FSx for Lustre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 FSx for Lustre 配額
• 適用於 ONTAP 的 FSx 使用者指南中的 ONTAP 配額的 FSx
• 使用者指南中 FSX 中的開放式 ZF 配額的 FSx
•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 使用者指南

亞馬遜 GameLif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下列服務端點表格會以 Amazon GameLift 叢集AWS 區域本地區域的形式顯示。如需遠端位置可用
性，請參閱AWS全域基礎結構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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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amelif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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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gamelif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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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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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amelif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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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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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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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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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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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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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amelif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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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的最大數量。

建置能力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GB

否 每個地區可用於上傳遊戲組
建的最大容量（以 GB 為單
位）。您可以視需要刪除未
使用的組建，以便為其他或
更大的組建騰出空間。

每個區域的建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地區允許（在任何狀態
下）的遊戲伺服器組建數量
上限。

每個區域的團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允許 (任何狀態) 的
叢集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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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工作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地區允許的遊戲伺服器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遊戲伺服器群組的遊戲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遊戲伺服器群組允許的
最大遊戲伺服器數量。

遊戲工作階段記錄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MB

否 遊戲工作階段結束 GameLift 
時上傳到 Amazon 的遊戲工
作階段日誌允許的最大檔案
大小 (以 MB 為單位)。

每個區域的遊戲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區域允許的遊戲工作階
段佇列數目上限。

每個字符串的鍵值對到雙地圖配對玩家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字串至雙重對映 (SDM) 配
對播放器屬性的最大鍵值對
數。

每個區域的車隊中的位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每個區域的叢集中允許的
最大位置數目 (在任何狀態
下)。

每個區域的配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地區允許的配對配置數
量上限。

每個區域的配對規則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允許的配對規則集
數目上限。

NewGameSessionsPerCreator 每個叢集組
態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叢集資源策略配置中允許的
每個創作者的新遊戲工作階
段上限。

PolicyPeriodInMinutes 每個叢集組態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叢集資源原則組態中允許的
最長期間 (以分鐘為單位)。

每位配對玩家的玩家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配對票券中每位玩家的玩家
屬性上限。

每個遊戲工作階段的玩家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可加入遊戲工作階段的玩家
工作階段數目上限。

每張配對門票的玩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包含在配對票券中的玩家
人數上限。

每個遊戲工作階段佇列的目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遊戲工作階段佇列允許
的最大佇列目的地數目。

每個區域的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地區允許的遊戲伺服器
指令碼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個體的伺服器程序 (GameLift SDK 
v3 及以上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使用 Amazon GameLift SDK 
第 3 版或更新版本時，可在
單一執行個體上執行的並行
伺服器處理序數目上限。

每個字符串列表配對玩家屬性的字符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字符串列表（SL）配對玩家
屬性中的最大字符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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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GameSpark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最大數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遊戲公園 .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s.us-east-1.amazonaws.com WS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遊戲公園 .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s.games 公園 .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WS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雲代碼腳本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00

否 雲端程式碼指令集中的最大
字元數。

並行使用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遊戲每個階段的最大數量。
您無法在預覽期間調整此配
額。

遊戲配置大小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遊戲設定的大小上限 (單位：
MB)。

遊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目前區域中可以在目前區域
中建立此帳戶的遊戲最大數
量。

連線管理呼叫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連線
管理服務 API 呼叫的最大數
量。您無法在預覽期間調整
此配額。

遊戲客戶端消息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遊戲客戶端連線 
GameSparks 每隔 10 秒可
傳送的訊息最大數量。您無
法在預覽期間調整此配額。

遊戲管理通話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2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遊戲
管理服務 API 呼叫的最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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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量。您無法在預覽期間調整
此配額。

每場遊戲快照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遊戲中可儲存的快照最大數
量。

WebSocket 訊息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384 個位元組

否 WebSocket 訊息的大小上限 
(位元組)。

Amazon S3 Glacier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lacier.us-east-2.amazonaws.com

glaci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lacier.us-east-1.amazonaws.com

glaci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glacier.us-west-1.amazonaws.com

glaci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lacier.us-west-2.amazonaws.com

glaci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glaci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glaci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glaci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glaci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glaci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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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laci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glaci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glaci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glaci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glaci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glacier-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glaci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glaci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glaci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glaci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glaci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glaci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glaci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glaci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glaci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glaci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以 GB 為單位的封存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GB

否 封存檔的大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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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封存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MB

否 封存 (單位：單位：單位：單
位：單位：單位：單位：單
位：單位)。

多部分零件尺寸。 每個支援的區域：4 
GB

否 多部分上傳中允許的零件大
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多部分零件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分段上限。

隨機還原要求的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35 否 每天儲存之每個 PIB 的隨機
還原要求數目。

保管庫標籤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可以套用至保存庫的標籤數
目最大值。

佈建的容量單位 每個支援的區域：2 否 每個帳戶可購買的佈建容量
單位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保存庫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帳戶可擁有的最大儲存庫數
目。

AWS Global Accelerato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mazon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
域

us-west-2 全球加速器 HTTPS Z2BJ6XQ5FK7U4H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AWS帳戶的自訂路由加速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的自訂路由器
的自訂路由器數量上限。

每個加速器的端點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2

否 每個加速器的端點群組的最
大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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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應用程式負載平衡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僅包含 ALB 端點的端點群組
中應用程式負載平衡器的最
大數目。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EC2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僅包含 EC2 執行個體端點的
終端群組中 EC2 執行個體的
最大數量上限。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彈性 IP 位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端點群組中僅包含彈性 IP 位
址端點的彈性 IP 位址數目上
限。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網路負載平衡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僅包含 NLB 端點的端點群組
中網路負載平衡器的最大數
目。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VPC 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端點群組中僅包含子網路端
點的最大 VPC 子網路數目。

每個端點群組的端點-多個端點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端點群組中包含多個端點類
型的端點數目上限。

每個加速器的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加速器的監聽器的監聽
器的最大數量。

每個端點群組的連接埠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端點群組的連接埠覆寫
數目上限。

每個監聽器的連接埠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監聽器的連接埠範圍的
最大數量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標準加速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帳戶的標準加速器數
AWS目上限。

每個加速器的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加速器的標數上限。

AWS Glu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lue.us-east-2.amazonaws.com

glu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版本 1.0
3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2151CAA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B7B054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6975C1F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83098B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C6F903E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7B7A9DD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globalaccelerator/quotas/L-BE074EF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Glu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lue.us-east-1.amazonaws.com

glu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glue.us-west-1.amazonaws.com

glu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lue.us-west-2.amazonaws.com

glu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glu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glu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glu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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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glu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lu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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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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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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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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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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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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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lu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glu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glu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glue.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glu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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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lu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glue.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glu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glue.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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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glue.us-gov-east-1.amazonaws.com

glue-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glue.us-gov-west-1.amazonaws.com

glu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轉換執行並行的機器學習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此帳戶每個機器學習轉換可
執行的最大並行工作數目。

標籤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MB

是 可匯入的個別標籤檔案的最
大檔案大小。

每個開發人員端點的最大 DPU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開發端點中的 DPU 數目上
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並行工作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帳戶的並行任務的數量上
限。

每個作業的並行工作執行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任務的並行任務的執行數上
限。

每個帳戶的連線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帳戶的連線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帳戶的資料庫上限。

每個目錄最大資料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目錄的資料庫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開發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您帳戶中的開發端點數目上
限。

每個帳戶的函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帳戶的函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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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庫函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資料庫的函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任務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帳戶的任務數上限。

每個觸發器最大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觸發器可以啟動的任務數上
限。

每個帳戶的分區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0,000

是 帳戶的分區數上限。

每個表的最大分區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0

是 每個資料表的分區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安全配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帳戶的安全設定數上限。

每個帳戶 (DPU) 使用的資料處理單位 (DPU) 
的最大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您可以在帳戶中同時使用的
資料處理單元 (DPU) 中的最
大備用運算容量。

每個帳戶的最大表格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帳戶的最大資料表版本數上
限。

每個表格的最大表格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每個資料表版本的數量上
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帳戶的最大資料表數上限。

每個資料庫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00

是 每個資料庫的最大資料表數
上限。

每個帳戶的工作 DPU 上限 us-east-1：1,000

us-east-2：1,000

us-west-2：1,000

ap-northeast-1：
1,000

ap-southeast-2：
1,000

eu-west-1：1,000

每個其他受支援的區
域：500

是 您可以在帳戶中同時使用的
資料處理單元 (DPU) 中的最
大運算容量。

每帳戶的觸發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帳戶的觸發數上限。

綱要登錄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此帳戶每個AWS區域的綱要
登錄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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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Managed Grafana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結構描述版本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此帳戶每個AWS區域的結構
描述版本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爬蟲程式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帳戶的搜尋器數上限。

每個帳戶同時執行的爬行者程式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您帳戶中同時執行的爬蟲數
目上限。

機器學習轉換的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此帳戶的機器學習轉換數目
上限。

每個結構描述版本的中繼資料金鑰值配對數
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結構描述版本」中繼
資料索引鍵值配對的最大數
目。

工作流程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帳戶的工作數上限。

每個帳戶進行轉換的並行機器學習工作執行
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此帳戶針對機器學習轉換執
行的並行機器學習轉換工作
總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GovCloud (US) 使用者指南》中的 AWS Glue。

Amazon Managed Grafana 的 Managed Grafana 的 
Managed aged aged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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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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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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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rafan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grafan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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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Managed Grafan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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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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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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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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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rafan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mazon Managed Grafana 具有下列配額如下：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工作區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擁
有的工作區域中可擁有的工
作區域的數量上限。

AssociateLicens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AssociateLicens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CreateWorkspa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CreateWorkspa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leteWorkspa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DeleteWorkspa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scribeWorkspa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DescribeWorkspa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scribeWorkspaceAuthentic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可進行 
DescribeWorkspaceAuthentica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DisassociateLicens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DisassociateLicens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Permission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ListPermission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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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rew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Workspac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ListWorkspace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UpdatePermissions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UpdatePermission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Workspace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UpdateWorkspa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WorkspaceAuthentic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

否 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可進行 
UpdateWorkspaceAuthentica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此外，Amazon 受管的 Grafana 在每個工作區內都有下列配額

資源 可調整 預設配額

Alerts (提醒) 否 每個工作區 100 個。

儀表板 否 每個工作區 2,000

資料來源 否 每個工作區 2,000

使用者 否 10,000 個佈建，每個工作區 500 個並行處
理。

API 金鑰 否 每個工作區 100 個。

AWS Glue DataBrew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tabrew.us-east-2.amazonaws.com

databrew-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tabrew.us-east-1.amazonaws.com

databrew-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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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rew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databrew.us-west-1.amazonaws.com

databrew-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tabrew.us-west-2.amazonaws.com

databrew-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databrew.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atabrew.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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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brew.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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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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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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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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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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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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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brew.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atabrew.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atabrew.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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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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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atabrew.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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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AWS帳戶的並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中同時
執行的任務數目上限。

每AWS帳戶的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資料集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任務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節點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此AWS帳戶中執行的工作可
用節點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開設專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同時開啟
的專案數AWS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項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專案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食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食譜數目上限。

每個規則集的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規則集擁有的規則
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規則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規則集數目上限。

每個資料集的規則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為資料集建立的規則
集數目上限。

每個AWS帳戶的排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在此AWS帳戶建立的
排程數目上限。

每個配方的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為方案建立的版本數
目上限。

AWS Ground Station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roundstation.us-east-2.amazonaws.com

groundstatio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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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roundstation.us-east-1.amazonaws.com

groundstatio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roundstation.us-west-2.amazonaws.com

groundstatio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groundstation.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roundstati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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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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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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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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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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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groundstation.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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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onfig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的組態數目上限。

接觸前置時間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是 排程聯絡人所允許的最長前
置時間 (天)

資料流端點群組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的資料流端點群組數目
上限。

每個群組的資料流端點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允許的每個群組的資料流端
點數目上限。

星曆驗證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同時驗證的客戶提供的臨時
動物的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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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Duty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最長接觸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允許的最長接觸時間（分
鐘）

任務描述檔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的任務描述檔數目上
限。

已排程事件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允許的排定聯絡人數上限

已排程分鐘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允許的排程分鐘數目上限。

亞馬遜 GuardDuty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uardduty.us-east-2.amazonaws.com

guarddut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uardduty.us-east-1.amazonaws.com

guarddut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guardduty.us-west-1.amazonaws.com

guarddut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uardduty.us-west-2.amazonaws.com

guarddut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guarddut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guarddut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guarddut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guarddut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guarddut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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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Dut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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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guarddut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uarddut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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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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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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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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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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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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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uarddut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guarddut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guarddut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guarddut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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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guarddut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guarddut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guarddut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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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guardduty.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guardduty.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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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Health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偵測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可以
創建的檢測器資源的最大數
量。

篩選條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可儲
存的過濾器數目上限。

尋找保留期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問題清單的保留天數上
限。90 天後，會刪除發現項
目。

成員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與主帳戶相關聯成員帳戶的
數目上限。每個偵測器都可
以有一個主帳戶。

威脅 intel 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否 您可以在每個地區每個AWS
帳戶新增的 Intel 安全威脅組
合數目上限。

信任的 IP 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可以
新增的受信任 IP 集數目上
限。

AWS Health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health.us-east-2.amazonaws.com

global.health.amazonaws.com

health-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health.us-east-1.amazonaws.com

global.health.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health.us-gov-west-1.amazonaws.com

health-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AWS Health用指南中的存取AWS Health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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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Lake

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亞馬遜 HealthLake 端點和配額
亞馬遜的區域和端點 HealthLak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healthlake.us-east-2.amazonaws.com

healthlak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healthlake.us-east-1.amazonaws.com

healthlak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healthlake.us-west-2.amazonaws.com

healthlak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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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的節流和配額 HealthLake
下表說明 Amazon HealthLake 內每個客戶帳戶的資源管理節流限制。如需可變更之限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限制。對於所有作業，如果超過節流限制，使用者將會收到ThrottlingException錯誤訊息。

每個帳戶允許 10 個資料存放區的最大配額。如需有關要求提高配額的資訊，請參閱主控台支援中心以建立
案例。

描述 每分鐘交易 (TPS) 請求 (TPS)

建立資料存放區和刪除資料存放區 每分鐘 1 個請求

描述數據存儲 10 TPS

列出數據存儲 10 TPS

CreateResource, ReadResource, DeleteResource 20 TPS

UpdateResource 100 TPS

GetCapabilities 10 TPS

SearchWithGet 和 SearchWithPost 100 TPS

啟動ImportJob 和啟動ExportJob 每分鐘 1 個請求，一次只允許 1 個作業

說明ImportJob, 說明, 列表非希爾
ExportJobImportJob, 列表法希爾ExportJob

10 TPS

列表非ImportJobs希尔ExportJobs 10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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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Honeycode

描述 每分鐘交易 (TPS) 請求 (TPS)

TagResource, UntagResource, 
ListTagsforResource

10 TPS

醫療備註的字元數上限 DocumentReference 
ResourceType (CreateResource/UpdateResource)

40,000 個字元

下表列出StartFHIRImportJob任務的配額。

描述 限制

匯入任務大小上限 500 個 GB

匯入檔案的磁碟大小上限 5 GB

檔案的最大個案 10,000

支援的副檔名 '.ndjson '

亞馬遜蜂 Honeycod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提供在所選區域中的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亞馬遜蜂 Honeycode 具有單一端點：蜂蜜碼 .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服務配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限制。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am.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am.amazonaws.com

iam-fips.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版本 1.0
374

https://honeycodecommunity.aws/t/system-limits/1728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IAM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am.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iam.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iam.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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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iam.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iam.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am.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iam.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iam.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am.us-gov.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am.us-gov.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使用者的存取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2 否 您可以為 IAM 使用者建立的
存取金鑰數上限。

每個帳戶的客戶管理政策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客
戶管理政策數目最大值。

每個帳戶的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您可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IAM 
群組數量上限。

每使用者的 IAM 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 IAM 使用者的 
IAM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 IAM SAML 提供者物件的身分提供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 IAM SAML 提
供者物件的身分識別提供者 
(IdPs) 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執
行個體描述檔數上限。

每個 SAML 提供者的索引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指派給 SAML 提供者
的索引鍵數上限。

每個使用者的 MFA 裝置 每個支援的區域：8 否 您可以為 IAM 使用者設定的
最大 MFA 裝置數量。

每個群組的受管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連接至 IAM 群組的 IAM 
受管政策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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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角色的受管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連接至 IAM 角色的 IAM 
受管政策數量上限。

每使用者的受管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連接至 IAM 使用者的 
IAM 受管政策數量上限。

受管政策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6,144

否 IAM 受管政策中的字數上
限。

OpenId 每個帳戶的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一個AWS帳戶允許的 
OpenID 連接器的最大數
量。

角色信任政策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48

是 IAM 角色信任政策中的字數
上限。

每個帳戶的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IAM 
角色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 SAML 提供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 
SAML 提供者數量上限。

每個使用者的 SSH 公開金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指派給 IAM 使用者的 
SSH 公開金鑰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伺服器憑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以儲存在此帳戶中的伺
服器憑證數目上限。

每個使用者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2 否 IAM 使用者可以上傳的簽署
憑證數目上限。

每個角色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指派給 IAM 角色的標
籤數量上限。

每使用者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指派給 IAM 使用者的
標籤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使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您可以為AWS帳戶建立的 
IAM 使用者數量上限。

每個管政策的版本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必須覆寫現有版本之前，您
可以儲存至此帳戶中 IAM 受
管政策的版本數目上限。

如需 IAM 配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和AWS STS配額。

IAM Analyzer zer 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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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ccess-analyzer.us-east-2.amazonaws.com

access-analyz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ccess-analyzer.us-east-1.amazonaws.com

access-analyz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ccess-analyzer.us-west-1.amazonaws.com

access-analyz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ccess-analyzer.us-west-2.amazonaws.com

access-analyz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ccess-analyz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ccess-analyz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ccess-analyz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ccess-analyz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ccess-analyzer.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ccess-analyz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ccess-analyz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ccess-analyz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ccess-analyz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ccess-analyz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ccess-analyz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ccess-analyz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access-analyzer-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ccess-analyz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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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ccess-analyz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ccess-analyz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ccess-analyz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ccess-analyz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ccess-analyz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ccess-analyz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ccess-analyz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ccess-analyz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ccess-analyz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ccess-analyz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ccess-analyz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ccess-analyz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小時每個分析器的存取預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小時每個分析器的存取預
覽數目上限。

具有帳戶信任區域的分析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AWS個帳戶信任區域的分
析器數量上限。

組織信任區域的分析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具有信任組織區域之AWS帳
戶中每個區域的最大分析器
數目。

每個分析器的存檔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分析器的存檔規則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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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loudTrail 每個政策產生處理的日誌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否 每個政策產生可處理的 
CloudTrail 日誌檔的最大數
量上限。

並行政策產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同時產生政策數目上限。

政策產生 CloudTrail 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GB

否 每個原則產生的 CloudTrail 
資料大小上限。

政策產生 CloudTrail 時間範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產生策略 CloudTrail 時，您
可以選取的時間範圍上限 (以
天為單位)。

每天政策產生 自動對焦 south-1：5

ap-east-5

ap-southeast-5

eu-south-1：5

me-south-1：5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天的政策產生數目上限。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角色任何地方端
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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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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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olesanywher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olesanywher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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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olesanywher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olesanywher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olesanywher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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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olesanywher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olesanywher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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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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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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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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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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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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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rolesanywher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olesanywher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olesanywher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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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olesanywher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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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資源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信任速率 ListTrustAnchors、、、、 
CreateTrustAnchor、 

每秒 1 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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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GetTrustAnchor和 
DisableTrustAnchor 請
求合併的每秒交易數上
限。 UpdateTrustAnchor 
DeleteTrustAnchor 
EnableTrustAnchor

設定檔請求的合併速率 ListProfiles、、、、 
CreateProfile、 
GetProfile和 
DisableProfile 請求
合併的每秒交易數上
限。 UpdateProfile 
DeleteProfile 
EnableProfile

每秒 1 個 是

主題的合併速率 ListSubjects 與 
GetSubject 每秒交易數
量上限。

每秒 1 個 是

標籤速率 TagResource、 
UntagResource與 
ListTagsForResource 合
併速速率。

每秒 1 個 是

CRL 合併速率 ListCrls、、、、 
GetCrl、 ImportCrl和 
DisableCrl 請求合併
的每秒交易數上限。 
UpdateCrl DeleteCrl 
EnableCrl

每秒 1 個 是

CreateSession 要求率 每秒交易數量上 
CreateSession 限。

每秒 10 個 是

信任錨 您可以在帳戶中建立的
信任錨點數上限。

50 是

描述檔 您可以在帳戶中建立的
設定檔數上限。

250 是

每個信任錨點的 CRL 您可以在帳戶內每個信
任錨點建立的憑證撤銷
清單 (CRL) 數目上限。

2 否

每個信任錨點的憑證 您可以在帳戶內的每個
信任錨點建立的憑證數
目最大值。

2 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角色隨處使用者指南中的隨處存取權管理角色配額。

AWSSystems Manager Indent Manager 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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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是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的最大數量。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Indent Manager 事件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sm-incident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sm-incident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sm-incident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sm-incident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sm-incident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sm-inciden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sm-incident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sm-incident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sm-incident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sm-inciden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sm-incident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sm-incident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sm-inciden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sm-inciden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sm-incident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sm-incident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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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nt Manager Contac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sm-act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ssm-act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ssm-acts。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sm-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sm-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ssm-act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ssm-act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ssm-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ssm-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ssm-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ssm-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ssm-acts。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sm-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sm-west-3 
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ssm-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ssm-acts .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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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Indent Manager 事件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的所有其他操作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中，您在此帳戶傳送的所有
其他操作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ReplicationSe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CreateReplicationSe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CreateResponsePlan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CreateResponsePla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CreateTimelineEv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CreateTimelineEve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IncidentRecord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DeleteIncidentRecord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leteReplicationSe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DeleteReplicationS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ResourcePolicy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DeleteResourcePolicy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leteResponsePlan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DeleteResponsePlan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TimelineEv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DeleteTimelineEve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GetTimelineEv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GetTimelineEv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月每個回應計畫的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月每個回應計畫的事件
數目上限。

ListTimelineEv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ListTimelineEv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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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 Manag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PutResourcePolicy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PutResourcePolicy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複寫組的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此帳戶中每個複製組的區域
數目上限。

每個事件的相關項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Indent 的相關項目數上
限。

每個帳戶的複寫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此帳戶的複寫組數量上限。

StartIncid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StartIncident 請求的
數量上限。

TagResource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TagResour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事件的事件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 Indent Manager 的時間
表事件數量上限。

UntagResource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Untag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DeleteProtection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UpdateDeleteProtection 請
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IncidentRecord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UpdateIncidentRecord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RelatedItems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UpdateRelatedItems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ReplicationSe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UpdateReplicationSe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ResponsePlan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UpdateResponsePla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TimelineEvent 每秒的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UpdateTimelineEven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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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 Manager

Indent Manager Contact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cceptPage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AcceptPag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所有其他作業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中，您在此帳戶傳送的所有
其他操作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階段的 Contac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電
子郵件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聯絡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Contacts 數上限。

每個旋轉的觸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單一旋轉中的接觸數量上
限。

DescribeEngagemen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DescribeEngagemen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scribePage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DescribePag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電子郵件參與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0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服務可在此
帳戶傳送的電子郵件數量上
限

GetContac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GetContact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Engagements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ListEngagement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PageReceipts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ListPageReceipt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PagesByContac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ListPagesByContact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PagesByEngagemen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
在此帳戶傳送的 
ListPagesByEngagem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非變異輪次相關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
帳戶中，您在此帳戶傳
送的非變異的輪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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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Inspecto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個別套用至 GetRotation 
GetRotationOverride、、 
ListPreviewRotationShifts、 
ListRotationOverrides 
ListPreviewRotationShifts、
和 ListRotationShiftsActivity 
指令。

每個帳戶的輪換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旋
轉數量上限。

每個排程的旋轉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明細表中的旋轉數量上限。

簡訊參與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0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服務可在此
帳戶傳送的 SMS 參與的數
量上限

每個計劃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每個
計劃的階段數量上限。

StartEngagemen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StartEngagem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StopEngagement API 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傳送的 StopEngagem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語音參與節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0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服務在此帳
戶中，此帳戶可為此帳戶傳
送的語音互動最大數量

API 節流配額的單位是每秒要求數。

Amazon Inspecto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nspector2.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nspector2.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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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inspector2.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nspector2.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nspector2.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inspector2.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nspector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inspector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inspector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inspector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nspector2.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nspector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nspector2.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inspector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inspector2.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nspector2.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inspector2.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nspector2.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inspector2.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nspector2.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nspector2.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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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Inspector Classic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隱藏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帳號允許的最大隱藏規
則數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Inspector 使用者中的 Amazon Inspector 配額。

Amazon Inspector 經典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nspector.us-east-2.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nspector.us-east-1.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inspector.us-west-1.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nspector.us-west-2.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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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nspecto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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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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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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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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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nspecto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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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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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nspector.us-gov-east-1.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nspector.us-gov-west-1.amazonaws.com

inspector-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評估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無論何時，您在每個區域的
每個帳戶中可以具有的評估
目標數量上限。

評估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無論何時，您在每個區域的
每個帳戶中可以具有的評估
範本數量上限。

評估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

是 每個區域的每個帳戶可建立
的評估執行數量上限。您可
以擁有多個同時發生的評估
執行，只要用於這些執行的
評估目標不包含重疊的 EC2 
執行個體。

執行中評估的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可包含在
所有執行中評估中的最大 
EC2 執行個體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Inspector 經典配額在Amazon Inspector 使用者指南。

AWS IoT 1-Click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WS IoT 1-Click專案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rojects.iot1click.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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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1-Click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rojects.iot1click.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rojects.iot1click.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projects.iot1click.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projects.iot1click.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rojects.iot1click.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ojects.iot1click.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1-Click專案 API 參考。

AWS IoT 1-Click裝置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evices.iot1click.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1-Click設備 API 參考。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ssociateDeviceWith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
大交易數 (TPS) 
AssociateDeviceWithPlacement 
API。

ClaimDevicesByClaimCod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
大交易數 (TPS) 
ClaimDevicesByClaimCode 
API。

Create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CreatePlacement 
API。

CreateProjec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CreateProject API。

Delete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DeletePlacement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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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Projec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DeleteProject API。

DescribeDevic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
數 (TPS) DescribeDevice 
API。

Describe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DescribePlacement 
API。

DescribeProjec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
數 (TPS) DescribeProject 
API。

DisassociateDeviceFrom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
大交易數 (TPS) 
DisassociateDeviceFromPlacement 
API。

FinalizeDeviceClaim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FinalizeDeviceClaim 
API。

GetDeviceMethods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GetDeviceMethods 
API。

GetDevicesIn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
大交易數 (TPS) 
GetDevicesInPlacement 
API。

InitiateDeviceClaim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InitiateDeviceClaim 
API。

InvokeDeviceMethod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InvokeDeviceMethod 
API。

ListDeviceEvents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ListDeviceEvents 
API。

ListDevices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ListDevices API。

ListPlacements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ListPlacements API。

ListProjects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ListProjects API。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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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Analytic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agResourc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TagResource API。

UnclaimDevic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UnclaimDevice API。

UntagResourc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
數 (TPS) UntagResource 
API。

UpdateDeviceState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UpdateDeviceState 
API。

UpdatePlacemen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UpdatePlacement 
API。

UpdateProject API T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UpdateProject API。

AWS IoT Analytic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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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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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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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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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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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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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otanalytic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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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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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管道的活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在管道中進行的最大
活動數。

Batch 大小 BatchPutMessage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批次可以傳送的訊息數
量上限 BatchPutMessage 
API。

每個帳戶的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在這個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頻道數量上限。

並行容器資料集會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容器資料集數目上限。

並行資料集內容產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您可以同時產生的資料集內
容數目上限。

每個 SQL 資料集觸發的容器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從單一 SQL 資料集觸發的
容器資料集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資料集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此帳戶中可以建立的資
料集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資料存放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資
料存放區數目上限。

Parquet SchemaDefinition 欄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使用 Parquet 格式為
資料倉庫中的每個欄定義的
最大深度。

最小資料集重新整理間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重新整理資料集之間的最短
時間 (以分鐘為單位)。

Parquet 數量上限 SchemaDefinition 列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使用 Parquet 格式為
資料倉庫定義的最大欄數。

「總數量上限 StartPipelineReprocessing 要
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數量上限 
StartPipelineReprocessing 
您可以每 24 小時發出一次 
API 請求，以透過管道重新
處理相同的通道訊息。

資料倉庫中的分割區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資料倉庫中分割區的最大數
目。

每個帳戶的管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此帳戶中可以建立的管
道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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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Rate (比率) BatchPutMessage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每個通道每秒可以傳
送的訊息數量上限 
BatchPutMessage API。

Rate (比率) CreateDatasetContent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數量上限 
CreateDatasetContent 每個
資料集可以每秒發出的 API 
請求。

Rate (比率) RunPipelineActivity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數量上限 
RunPipelineActivity 您可以
每秒發出的 API 請求。

Rate (比率) SampleChannelData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數量上限 
SampleChannelData 每個通
道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每
秒可進行 API 請求。

大小 BatchPutMessage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KB

否 您可以使用 
BatchPutMessage API。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Analytics配額在AWS IoT Analytics使用者指南。

AWS IoT Cor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以下幾節說明的服務端點AWS IoT Core。

Note

您可以使用這些端點來執行 AWS IoTAPI 參考中的作業。以下各節中的端點與裝置端點不同，裝置
端點會為裝置提供 MQTT 發佈/訂閱介面以及 API 作業的子集。如需裝置所使用之資料、認證存取
和工作管理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IoT 裝置端點。
如需有關連線和使用AWS IoT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AWS IoT中的
「將裝置連接到」。

主題
• AWS IoT Core：控制平面端點 (p. 396)
• 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p. 398)
•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任務資料端點 (p. 399)
•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安全通道端點 (p. 401)
• AWS IoTFIPS 端點 (p. 402)

AWS IoT Core：控制平面端點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控制平面操作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如需控制平面端點支援之AWS IoT Core作業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的AWS IoT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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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ot.us-east-2.amazonaws.com

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ot.us-ea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iot.us-we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ot.us-west-2.amazonaws.com

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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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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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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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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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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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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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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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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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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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資料平面端點專屬於每個AWS 帳戶和AWS 區域。AWS IoT Core若要尋找和的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AWS 帳戶AWS 區域，請使用此處顯示的 describe-endpointCLI 指令或 DescribeEndpointREST API。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Data-ATS

這個命令會傳回下列格式的資料平面 API：

account-specific-prefix.iot.aws-region.amazonaws.com

如需資料平面端點支援之動作的AWS IoT Core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的資AWS IoT料平面作
業。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支援的每個AWS 區域端點之AWS 帳戶特定端點的一般表示法。在「端點」欄中，通
用端點表data示中顯示的account-specific-prefix來自帳戶特定端點的端點會取代。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ta-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ta-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ata-ats.iot.us-we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ta-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ata-ats.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ata-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ats.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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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ata-ats.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ata-at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ata-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ata-ats.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ata-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ata-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ata-ats.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data-ats.io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ata-ats.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ata-ats.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data-ats.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ata-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ata-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任務資料端點

工作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資料端點專屬於每個AWS 帳戶和AWS 區域。若要尋找和的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作業資料端點AWS 帳戶AWS 區域，請使用此處顯示的 describe-endpointCLI 指令或
DescribeEndpointREST API。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Jobs

這個命令會傳回下列格式的 Jobs 資料平面 API 端點：

account-specific-prefix.jobs.iot.aws-region.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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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工作資料端點支援之動作的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
的AWS IoT工作資料平面作業。

下表包含工作資料作業AWS IoT Core支援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在「端點」欄中，account-specific-
prefix來自您帳戶特定的端點會取代泛用端點表示法中顯示的###。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 工作. iot.us 東部-亞馬遜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 job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 job s.iot.us-weot.us-weot.us-weot.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 job s.iot.us-weot.us-weot.us-weot.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 jobs.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 工作網站南部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 工作網站. AP-東北部-亞馬遜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 job.job.iot.eaot.eao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 工作網站. AP-東南部-亞馬遜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 工作社 .pt-東北部-阿馬遜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 .job.iot.ca-中央-1. 亞馬遜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 工作 .iot.cn-北 1. 亞馬遜. HTTPS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 工作. iot.cn-西北-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 工作網絡中心-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 jobs.iot.euot.eu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 工作網絡歐洲西部-2. 亞馬遜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 工作網絡歐洲西部-3.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 工作 .iot.u-北-亞馬遜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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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 工作網站我-南 1. 亞馬遜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 工作網絡我中心 1. 亞馬遜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 job.iot.iot.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物聯網##。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安全通道端點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支援安全通道作業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
考中的AWS IoT安全通道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tunneling.iot.us-east-2.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tunneling.iot.us-ea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i.tunneling.iot.us-we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tunneling.iot.us-west-2.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i.tunneling.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tunneling.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tunneling.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i.tunneling.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i.tunneling.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tunneling.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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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pi.tunneling.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tunneling.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i.tunneling.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i.tunneling.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i.tunneling.io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i.tunneling.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i.tunneling.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i.tunneling.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i.tunneling.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IoTFIPS 端點

AWS IoT 提供的端點支援美國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140-2。選擇適當的 FIPS 相容端點，以從依服務分
類的 FIPS 端點存取您AWS區域中的AWS IoT功能。如需有關提供之 FIP 端點的詳細資訊AWS IoT，請參
閱連線至AWS IoT FIPS 端點。

Service Quotas
內容

• AWS IoT Core規則引擎限制和配額 (p. 403)
• AWS IoT CoreAPI 節流限制 (p. 405)
•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限制和配額 (p. 415)
• AWS IoT CoreDevice Shadow 服務限制和配額 (p. 427)
• AWS IoT Core叢集佈建限制和配額 (p. 429)
• AWS IoT Core訊息代理程式和通訊協定的限制和 (p. 429)
• AWS IoT Core認證提供者限制和配額 (p. 436)
• AWS IoT Core安全性和身分限制和配額 (p. 436)
• MQTT 型檔案交付 (p.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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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IoT Core Device Advisor限制和配額 (p. 440)

Note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您可以在服務配額中找到以下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功能的
限制和配額：AWS IoT登錄AWS IoT Secure Tunneling、叢集索引、AWS IoT工作和叢集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中 (p. 457)心。AWS IoT如需AWS IoT Core裝置位置功能的限制和配額，請
參閱AWS IoT Core裝置位置服務配額 (p. 487)。

AWS IoT Core規則引擎限制和配額
本節說明AWS IoT Core規則引擎的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規則引擎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Maximum number 
of actions per 
rule

規則動作屬性中項
目上限。

10 10 否

Maximum number 
of rules per 
AWS account

單一可以定義規則
的數量上限AWS 帳
戶。

1000 1000 是

Rule 
evaluations 
per second per 
AWS account

每秒可評估的規則
數目上限AWS 帳
戶。此配額包含輸
入基本內嵌郵件所
產生的規則評估。

20000 2000 是

Rule size

規則文件定義所能
包含的大小上限，
以 UTF-8 編碼字元
數 (包括空格) 來測
量。

二十六千字節 二十六千字節 否

* 選擇AWS 區域：歐洲 (斯德哥爾摩)、中東 (巴林)、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歐洲 (巴林)、加拿大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亞太區域 (香港)

AWS IoT Core規則引擎 HTTP 動作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HTTP 動作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HTTP Action: 
Maximum length of 
an endpoint URL

主題規則「HTTP 動作」
的端點 URL 長度上限。

2 KB位位元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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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HTTP Action: 
Maximum number of 
headers per action

每個 HTTP 動作的最大
標頭數目。指定要包含
在 HTTP 要求中的標頭
清單時，它必須包含標
頭索引鍵和標頭值。如
需進一步了解，請https-
rule-action參閱。https://
docs.aws.amazon.com/
iot/latest/
developerguide/

100 否

HTTP Action: 
Maximum size of a 
header key

主題規則 HTTP 動作
的標頭索引鍵大小上
限。HTTP 請求的頭文件
包括此頭鍵和頭值。

256 位位元組 否

HTTP Action: 
Maximum topic rule 
destinations per 
AWS account

主題規則 HTTPS 動
作每個AWS 帳戶主
題規則目的地數目的
地上限。您必須先確
認並啟用 HTTPS 端
點，才可讓規則引擎
使用它們。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iot/latest/
developerguide/rule-
destination.html。

1000 否

HTTP Action: 
Request timeout

要求主題規則 HTTP 動
作逾時。AWS IoT規則
引擎會重試 HTTPS 動
作，直到完成要求的
總時間超過逾時配額為
止。

3000 毫秒 否

資源 值 可調整

用於 HTTP 動作的 TCP 連接埠 443、8443 否

AWS IoT Core規則引擎阿帕奇卡夫卡操作限制和配額

資源 限制

啟動程序伺服器 9000-9100

凱伯洛斯金鑰配送中心 (KDC)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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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規則引擎 VPC 動作限制和配額

資源 配額

VPC 目的地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每個帳戶 5

AWS IoT CoreAPI 節流限制
這個表格說明每個AWS IoT Core API 動作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TPS 的數量上限。

AWS IoT CoreAPI 速率限制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AcceptCertificateTransfer 
API TPS

可針對 
AcceptCertificateTransf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Attach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Attach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5 15 是

AttachPrincipal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AttachPrincipal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CancelCertificateTransfer 
API TPS

可針對 
CancelCertificateTransf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learDefault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ClearDefault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reate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CreateCertificateFromCsr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CertificateFromCs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可針對 
CreateDomainConfiguration 

1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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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1BCDDCA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Creat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TP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CreateKeysAnd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KeysAnd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reate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reatePolicy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Policy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reateProvisioningClaim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ProvisioningClaim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Crea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Creat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CreateRoleAlias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RoleAlia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Create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Crea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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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410BF7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410BF7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0B5543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0B5543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0B5543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B2EEF5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B2EEF5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B2EEF5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D4A365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D4A365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D4A365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3A2AE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3A2AE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3A2AE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DF9E6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DF9E6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C43D13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C43D13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92E9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92E9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17179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17179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BB14FF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BB14FFD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Delete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DeleteCACertificate 
API TPS

刪除的快取認
證 API 每秒可進
行的最大交易數 
(TPS)。

10 10 是

Delete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let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Delete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letePolicy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Policy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le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let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DeleteRegistrationCod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RegistrationCod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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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6E97F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6E97F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44099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44099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44099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EB8F0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EB8F0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EB8F0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BA96C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BA96C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129C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129C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129C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990EF9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990EF9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990EF9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6C37B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6C37B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6C37B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07251B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07251B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5D09DC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5D09DC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5D09DC2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DeleteRoleAlias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RoleAlia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Delete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0 5 否

Dele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DeleteV2LoggingLevel 
API TPS

可針對刪除 
V2LoggingLevel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Describe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CACertificate 
API TPS

每秒可進行
的交易數目上
限 (TPS)，以 
DescribeCACertificate 
API。

10 10 是

Describe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CertificateTag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CertificateTag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Default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Default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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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2E81A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2E81A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8E3A42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8E3A42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6C542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6C542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BF8F5C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BF8F5C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9FEFC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9FEFC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9FEFC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72BB35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72BB35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72BB35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C86490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C86490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C86490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E496D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E496D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E496D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34ABB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34ABB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34ABBD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Describ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Endpoint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Endpoint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Describ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scribeRoleAlias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RoleAlia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Detach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Detach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tachPrincipal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DetachPrincipal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isable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Disable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Enable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Enable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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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027E8D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027E8D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027E8D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30831D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30831D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61C41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61C41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61C41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513014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513014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513014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27069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27069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27069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C88D51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C88D51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C88D51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20A879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20A879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20A879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D3E2C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D3E2C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4EAC95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4EAC95F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GetEffectivePolicies 
API TPS

可針對 
GetEffectivePolici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是

GetLoggingOptions 
API TPS

可針對 
GetLoggingOp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Get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Get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GetPolicy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GetPolicy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GetRegistrationCode 
API TPS

可針對 
GetRegistrationCod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GetRetainedMessage 
API TPS

每秒可針對 
GetRetainedMessage 
API 進行的交易數
目上限。

500 50 是

Get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Get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200 20 否

Get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TPS

可針對 
Get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0 5 否

GetV2LoggingOptions 
API TPS

可針對 
Getv2LoggingOp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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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E45290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E45290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E45290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07F75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07F75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CE9072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CE9072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CE9072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E1709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E1709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E1709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705EE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705EE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705EE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43AB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43AB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43AB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F53B0E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F53B0E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99F93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99F934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084D09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084D09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ListAttachedPolici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ttachedPolici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ListAuthorizer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thorizer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CACertificates 
API TPS

每秒可進行的交易
數目上限 (TPS) 清
單快取認證 API。

10 10 是

ListCertificat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Certificate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CertificatesByCA 
API TPS

可針對 
ListCertificatesBy 
CA API 進行的每
秒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DomainConfigura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DomainConfigura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OutgoingCertificat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OutgoingCertificat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Polici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olici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PolicyPrincipal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olicyPrincipal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PolicyVers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olicyVers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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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DA2A4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DA2A4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DA2A4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BF0026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BF0026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BF0026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5185D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5185D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5185D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7DA2C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7DA2C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7DA2C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A0AFD8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A0AFD8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A0AFD8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BDBE5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BDBE5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BDBE5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6AB20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6AB20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6AB20B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B86A5A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B86A5A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2B86A5A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73010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73010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73010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67DF4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67DF4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67DF416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ListPrincipalPolici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rincipalPolici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List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rovisioningTemplateVers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ProvisioningTemplat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rovisioningTemplat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RetainedMessages 
API TPS

每秒可針對 
ListRetainedMessages 
API 進行的交易數
目上限。

10 10 是

ListRoleAlias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RoleAlias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argetsForPolicy 
API TPS

可針對 
ListTargetsForPolicy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opicRuleDestina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opicRuleDestina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 1 否

ListTopicRul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opicRule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 1 否

ListV2LoggingLevels 
API TPS

可針對清單 
V2LoggingLevel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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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9466F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9466F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29466F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0CBA17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0CBA17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0CBA17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3E8A2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3E8A2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3E8A2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AA974E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AA974E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AA974E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22E433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22E433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F22E433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7C505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7C505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7C505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FF0477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FF0477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60C3E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60C3E3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74B77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74B77D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Maximum number 
of resource-
specific 
logging 
configurations 
per AWS 
account

單一可以定義的資
源特定記錄組態的
數量上限AWS 帳
戶。

1000 1000 否

RegisterCACertificate 
API TPS

每秒可進行的交
易數目上限 (TPS) 
RegisterCACertificate 
API。

10 10 是

Register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Register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RegisterCertificateWithoutCA 
API TPS

可針對 
RegisterCertificateWithout 
CA API 進行的每
秒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RejectCertificateTransfer 
API TPS

可針對 
RejectCertificateTransf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ReplaceTopicRule 
API TPS

可針對 
ReplaceTopicRul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SetDefault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SetDefault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SetDefaultPolicyVersion 
API TPS

可針對 
SetDefaultPolicyVers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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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1FD473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3AC62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3AC62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3AC62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C0011A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C0011A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C0011A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671C7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671C7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671C7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2C8FB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2C8FB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82C8FB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12550D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12550D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1C955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1C955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1C955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F16A45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F16A45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F16A45D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SetLoggingOptions 
API TPS

可針對 
SetLoggingOp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SetV2LoggingLevel 
API TPS

可針對 
SetV2LoggingLevel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SetV2LoggingOptions 
API TPS

可針對 
SetV2LoggingOp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 2 否

TestAuthorization 
API TPS

可針對 
TestAuthoriz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TestInvoke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TestInvoke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否

Transfer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Transfer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Authorizer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Authorizer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CA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CA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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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9328B0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9328B0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F6AC91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F6AC91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37EE1A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37EE1A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1D9CC2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1D9CC2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9DBF6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9DBF6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A4156D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A4156D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9A4156D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6355B51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6355B51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6355B51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755E8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755E8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A755E86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7B523D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7B523D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77B523DC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UpdateCertificateMode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CertificateMod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CertificateTag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CertificateTag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Domain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ProvisioningTempl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RoleAlias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RoleAlia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TopicRuleDestin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否

* 選擇AWS 區域：歐洲 (斯德哥爾摩)、中東 (巴林)、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歐洲 (巴林)、加拿大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亞太區域 (香港)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限制和配額
裝置資料配額

下列服務配額適用於在 LoRa WANAWS IoT Core for LoRaWAN 裝置、閘道和之間傳輸的裝置資料AWS IoT 
Core for LoRaWAN。

AWS IoT Wireless設備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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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D0B96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D0B96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06D0B96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9586B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9586B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9586B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624FA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624FA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624FA4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D03A8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D03A8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1FD03A8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47FFBF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47FFBF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47FFBF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D9799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D9799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Devic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WirelessDevices

10 是

TPS limit for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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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EFD4A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EFD4A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Test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Tes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的 TPS 限制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Upd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 API 限流

下表說明AWS IoT無線 API 中每個動作可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限 (TPS)，其中包括AWS IoT Core LoRa 
WAN 和 Amazon 人行道整合。

AWS IoT Wireless閘道器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與 LoRa WAN 閘道搭配使用之 API 的最大 TPS。閘道會在 LoRa WAN 裝置和AWS IoT Core 
WAN 之間路由傳送訊息。 LoRa

AWS IoT Wireless閘道器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Certificate

的 TPS 限制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Thing

的 TPS 限制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

的 TPS 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

的 TPS 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的 TPS 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

的 TPS 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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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wireless/2020-11-22/apireference/Welcome.html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15A56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15A56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29C7EC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29C7EC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29C7EC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F6FC6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F6FC6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F6FC6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5BE3C0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5BE3C0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FFCC81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FFCC81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DEF44D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DEF44D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DEF44D2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

的 TPS 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的 TPS 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Certificate

的 TPS 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Thing

的 TPS 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Certificate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FirmwareInformation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FirmwareInforma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Statistics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Statistics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Task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s

的 TPS 限制 
Lis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s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Gateways

的 TPS 限制 
ListWirelessGateways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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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0F3D44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0F3D44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182F861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182F861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907EFF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907EFF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320619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320619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320619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2B5518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2B5518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2B5518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1B6486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1B6486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C3B538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C3B538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103F50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103F50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34EA89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34EA89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7AF1469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7AF1469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2D61C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2D61C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81E3D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81E3D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81E3D9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Gateway

的 TPS 限制 
Upda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LoRa廣域網路裝置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與 LoRa WAN 裝置搭配使用之 API 的最大 TPS。

AWS IoT Wireless設備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的 TPS 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的 TPS 限制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Cre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的 TPS 限制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Dele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的 TPS 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的 TPS 限制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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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1F966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1F966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1F9661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07631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796B05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B5AF54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7C7CD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755236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951240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AE3111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2639F0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EFD4A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CEFD4AF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的 TPS 限制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的 TPS 限制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Devices

的 TPS 限制 
ListWirelessDevices

10 是

TPS limit for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Test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Tes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的 TPS 限制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Upd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裝置設定檔和目的地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裝置設定檔、服務設定檔，以及可將訊息路由傳送至其他AWS服務的目的地。

AWS IoT Wireless裝置設定檔和目的地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CreateDestination

的 TPS 限制 
Create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De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Create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Ser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CreateServiceProfil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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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05850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35D1818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E4BA9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C84B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82084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B4636E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641E5D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641E5D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641E5D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829C2D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829C2D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829C2D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530DB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530DB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F8530DBD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DeleteDestination

的 TPS 限制 
Delete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De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Delete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Ser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DeleteSer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Destination

的 TPS 限制 
Get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De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Get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ServiceProfile

的 TPS 限制 
GetSer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Destinations

的 TPS 限制 
ListDestin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DeviceProfiles

的 TPS 限制 
ListDeviceProfile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ServiceProfiles

的 TPS 限制 
ListServiceProfil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Destination

的 TPS 限制 
UpdateDestination

10 是

人行道和記錄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 Amazon 人行道 API 和 API (根據資源類型) 用於記錄層級的最大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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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B538A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B538A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B538AA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50B185B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50B185B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50B185B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5EC3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5EC3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25EC3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E7EAF5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E7EAF5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E7EAF5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CAEF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CAEF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4FCAEF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905ED9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905ED9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905ED9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54A262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54A262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54A262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6CBA33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6CBA33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E6CBA33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7D6C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7D6C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47D6C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A413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A413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AA413BB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AWS IoT Wireless人行道和記錄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AwsAccountWithPartnerAccount

的 TPS 限制 
AssociateAwsAccountWith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的 TPS 限制 
Dele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eregisterWirelessDevice

的 TPS 限制 
Deregister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的 TPS 限制 
Get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artnerAccount

的 TPS 限制 
Get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LogLevel

的 TPS 限制 
Ge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的 TPS 限制 
Ge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DevicesFor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的 TPS 限制 
ListDevicesFor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PartnerAccounts

的 TPS 限制 
ListPartnerAccount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s

的 TPS 限制 
Lis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s

10 是

TPS limit for 
PutResourceLogLevel

的 TPS 限制 
Pu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的 TPS 限制 
ResetAllResourceLogLevels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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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13EE3A1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13EE3A1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13EE3A1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5E750D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5E750D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85E750D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260A4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260A4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260A4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175B1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175B1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C2175B1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EFAE00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EFAE00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DEFAE00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6175F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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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ResetAllResourceLogLevels

TPS limit for 
ResetResourceLogLevel

租置計劃限制 
Rese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Singl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Singl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PartnerAccount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標記和GetServiceEndpoint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用於標記資源之GetServiceEndpoint API 和 API 的最大 TPS。

AWS IoT Wireless標記和 GetServiceEndpoint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GetServiceEndpoint

租置計劃限制 
GetServiceEndpoint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TagsForResource

租置計劃限制 
ListTagsForResource

10 是

TPS limit for 
TagResource

租置計劃限制 
TagResource

10 是

租置計劃限制 
UntagResourc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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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ntagResource

其他AWS IoT Wireless API 限制

AWS IoT Wireless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MulticastGroupWith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MulticastGroupWith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Cancel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Cancel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QueuedMessages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QueuedMessages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AwsAccountFromPartnerAccount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AwsAccountFromPartnerAccount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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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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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MulticastGroupFrom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MulticastGroupFrom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Get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Get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Estimate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Estimat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ResourcePosition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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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ListFuotaTask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FuotaTask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MulticastGroup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MulticastGroup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MulticastGroupsBy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ListMulticastGroupsBy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Position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Position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QueuedMessag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QueuedMessages

10 是

TPS limit for 
PutPosition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PutPosition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SendDataTo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SendDataTo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Bulk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集團的租置計劃 
StartBulk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
限額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Bulk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集團的租置計劃 
StartBulk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
限額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NetworkAnalyzerStream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NetworkAnalyzerStream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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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pda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Posi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Resourc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ResourcePosition

10 是

AWS IoT CoreDevice Shadow 服務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Device Shadow 動作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Device Shadow 
API requests/
second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每秒的裝
置影子 API 請求數
量。此值可調整，
並視乎所在地區
的每個帳戶配額而
定。

4000 400 是

Maximum depth 
of JSON 
device state 
documents

JSON 裝置狀態文
件中所需或報告區
段中的層級數上限
為 5。

5 5 否

Maximum number 
of in-flight, 
unacknowledged 

Device Shadow 服
務在單一連接中每
個物件最多可支援 
10 則進行中未確認
的訊息。達到此配
額時，所有新的陰

10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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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messages per 
thing

影要求都會遭到拒
絕，並顯示 429 錯
誤碼，直到執行中
要求數量降至限制
以下為止。

Maximum shadow 
name size

物件陰影名稱的大
小上限，也就是 64 
個位元組的 UTF-8 
編碼字元。

64 位位元組 64 位位元組 否

Maximum size 
of a JSON 
state document

每個個別陰影文件
的大小必須為 8 KB 
或更小。中繼資料
不會影響服務配
額或定價的文件大
小。

8 千字節 8 千字節 是

Maximum thing 
name size

物件名稱的大小上
限，也就是 128 個
位元組的 UTF-8 編
碼字元。

128 位位元組 128 位位元組 否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thing

Device Shadow 服
務針對每個物件
最多支援 20 個請
求。這個配額適用
於每個物件，而非
每個 API。

20 20 是

* 選擇AWS 區域：歐洲 (巴黎)、歐洲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亞太區域 (香港)、南美洲 (聖保羅)、加拿大 (中
部)、中東 (巴林)、中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國 (寧夏)、中國 (美國東部), (美國東部), (美國東部),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美國東部

裝置陰影的 JSON 狀態文件desired和reported區段中的層級會計為此處顯示的desired物件。

"desired": { 
    "one": { 
        "two": { 
            "three": { 
                "four": { 
                    "five":{ 
                    } 
                 } 
             } 
        } 
    }
}

Note

AWS IoT Core刪除建立帳戶後或根據客戶要求刪除 Device Shadow 文件。基於運作目的，AWS 
IoT 服務備份保留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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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叢集佈建限制和配額

以下是每個AWS帳戶的某些叢集佈建 API 的節流限制。

AWS IoT Core叢集佈建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Fleet Provisioning 
CreateCertificateFromCsr 
MQTT API TPS

可針對叢集佈建 
CreateCertificateFromCsr 
MQTT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是

Fleet Provisioning 
CreateKeysAndCertificate 
MQTT API TPS

可針對叢集佈建 
CreateKeysAndCertificate 
MQTT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是

Fleet Provisioning 
RegisterThing MQTT 
API TPS

可針對叢集佈建 
RegisterThing MQTT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是

叢集佈建也有這些限制，無法變更。

資源 描述 限制

每個機群佈建範本的版
本

機群佈建範本可擁有的
版本數量上限。每個範
本版本都有一個版本 
ID 和建立日期，適用於
AWS IoT使用叢集預覽
連線的裝置。

5

每位客戶的叢集佈建範
本

每位客戶的叢集佈建範
本數目上限。使用叢集
佈建範本為您的裝置產
生憑證和私密金鑰，以
便安全地連線到AWS 
IoT。

256

機群佈建範本大小 機群佈建範本的大小上
限 (KB位位位元組)。
叢集佈建範本可讓您為
裝置產生憑證和私密金
鑰，以便安全地連線到
AWS IoT。

10 KB位位元組

AWS IoT Core訊息代理程式和通訊協定的限制和
Note

下面列出的限制是每個AWS 區域。

版本 1.0
42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161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161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161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83161BB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AFFCA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AFFCA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AFFCA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CAFFCA4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BBBD8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BBBD8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BBBD8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B2BBBD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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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訊息代理程式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Client ID size

用戶端識別碼的大
小，也就是 128 個
位元組的 UTF-8 編
碼字元。

128 位位元組 128 位位元組 否

Connect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每秒 
MQTT 連網請求的
數量上限。

500 100 是

Connect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client ID

AWS IoT Core將來
自同一 accountId 
和 clientId 的 
MQTT CONNECT 
請求限制為每秒 1 
MQTT 連接操作。

1 1 否

Connection 
inactivity 
(keep-alive 
interval)

預設持續作用間隔
時間為 1200 秒。
當客戶端請求零的
保持活動間隔時使
用它。如果用戶端
要求的間隔大於 
1200 秒，則會使用
預設間隔。如果用
戶端 < 30 seconds 
but > 要求保持活動
間隔為零，則伺服
器會將用戶端視為
要求 30 秒的保持
活動間隔。

1200 秒秒秒秒 1200 秒秒秒秒 否

Inbound 
publish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輸入發佈請求會先
計算 IoT Core 處理
的所有郵件，然後
再將它們路由傳送
至用戶端或規則引
擎。例如：在保留
主題上發布的單個
消息可能會導致發
布 3 個額外的陰影
更新，文檔和增量
消息，因此計為 4 
個請求; 而在像 a/
b 這樣的未保留主
題上被計為 1 個請
求。

20000 2000 是

MQTT payload 
size

每個發佈要求的
承載不可大於 128 
KB。AWS IoT 

128 KB位位元組 128 KB位位元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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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Core 會拒絕發佈和
連接大於此大小的
請求。

Maximum MQTT5 
Content Type 
size

MQTT5 內容類型
的大小上限 (UTF-8 
字串)。

256 位位元組 256 位位元組 否

Maximum MQTT5 
Correlation 
Data size

MQTT5 相關資料
的大小上限。

8 千字節 8 千字節 否

Maximum MQTT5 
Topic Alias 
value

用戶端可以指定
每個連線允許的 
MQTT 5 主題別名
主題的最大值。
如果用戶端嘗試發
佈的「主題別名」
主題大於最大值，
則用戶端將中斷連
線。

8 8 是

Maximum MQTT5 
packet size

MQTT5 封包大小
上限 (可變標頭和
有效載荷)

十六千字節 十六千字節 否

Maximum 
Message Expiry 
Interval

訊息的最大 
MQTT5 存留期 (以
秒為單位)。

60 800 秒秒秒秒秒
秒秒

60 800 秒秒秒秒秒
秒秒

否

Maximum User 
Properties 
total size

MQTT5 使用者內
容金鑰和值的每個
封包總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8 千字節 8 千字節 否

Maximum 
concurrent 
client 
connections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允許的並
行連線數上限。

500000 1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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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Maximum 
inbound 
unacknowledged 
QoS 1 publish 
requests

AWS IoT Core 限
制每個用戶端未
確認之傳入發佈請
求數。達到此配
額時，除非伺服器
傳回 PUBACK 訊
息，否則此用戶端
不會接受新的發佈
要求。

100 100 否

Maximum number 
of retained 
messages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儲存的保
留訊息數目。達到
此限制時，不會針
對此帳戶儲存新的
保留訊息，且所有
承載大於 0 位元組
的保留發行都會受
到限制。

5000 500 是

Maximum number 
of slashes 
in topic and 
topic filter

發佈或訂閱請求中
的主題不得超過 7 
個正斜線 (/)。這不
包括基本內嵌主題
的必要區段中的前 
3 個斜線 ($AWS/ 
規則/規則名稱/)。

7 7 否

Maximum 
outbound 
unacknowledged 
QoS 1 publish 
requests

AWS IoT Core 限
制每個用戶端未確
認之傳出發佈請求
數。當達到此配額
時，用戶端就不會
再接收新的發佈請
求，直到用戶端確
認發佈請求為止。

100 100 否

Maximum retry 
interval for 
delivering QoS 
1 messages

AWS IoT Core針對 
MQTT 3 訂閱者，
重試將未確認的服
務品質 1 (QoS 1) 
發佈請求傳遞給用
戶端的時間最多 1 
小時，MQTT 5 訂
閱者最多 5 分鐘，
之後會捨棄發佈請
求。

300 秒秒秒秒 300 秒秒秒秒 否

Maximum 
subscriptions 
per subscribe 
request

單一訂閱要求的配
額為 8 個訂閱。

8 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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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Minimum MQTT5 
maximum packet 
size

用戶端可為 
MQTT5 封包大小
上限指定的最小
值。值較低的用戶
端將不允許連線。

512 位位元組 512 位位元組 否

Outbound 
publish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導致符合用戶端訂
閱的每則郵件的輸
出發佈要求計數。
例如，2 個用戶端
已訂閱主題篩選器 
a/b。主題 a/b 上的
輸入發佈請求總共
會產生 2 個輸出發
佈請求。

20000 2000 是

Persistent 
session expiry 
period

訊息中介裝置會存
放 MQTT 持續性
工作階段的持續時
間。到期期間會在
訊息中介裝置偵測
到工作階段已中斷
連線時開始。一旦
經過到期期間，訊
息中介裝置會終止
工作階段並捨棄任
何已排入佇列的關
聯訊息。您可以將
其調整為 1 小時到 
7 天之間的值。

3600 秒秒秒秒秒 3600 秒秒秒秒秒 是

Publish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connection

AWS IoT Core 會
限制每個用戶端每
秒連接傳入和傳出
發佈請求數上限。
此限制包括傳送至
離線永久性工作階
段的郵件。超過該
配額的發佈請求會
予以捨棄。

100 100 否

Queued 
message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AWS IoT Core將
帳戶限制為每個帳
戶每秒可排入佇列
的訊息數目上限。
此限制適用於AWS 
IoT Core儲存傳送
至離線持續性工作
階段的郵件時。

500 5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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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Retained 
message 
inbound 
publish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AWS IoT Core可接
受具有 RETAIN 旗
標設定之 MQTT 訊
息之輸入發佈要求
的最大速率。此比
率包含所有輸入發
佈請求，不論是由 
HTTP 或 MQTT 通
訊協定呼叫。

500 50 是

Retained 
message 
inbound 
publish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topic

MQTT/HTTP 發佈
要求，且每秒針對
相同主題設定了 
RETAIN 旗標。

1 1 否

Shared 
Subscription 
groups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的共用訂
閱群組數量上限。

100 100 否

Shared 
Subscriptions 
per group

共用訂閱群組中的
訂閱數目上限。

100 100 否

Subscribe and 
unsubscribe 
requests per 
second per 
group

共用訂閱群組中每
秒AWS IoT Core
可接受的訂閱和取
消訂閱要求數目上
限。

100 100 否

Subscriptions 
per account

AWS IoT Core 限
制一個帳戶跨所有
作用中連線的訂閱
數上限。

500000 1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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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Subscriptions 
per connection

AWS IoT Core 支
援每個連線 50 個
訂閱。AWS IoT 
Core 可能會拒絕
相同連線上超過此
數量的訂閱請求，
而且該連線已關
閉。客戶應驗證 
SUBACK 消息，以
確保其訂閱請求已
成功處理。

50 50 否

Subscriptions 
per second per 
account

AWS IoT Core 限
制帳戶每秒訂閱
數上限。例如，
如果在一秒內傳
送 2 個 MQTT 
SUBSCRIPE 請
求，則每個要求都
有 3 個訂閱 (主題
篩選器)，則會將
這些請求AWS IoT 
Core計為 6 個訂
閱。

500 200 是

Throughput 
per second per 
connection

透過用戶端連線接
收或傳送資料以最
高傳輸率處理。超
過最大輸送量的資
料會延遲處理。

512 KB位位元組 512 KB位位元組 否

Topic size

當傳送發佈請求不
大於 256 個位元組
的 UTF-8 編碼字元
時，主題會傳遞到 
AWS IoT Core。這
不包括基本內嵌主
題的前 3 個必要區
段 ($AWS/規則/規
則名稱/)。

256 位位元組 256 位位元組 否

WebSocket 
connection 
duration

WebSocket 連線存
留期為 24 小時。
如果超過生命週
期， WebSocket 
連接將被關閉。

8400 秒秒秒秒秒 8400 秒秒秒秒秒 否

* 選擇AWS 區域：歐洲 (斯德哥爾摩)、中東 (巴林)、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歐洲 (巴林)、加拿大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AWS GovCloud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中國 (中部)、亞太區域 (香港)

版本 1.0
43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5957C1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45957C1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9D5E1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9D5E1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9D5E1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589D5E1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9C66F9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9C66F9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D9C66F9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ECD9BEE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F4015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F4015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core/quotas/L-3F401592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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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認證提供者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認證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AssumeRoleWithCertificate 
API TPS

可針對 
AssumeRoleWithCertificat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0 100 是

Maximum number 
of AWS IoT 
Core role 
aliases

在您註冊的AWS 
IoT Core角色別名
的最大數目AWS 
帳戶。 AWS IoT
角色別名可讓連網
裝置AWS IoT使用 
X.509 憑證來對進
行驗AWS證，並從
與角色別名相關聯
的 IAM 角色取得短
期憑證。

100 100 否

* 選擇AWS 區域：美國東部 (愛爾蘭)

Note

大區域限制適用於AWS 區域：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美國西部 (奧勒岡) 及歐洲 (愛爾蘭)

AWS IoT Core安全性和身分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安全性和身分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Configurable 
endpoints: maximum 
number of domain 
configurations per 
account

可設定的端點：每個帳
戶的網域組態數目上限

10 是

Custom 
authentication: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authorizers 
per account

自定義身份驗證：可以
在您的AWS 帳戶.

32 否

Custom 
authentication: 
maximum number of 

自定義身份驗證：可以
向您註冊的授權者的最
大數量AWS 帳戶。授權
者具有實作自訂驗證和
授權的 lambda 函數。

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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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uthorizers per 
account

Maximum number of 
CA certificates 
with the same 
subject field 
allowed per AWS 
account per Region

每AWS 帳戶個區域允
許具有相同主旨欄位的 
CA 憑證數目上限。如
果您有多個具有相同主
體欄位的憑證授權機構
憑證，您必須指定用來
簽署目前註冊的裝置憑
證。

10 否

Maximum number 
of device 
certificates that 
can be registered 
per second

每秒可註冊的裝置憑證
數目上限。您至多可選
擇 15 個檔案進行註冊。

15 是

Maximum number 
of domain 
configurations per 
account per region

每AWS 帳戶個網域組態
的最大數目AWS 區域。

10 是

Maximum number of 
fleet provisioning 
template versions 
per template

每個範本的機群佈建範
本版本的數量上限。每
個範本版本都有一個版
本 ID 和建立日期，適用
於AWS IoT使用叢集預
覽連線的裝置。

5 否

Maximum number of 
fleet provisioning 
templates per 
customer

每位客戶的叢集佈建範
本數目上限。使用叢集
佈建範本為您的裝置產
生憑證和私密金鑰，以
便安全地連線到AWS 
IoT。

256 否

Maximum number 
of named policy 
versions

具名政策版本的數量上
限。受管AWS IoT政策
至多可有 5 個版本。若
要更新政策，請建立新
的政策版本。如果政策
有五個版本，您必須先
刪除現有的版本，才能
建立新的版本。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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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aximum number 
of policies that 
can be attached 
to a certificate 
o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可附加至用戶端憑證或 
Amazon Cognito 身分
識別的政策數目上限為 
10。Amazon Cognito 身
分可讓您建立有限權限
的臨時AWS登入資料，
以便在行動和 Web 應用
程式中使用。

10 否

Maximum number 
of provisioning 
claims that can 
be generated per 
second by trusted 
user

受信任的使用者每秒可
產生的佈建宣告數目上
限。受信任的使用者可
以是使用行動應用程式
或 Web 應用程式在裝置
部署位置設定裝置的使
用者或安裝技術人員。

10 否

Maximum policy 
document size

政策文件的大小上限，
不包括空格，2048 個字
元。

2048 否

Maximum size of 
fleet provisioning 
template

叢集佈建範本的大小上
限 (以 KB 為單位)。叢集
佈建範本可讓您為裝置
產生憑證和私密金鑰，
以便安全地連線到AWS 
IoT。

10 KB位位元組 否

其他AWS IoT Core安全性限制

資源 描述 預設 可調整

每個伺服器憑證的網域名
稱數量上限

當您提供AWS IoT自訂網域組態的伺服器憑
證時，憑證最多可有四個網域名稱。

4 否

自訂驗證：最短
連線持續時間 (值
為DisconnectAfterInSecs)

自訂授權者的 Lambda 函數會使
用DisconnectAfterInSecs參數來指出
連接至AWS IoT Core閘道的持續時間上限 
(以秒為單位)。如果超過此值，則會終止連
線。的最小值DisconnectAfterInSecs為 
300。如果值小於 300，則可以中斷用戶端的
連線AWS IoT Core。連線的持續時間不能少
於 300 秒 (最小值)。

300 否

自訂驗證：最長
連線持續時間 (值
為DisconnectAfterInSecs)

自訂授權者的 Lambda 函數會使
用DisconnectAfterInSecs參數來指出
連接至AWS IoT Core閘道的持續時間上限 
(以秒為單位)。如果超過此值，則會終止連
線。的最大值DisconnectAfterInSecs是 
86,400。如果該值超過 86,400，則可以中斷
用戶端的連線AWS IoT Core。連線的持續時
間不能超過 86,400 秒 (最大值)。這適用於所
有自訂驗證連線 (MQTT 和 WSS)。

86,4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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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描述 預設 可調整

自訂驗證：最低原
則重新整理速率 (值
為RefreshAfterInSecs)

自訂授權者的 Lambda 函數會使
用RefreshAfterInSeconds參數來指示
連線至AWS IoT Core閘道時原則重新整理
之間的間隔 (以秒為單位)。一旦超出此間
隔，AWS IoT Core 便會叫用 Lambda 函數，
以允許政策重新整理。

300 否

自訂驗證：原則重
新整理速率上限 (值
為RefreshAfterInSecs)

連線至AWS IoT Core閘道時，原則重
新整理之間的時間間隔上限，由的值定
義RefreshAfterInSeconds。

86,400 否

MQTT 型檔案交付

以 MQTT 為基礎的檔案傳遞資源配額

資源 描述 預設 可調整

每個帳戶的串流數 每個帳戶的資料流數量上限。 10,000* 否

每個串流的檔案數 每個資料流的檔案數量上限。 10 否

檔案大小 檔案大小上限 (MB)。 二十四 否

資料區塊大小上限 最大資料區塊大小。 128 KB 否

資料區塊大小下限 最小資料區塊大小。 256 位元
組

否

流文件請求中指定的最大
塊偏移量

流文件請求中指定的最大塊偏移量。 98,304 否

每個串流檔案要求可要求
的區塊數目上限

每個串流檔案要求可要求的區塊數目上限。 98,304 否

區塊點陣圖大小上限 區塊點陣圖大小上限。 位元組 否

*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中的在裝置中使用以AWS IoT MQTT 為基礎的檔案傳遞。

MQTT 型檔案交付限制

API 每秒交易數

CreateStream 15 TPS

DeleteStream 15 TPS

DescribeStream 15 TPS

ListStreams 15 TPS

UpdateStream 15 TPS

版本 1.0
439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mqtt-based-file-delivery-in-devices.html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Core

AWS IoT Core Device Advisor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 Device Advisor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Concurrently 
connected devices

每個測試套件運行可以
同時連接的最大測試設
備數量。

1 否

Concurrently 
running test 
suites

可同時執行的組AWS 帳
戶件數量上限。

1 否

Connections per 
test endpoint

帳戶特定測試端點的連
線數量上限。

5 否

MQTT CONNECT 
requests per 
account

每個帳戶每秒從測試
裝置傳送的 MQTT 
Connect 要求數目上
限。

5 否

MQTT CONNECT 
requests per 
client ID

每個用戶端 ID 每秒從
測試裝置傳送的 MQTT 
Connect 要求數目上
限。

1 否

Rate of 
CreateSuiteDefinitio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CreateSuiteDefinit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 否

Rate of 
DeleteSuiteDefinitio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DeleteSuiteDefinit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GetSuiteDefinitio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GetSuiteDefinit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GetSuiteRu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GetSuiteRun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10 否

每秒可進行 
GetSuiteRunReport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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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Rate of 
GetSuiteRunReport 
API requests

Rate of 
ListSuiteDefinitions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ListSuiteDefinition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ListSuiteRuns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ListSuiteRuns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ListTestCases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ListTestCases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StartSuiteRu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StartSuiteRun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1 否

Rate of 
TagResource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TagResource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UntagResource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UntagResource API 請
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Rate of 
UpdateSuiteDefinition 
API requests

每秒可進行 
UpdateSuiteDefinit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10 否

Test case 
execution time

測試用例失敗之前的
最長時間（如果未完
成）。

10800 秒秒秒秒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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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est cases per 
test suite

一個測試套件中測試用
例的最大數量。

50 否

AWS IoT Device Defend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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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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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io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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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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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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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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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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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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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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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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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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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WS IoT Device Defender稽核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Scheduled audits

排程稽核的最大數量。 5 否

Simultaneous in 
progress on-demand 
audits

同步進行中的最大數
量。

10 否

Storage duration 
for audit findings

報告之後，稽核發現項
目的儲存時間上限 (以天
為單位)。

90 否

以下服務配額適用於緩解動作和稽核緩解動作任務：

AWS IoT Device Defender緩解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itigation actions

緩解動作的上限。 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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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緩解動作限制

資源 限制

同時執行中的稽核緩解動作任務數量 10 個任務

稽核緩解動作任務的保留期間 90 天

AWS IoT Device Defender偵測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Behavior metric 
value elements 
for each security 
profile

每個安全性設定檔的行
為量度值元素 (計數、IP 
位址、連接埠) 數目上
限。

1000 否

Behaviors for each 
security profile

每個安全描述檔的最大
行為

100 否

Custom metrics

Detect 自訂指標的最大
數量。

100 是

Device metric 
minimum delay

裝置在傳送量度報告之
間必須等待的最短時間 
(以秒為單位)。

三百秒鐘 是

Device metric peak 
reporting rate for 
an account

每秒可從帳戶中的所有
裝置傳送的裝置端量度
報告數目上限。

3500 是

Metric dimensions

偵測公制維度的最大數
目。

10 否

Security profiles 
for each target

每個目標 (中的物件或物
件群組AWS 帳戶) 的安
全性設定檔數目上限。

5 否

Storage duration 
for detect metrics

擷取後會儲存偵測指標
的最長時間 (以天為單
位)。

14 否

Storage duration 
for detect 
violations

在產生之後，偵測違規
的儲存時間上限 (以天為
單位)。

3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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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Detect 限制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可同時執行的偵測緩和措施動作
工作數目

最大值為 5 是

偵測緩和措施動作工作的保留期
間

最多 90 天 是

模型的保留期間 (模型到期後的時
間)

最長 30 天 否

AWS IoT Device DefenderAPI 節流限制

此表格描述每個AWS IoT Device Defender API 動作每秒鐘可以的最大交易數 (TPS)。

AWS IoT Device DefenderAPI 節流限制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ttach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Attach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ancel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Cancel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ancelAuditTask 
API TPS

可針對 CancelAudit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ancel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Cancel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reateAuditSuppression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AuditSuppres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reateCustomMetric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CustomMetric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reateMitigationAction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MitigationAc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CreateScheduledAudit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ScheduledAudit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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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911114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911114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3D9A45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3D9A45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AA926C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AA926C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3B49C0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3B49C0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C3BA39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C3BA39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68D12E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68D12E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FA916A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FA916A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251A2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251A2B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Defender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Create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let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DeleteAuditSuppres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AuditSuppres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leteCustomMetric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CustomMetric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DeleteDimen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Dimen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leteMitigationAc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MitigationAc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leteScheduledAudit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ScheduledAudit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Delete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scrib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DescribeAuditFinding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uditFinding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25 否

Describe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2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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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2577F1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2577F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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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D7FC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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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6ABB0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6ABB02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1C4069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1C4069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A19A60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A19A60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2F1927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2F1927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Defender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DescribeAuditSuppres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uditSuppres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scribeAuditTask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Audit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25 否

DescribeCustomMetric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CustomMetric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25 否

Describe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DescribeDimens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Dimen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DescribeMitigationAction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MitigationAc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25 否

DescribeScheduledAudit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ScheduledAudit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Describe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25 否

Detach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Detach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ActiveViola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ctiveViola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ListAuditFinding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ditFinding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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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DA445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DA445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6D20C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6D20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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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5287E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2A0EE7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2A0EE7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AEAB7F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AEAB7F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F4F23B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F4F23B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891CC0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891CC0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321A6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321A666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Defender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ListAuditMitigationActionsExecu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ditMitigationActionsExecu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AuditSuppress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ditSuppress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AuditTasks API 
TPS

可針對 ListAuditTask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CustomMetrics 
API TPS

可針對 
ListCustomMetric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ListDetectMitigationActionsExecu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DetectMitigationActionsExecu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s 
API TPS

可針對 
List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Dimens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Dimens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MetricValu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MetricValue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5 是

ListMitigationActions 
API TPS

可針對 
ListMitigationAction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ScheduledAudits 
API TPS

可針對 
ListScheduledAudit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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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6D7A02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6D7A0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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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8C28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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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D3E850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18738F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18738F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A17A25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A17A25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C1637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C1637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C1637B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2C55F5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2C55F5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16FB67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16FB67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Defender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ListSecurityProfil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SecurityProfile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ListSecurityProfilesForTarget 
API TPS

可針對 
ListSecurityProfilesForTarget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TargetsFor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ListTargetsFor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ListViolationEvents 
API TPS

可針對 
ListViolationEvent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PutVerificationStateOnViolation 
API TPS

可針對 
PutVerificationStateOnViol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Start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StartAudi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Start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TPS

可針對 
StartDetectMitigationActions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StartOnDemandAuditTask 
API TPS

可針對 
StartOnDemandAuditTask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Updat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AccountAuditConfigura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UpdateAuditSuppress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AuditSuppres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UpdateCustomMetric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CustomMetric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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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ACF0ED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ACF0ED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299DD1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299D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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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1189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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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71C153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71C153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F62705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F62705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A8BDEF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A8BDEF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BC0EA5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ABC0EA56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UpdateDimens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Dimens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
限 (TPS)。

10 否

UpdateMitigationAction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MitigationAction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UpdateScheduledAudit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ScheduledAudit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5 否

UpdateSecurityProfile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SecurityProfil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ValidateSecurityProfileBehaviors 
API TPS

可針對 
ValidateSecurityProfileBehaviors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 否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主題

• AWS IoT Core：控制平面端點 (p. 450)
• 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p. 452)
•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任務資料端點 (p. 453)
•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安全通道端點 (p. 455)
• AWS IoTFIPS 端點 (p. 457)

AWS IoT Core：控制平面端點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控制平面操作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如需控制平面端點支援之AWS IoT Core作業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的AWS IoT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ot.us-east-2.amazonaws.com

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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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8A50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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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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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ot.us-ea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iot.us-we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ot.us-west-2.amazonaws.com

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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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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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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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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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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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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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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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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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io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資料平面端點專屬於每個AWS 帳戶和AWS 區域。AWS IoT Core若要尋找和的AWS IoT Core-資料平面端點
AWS 帳戶AWS 區域，請使用此處顯示的 describe-endpointCLI 指令或 DescribeEndpointREST API。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Data-ATS

此命令會傳回下列格式的資料平面 API 端點：

account-specific-prefix.iot.aws-region.amazonaws.com

如需資料平面端點支援之動作的AWS IoT Core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的資AWS IoT料平面作
業。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支援的每個AWS 區域端點之AWS 帳戶特定端點的一般表示法。在「端點」欄中，通
用端點表data示中顯示的account-specific-prefix來自帳戶特定端點的端點會取代。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ta-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ta-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data-ats.iot.us-we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ta-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data-ats.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ata-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ats.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ata-ats.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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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ata-at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ata-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ata-ats.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ata-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ata-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data-ats.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data-ats.io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data-ats.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data-ats.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data-ats.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data-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ata-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data.io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任務資料端點

工作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資料端點專屬於每個AWS 帳戶和AWS 區域。若要尋找和的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作業資料端點AWS 帳戶AWS 區域，請使用此處顯示的 describe-endpointCLI 指令或
DescribeEndpointREST API。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Jobs

這個命令會傳回下列格式的任務資料平面 API：

account-specific-prefix.jobs.iot.aws-region.amazonaws.com.

如需工作資料端點支援之動作的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API 參考中
的AWS IoT工作資料平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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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工作資料作業AWS IoT Core支援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在「端點」欄中，account-specific-
prefix來自您帳戶特定的端點會取代泛用端點表示法中顯示的###。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 工作. 我們東-2. 亞馬遜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 job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 jobs.io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 job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 jobs.com 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 工作網站南部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 工作網站. AP-東北部-亞馬遜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 jobs.iot.ap.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 工作網站. AP-東南部-亞馬遜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 工作社 .pt-東北部-阿馬遜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 工作. iot.ca-中央-1. 亞馬遜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 工作. iot.cn-北-阿馬遜 HTTPS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 工作. iot.cn-西北-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 工作網絡中心-1.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 jobs.iot.eu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 工作網絡歐洲西部-2. 亞馬遜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 工作網絡歐洲西部-3. 亞馬遜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 工作社區歐盟北部 1. 亞馬遜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 工作網站我-南 1. 亞馬遜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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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 工作網絡我中心 1. 亞馬遜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 jobs.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物聯網的##。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安全通道端點

AWS IoT 支援其他安全通道的端點。

安全通道管理 API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tunneling.iot.us-east-2.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tunneling.iot.us-ea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i.tunneling.iot.us-we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tunneling.iot.us-west-2.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i.tunneling.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tunneling.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tunneling.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i.tunneling.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i.tunneling.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tunneling.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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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tunneling.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i.tunneling.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i.tunneling.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i.tunneling.io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i.tunneling.io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i.tunneling.io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i.tunneling.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i.tunneling.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i.tunneling.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tunneling.iot-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安全通道裝置連線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wss://data.tunneling.io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wss://data.tunneling.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
佛尼亞北部)

us-west-1 wss://data.tunneling.io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wss://data.tunneling.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ss://data.tunneling.iot.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wss://data.tunneling.iot.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wss://data.tunneling.io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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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wss://data.tunneling.io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wss://data.tunneling.iot.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wss://data.tunneling.io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wss://data.tunneling.iot.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wss://data.tunneling.iot.cn-
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中國 (寧夏) cn-northwest-1 wss://data.tunneling.iot.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wss://data.tunneling.iot.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wss://data.tunneling.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ss://data.tunneling.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wss://data.tunneling.io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哥爾
摩)

eu-north-1 wss://data.tunneling.io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wss://data.tunneling.io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south-1 wss://data.tunneling.iot.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me-central-1 WSS：//數據a.通道.iot.我中央-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east-1 wss：//數據。隧道。 us-gov-east-1. 亞馬遜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west-1 wss：//數據。隧道。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AWS IoTFIPS 端點

AWS IoT 提供的端點支援美國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140-2。選擇適當的 FIPS 相容端點，以從依服務分
類的 FIPS 端點存取您AWS區域中的AWS IoT功能。如需有關提供之 FIP 端點的詳細資訊AWS IoT，請參
閱連線至AWS IoT FIPS 端點。

Service Quotas
內容

• AWS IoT Core物件資源限制與配額 (p. 458)
• AWS IoT Core物件群組資源限制與配額 (p. 459)
• AWS IoT Core批量事物註冊限制和配額 (p. 460)
• AWS IoT Core帳單群組限制 (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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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API 動作限制 (p. 460)
• AWS IoT 機群索引 (p. 465)
• AWS IoT 任務 (p. 467)
• AWS IoT 安全通道 (p. 471)
• Fleet Hub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p. 473)

AWS IoT Core物件資源限制與配額

AWS IoT Core物件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aximum number of 
thing attributes 
for a thing with a 
thing type

具有物件類型之物件屬
性的最大數目。物件類
型為選用，可讓您探索
物件更輕鬆。有物件類
型的物件最多可具有 50 
個屬性。

50 是

Maximum number of 
thing attributes 
for a thing 
without a thing 
type

沒有物件類型之物件屬
性的最大數目。無物件
類型的物件最多可具有
三個屬性。

3 否

Maximum thing name 
size

物件名稱的大小上限，
也就是 128 個位元組的 
UTF-8 編碼字元。

128 個字元 否

Number of thing 
types tha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a 
thing

可與物件相關聯的物件
類型數目，可以是零或
一。物件類型為選用，
而且使用時可讓您探索
物件更輕鬆。

1 否

Size of thing 
attributes per 
thing

每個物件的物件屬性大
小，即 47 KB。物件屬
性是可選的名稱與值配
對，可儲存物件相關資
訊，讓物件的使用更容
易探索物件。

四十七千字節 是

Note

物件類型

可以在中定義的物件類型數目沒AWS 帳戶有限制。物件類型能讓您存放與相同物件類型關聯之所有
物件通用的描述和組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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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Core物件群組資源限制與配額

AWS IoT Core物件群組限制與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aximum depth 
of a thing group 
hierarchy

物群組階層的最大深
度。當您建立群組階
層時，連接至父群組的
政策會被其子群組以及
父群組內的所有物件繼
承。這可讓您更輕鬆地
管理大量物件的權限。

7 否

Maximum number 
of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a 
thing group

與物件群組相關聯的屬
性數目上限。屬性是名
稱/值對，可讓您用來存
放關於群組的資訊。您
可以新增、刪除或更新
群組的屬性。

50 否

Maximum number 
of direct child 
groups

物件群組階層中可以擁
有的直接子群組數目最
大值。

100 否

Maximum number of 
dynamic groups

動態群組的最大數量。 100 否

Maximum number of 
thing groups a 
thing can belong 
to

物件最多可加入 10 個
物件群組。但是在相同
的階層內，您無法讓一
個物件加入超過一個群
組。這表示物件無法加
入父群組相同的兩個群
組。

10 否

Maximum size of 
a thing group 
attribute name, in 
chars

物件群組屬性名稱的大
小上限 (以字元為單位)。

128 否

Maximum size of 
a thing group 
attribute value, 
in chars

物件群組屬性值的大小
上限 (以字元為單位)。

800 否

Maximum thing 
group name size

物件群組名稱大小上
限。

128 個字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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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物件群組

可指派給物群組的物件數目上限不受限制。

AWS IoT Core批量事物註冊限制和配額
AWS IoT Core批量物註冊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llowed 
registration tasks

對於任何給定的AWS 帳
戶，一次只能運行一個
批量註冊任務。

1 否

Data retention 
policy

大量註冊工作 (可長期使
用) 完成後，與大量物件
註冊相關的資料會在 30 
天後永久刪除。

秒 否

Maximum line 
length

Amazon S3 輸入 JSON 
文件中的每一行長度不
能超過 256K。

256000 否

Registration task 
termination

任何待處理或未完成的
大量註冊任務都會在 30 
天後終止。

秒 否

如需有關用於大量註冊之 JSON 檔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3 輸入 JSON 檔案。

AWS IoT Core帳單群組限制

• 物件只能屬於一個帳單群組。
• 與物件群組不同，帳單群組不能組織成階層。
• 為了註冊裝置的用量以進行標記或計費使用，裝置必須：

• 在 AWS IoT Core 已註冊為物件。
• 只使用 MQTT 與 AWS IoT Core 通訊。
• 只使用其物件名稱做為用戶端 ID 與 AWS IoT Core 進行驗證。
• 使用 X.509 憑證或 Amazon Cognito 身分來進行身分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AWS IoT、驗證和裝置佈建管理裝置。您可以使用 AttachThingPrincipalAPI 作
業將憑證或其他認證附加至物件。

• 每個帳戶的AWS帳單群組數目上限為 20,000 個。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API 動作限制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API 動作限制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可針對 
AddThingToBillingGroup 

60 6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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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AddThingToBillingGroup 
API TP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AddThingTo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AddThingTo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60 是

AttachThingPrincipal 
API TPS

可針對 
AttachThingPrincipal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Create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5 25 是

CreateDynamic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Dynamic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是

CreateThing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Thing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Create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5 25 是

CreateThingType 
API TPS

可針對 
CreateThingTyp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lete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leteDynamic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Dynamic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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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DeleteThing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Thing API 進
行的每秒交易數目
上限 (TPS)。

100 50 是

Delete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leteThingType 
API TPS

可針對 
DeleteThingTyp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precateThingType 
API TPS

可針對 
DeprecateThingTyp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Describe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15 是

DescribeThing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Thing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350 50 是

Describe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100 是

DescribeThingType 
API TPS

可針對 
DescribeThingTyp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DetachThingPrincipal 
API TPS

可針對 
DetachThingPrincipal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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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ListBillingGroups 
API TPS

可針對 
ListBillingGroup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PrincipalThings 
API TPS

可針對 
ListPrincipalThing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TPS

可針對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hingGroup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Group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hingGroupsForThing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GroupsForThing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ListThingPrincipal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Principal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hingType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Type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hings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s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ListThingsIn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sIn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5 2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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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ListThingsIn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ListThingsIn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25 25 是

RegisterThing 
API TPS

可針對 
RegisterThing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RemoveThingFrom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RemoveThingFrom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RemoveThingFrom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RemoveThingFrom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TagResource 
API TPS

可針對 
TagResource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ntagResource 
API TPS

可針對 
UntagResource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0 10 是

UpdateBill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Bill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UpdateDynamic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Dynamic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5 5 是

UpdateThing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Thing API 
進行的每秒交易數
目上限 (TPS)。

100 5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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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選擇中的默認值
AWS 區域 *

可調整

UpdateThingGroup 
API TPS

可針對 
UpdateThingGroup 
API 進行的每秒
交易數目上限 
(TPS)。

15 15 是

* 選擇AWS 區域：歐洲 (斯德哥爾摩)、中東 (巴林)、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歐洲 (巴黎)、亞太區域 (美國
東部)、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美國西部 (加利福尼亞北部)、加拿大 (中
部)、中國 (寧夏)

AWS IoT 機群索引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叢集索引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aximum length of 
a custom field 
name

自訂欄位名稱的長度上
限。

1024 是

Maximum length of 
a query

UTF-8 編碼字元查詢的
最大長度。

1000 是

Maximum number 
of * wildcard 
operators per 
query term

每個查詢字詞的 * 萬用字
元運算子數目上限。

2 否

Maximum number 
of ? wildcard 
operators per 
query term

的最大數量？ 每個查詢
詞的萬用字元運算子

5 否

Maximum number of 
custom fields in 
AWS thing groups 
index

AWS物件群組索引中的
自訂欄位數量上限。

5 是

Maximum number of 
custom fields in 
AWS things index

AWS物件索引中的自訂
欄位數量上限。

5 是

每個客戶的動態群組。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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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Maximum number of 
dynamic groups

Maximum number of 
fleet metrics

每個客戶的 Fleet 度量上
限。

100 是

Maximum number 
of names in the 
named shadow names 
filter

已命名陰影名稱篩選器
中的名稱數目上限

10 是

Maximum number of 
percentile values 
per fleet metric

每個叢集測量結果的百
分位彙總類型的值上
限。

5 否

Maximum number of 
query terms per 
dynamic group

每個動態群組的查詢字
詞。

5 是

Maximum number of 
query terms per 
fleet metric

每個叢集量度的查詢字
詞數目上限。

12 是

Maximum number of 
query terms per 
query

每個查詢的查詢字詞的
最大數量。

12 是

Maximum number of 
results per search 
query

每個搜尋查詢的結果上
限。

500 否

Maximum period of 
a fleet metric

叢集量度的最長期間 (以
秒為單位)。

86400 秒 否

Minimum period of 
a fleet metric

叢集量度的最短期間 (以
秒為單位)。

六十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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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叢集索引 API 限制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DescribeIndex rate

每秒 DescribeIndex 呼叫
次數上限。

10 是

GetCardinality 
rate

每秒 GetCardinality 呼叫
次數上限。

15 是

GetIndexingConfiguration 
rate

每秒 
GetIndexingConfiguration 
呼叫次數上限。

20 是

GetPercentiles 
rate

每秒 GetPercentiles 呼
叫次數上限。

15 是

GetStatistics rate

每秒 GetStatistics 呼叫
次數上限。

15 是

ListIndices rate

每秒 ListIndices 呼叫次
數上限。

5 是

SearchIndex rate

每秒 SearchIndex 呼叫
次數上限。

15 是

UpdateIndexingConfiguration 
rate

每秒 
UpdateIndexingConfiguration 
呼叫次數上限。

1 是

AWS IoT 任務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工作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ctive continuous 
jobs

您AWS 帳戶每個地區的
最大作用中工作數量。
此限制值是使用中快照
工作和作用中連續工作
的彙總。

100000 是

Active snapshot 
jobs

您AWS 帳戶每個地區的
最大作用中工作數量。
此限制值是使用中快照
工作和作用中連續工作
的彙總。

100000 是

註解長度上限 (以字元為
單位)。

20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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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Comment length

Concurrent jobs

AWS 帳戶每個區域的並
行工作數量上限。

500 是

CreateJobTemplate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CreateJobTemplate。

10 是

Data retention

對於非使用中工作 (非 
IN_PROGRESS 的工
作)，工作資料和工作執
行資料將保留的天數上
限。

730 否

DeleteJobTemplate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DeleteJobTemplate。

10 是

DescribeJobExecution/
GetPendingJobExecutions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讀
取交易總數上限，
這可能是由於調用 
DescribeJobExecution 
和/或引起的 
GetPendingJobExecutions。
在控制平面中 
DescribeJobExecution ，
每次調用限制為 10 
TPS。

200 否

DescribeJobTemplate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DescribeJobTemplate。

10 是

DocumentSource 
length

工作文件來源中的字元
數上限。

1350 否

In Progress 
timeout

工作執行 InProgress 逾
時值上限 (以分鐘為單
位)。

10080 否

Job Targets

您可以指派給工作的目
標數量上限。

100 否

Job Template 
description length

工作範本描述中的字元
數上限。

20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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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Job description 
length

工作描述中的字元數上
限。

2028 否

Job execution roll 
out rate

每分鐘可以推出的工作
執行數目上限。

1000 是

JobId Length

Job ID 中的字元數上
限。

64 否

JobTemplateId 
Length

作業範本 ID 中的字元數
上限。

64 否

List results per 
page

每頁列表結果的最大數
量。

250 否

ListJobTemplates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ListJobTemplates。

10 是

Maximum number of 
job templates

您可以擁有的工作範本
數目上限。

100 是

Minimum job 
execution roll out 
rate

您每分鐘可以推出的工
作執行次數下限。

1 否

Minimum pre-signed 
URL lifetime

預先簽章的 URL 存留期 
(以秒為單位)。

六十秒 否

Pre-signed URL 
lifetime

預先簽章的 URL 存留期
上限 (以秒為單位)。

3600 秒 否

S3 job document 
length

可傳送至AWS IoT裝置
的 S3 工作文件長度上限 
(以位元組為單位)。

32768 位元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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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C6F19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C6F194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FBBB47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FBBB47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C5B027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C5B027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C5B0274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StartNextPendingJobExecution/
UpdateJobExecution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可能造成
的最大寫入交易總數 
( StartNextPendingJobExecution 
或) 
UpdatePendingJobExecution。

200 否

StatusDetail map 
key length

StatusDetail 映射鍵的長
度上限 (以字元為單位)。

128 否

StatusDetail map 
key-value pairs

您可以在 StatusDetail 地
圖中擁有鍵-值對的最大
數量。

10 否

StatusDetail map 
value length

StatusDetail 映射值的長
度上限 (以字元為單位)。

1024 否

Step Timer

作業執行步驟逾時值上
限 (以分鐘為單位)。

10080 否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工作 API 動作限制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AssociateTargetsWith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AssociateTargetsWithJob。

10 是

Cancel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CancelJob。

10 是

CancelJobExecution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CancelJobExecution。

10 是

Create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CreateJob。 10 否

Delete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DeleteJob。 10 是

的油門限制 
DeleteJobExecution。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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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8F5F7B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8F5F7B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8F5F7B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5B5C2F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5B5C2F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5D5D7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5D5D7AB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6FC306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6FC306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17A207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7A534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7A534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7A534B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EC656C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EC656C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DEC656C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D01DB6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D01DB6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D01DB6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23F244D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23F244D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6C255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6C255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6C255C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AB36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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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DeleteJobExecution 
throttle limit

Describe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DescribeJob。

10 是

DescribeJobExecution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DescribeJobExecution。

10 是

GetJobDocument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GetJobDocument。

10 是

ListJobExecutionsFor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ListJobExecutionsForJob。

10 是

ListJobExecutionsForThing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ListJobExecutionsForThing。

10 是

ListJobs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ListJobs。 10 是

UpdateJob throttle 
limit

的油門限制 
UpdateJob。

10 是

† 如需資料平面和控制平面的定義，請參閱存取AWS IoT Core 的方法有哪些？ AWSIoT 核心常見問題解答

AWS IoT 安全通道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安全通道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CloseTunnel API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CloseTunnel。

1 是

DescribeTunnel API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DescribeTunnel。

10 是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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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AB367B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AB367B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9D00C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9D00C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9D00C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31A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31A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31A2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6FC5D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6FC5D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86FC5D6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CCB5F9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CCB5F9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9CCB5F9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0F354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0F354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0F3543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5FD0E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5FD0E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145FD0E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365ADF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365ADF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7365ADF8
http://aws.amazon.com/iot-core/faqs/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C86F05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C86F05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C86F05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82CCFC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82CCFC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382CCFC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A7ED34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throttle limit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ListTagsForResource。

ListTunnels API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ListTunnels。

10 是

Maximum bandwidth 
per tunnel

每個通道的最大頻寬 (以 
kbps 為單位)。

800 否

Maximum connection 
rate

每秒連線至通道的最大
交易數目。

10 是

Maximum number of 
tags per resource

每個資源可以使用的標
籤數量上限。

50 否

Maximum tag key 
length

標籤鍵中的 Unicode 字
元數目上限。每個資源
和標籤索引鍵都必須是
唯一的。

128 否

Maximum tag value 
length

標籤值中的 Unicode 字
元數目上限。每個標籤
索引鍵可以有一個值。

256 否

Maximum tunnel 
lifetime

隧道的最大使用壽命
（以小時為單位），
之後隧道將在到達後關
閉。

12 否

OpenTunnel API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OpenTunnel。

1 是

TagResource API 
th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TagResource。

10 是

UntagResource API 
trottle limit

每個帳戶每秒的最
大交易數量，可能是
因為調用而引起的 
UntagResourc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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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A7ED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0A7ED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CAF8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CAF8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7CAF86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D2A593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6D2A593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0511A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0511A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00511A3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E4D15E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CE4D15E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7B407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7B4076F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8CB01E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8CB01E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65123D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465123D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72C1C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72C1C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E72C1C8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75540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75540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5755407D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F877B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F877B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quotas/L-BF877B05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Events

Fleet Hub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車隊集線器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Number of 
applications per 
Region per AWS 
account

每個區域的應用程式數
目上限AWS 帳戶。

10 是

叢集中樞 API 節流限制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警示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 100 個 是

CreateApplication 10 TPS 是

DeleteApplication 10 TPS 是

DescribeApplication 10 TPS 是

ListApplications 10 TPS 是

ListTagsForResource 10 TPS 是

TagResource 10 TPS 是

UntagResource 10 TPS 是

UpdateApplication 10 TPS 是

AWS IoT Event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控制平面端

下表包含AWS IoT Events支援控制平面作業的AWS區域特定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IoT 
EventsAPI 參考中的AWS IoT Events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otevents.us-east-2.amazonaws.com

ioteven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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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cor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upport/home#/case/create?issueType=service-limit-increase&limitType=service-code-iot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events/latest/apireference/API_Operations_AWS_IoT_Ev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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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otevents.us-east-1.amazonaws.com

ioteven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otevents.us-west-2.amazonaws.com

ioteven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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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even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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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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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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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oteven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iotevent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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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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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ioteven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even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iotevent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資料平面端
下表包含AWS IoT Events支援資料平面作業的AWS區域特定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IoT 
EventsAPI 參考資AWS IoT Events料中的資料作業。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data.iotevents.us-east-2.amazonaws.com

data.ioteven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data.iotevents.us-east-1.amazonaws.com

data.ioteven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data.iotevents.us-west-2.amazonaws.com

data.ioteven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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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data.iotevent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data.ioteven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data.iotevent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data.iotevent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data.iotevent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data.ioteven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data.iotevent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data.iotevent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data.iotevent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data.ioteven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data.ioteven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data.iotevent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偵測器模型定義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KB

否 偵測器模型定義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偵測器模型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帳戶的單一偵測器模型的
版本數上限。

偵測器模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此帳戶的偵測器型號數目上
限。

每個輸入的偵測器模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與單個輸入相關聯的數量上
限。

每個偵測器模型的偵測器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偵測器模型建立的最大偵測
器數目。

輸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此帳戶的輸入數上限。

每個警報模型的最大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警報模型中允許的最大動作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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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事件的最大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偵測器模型中事件允許的最
大動作數。

每個警報模型的最大警報模型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此帳戶的單個警報模型的數
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警報模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此帳戶的警報模型數目上
限。

每個輸入的最大警報型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與單個輸入相關聯的數量上
限。

每個警報模型的最大警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警報模型所建立的最大警報
數目。

每個狀態的事件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偵測器模型中某個狀態允許
的最大事件數目。

每秒每個警報的最大訊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1 秒內傳送至警報數上限。

AWSIoT SiteWise 資產模型中每個屬性的警
示模型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AWSIoT SiteWise 資產模型
中可針對特定屬性建立的警
示模型數目上限

警示模型中每個通知動作的收件者人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警示模型中可在通知動作中
指定的收件者數目上限

每秒評估的訊息總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此帳戶所有偵測器和警報的
訊息評估次數上限 (以秒為單
位)。

每個狀態的轉換事件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偵測器模型中某個狀態允許
的轉換事件數目上限。

訊息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KB

是 訊息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位)。

每秒每個偵測器的訊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1 秒內傳送至偵測器的訊息
數上限。

最低計時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秒

是 可以設定偵測器模型計時器
的最短持續時間 (以秒為單
位)。

RUNNING 狀態下的偵測器模型分析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此帳戶的 RUNNING 狀態
下偵測器模型分析的最大數
目。

每個偵測器模型定義的狀態變數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偵測器模型定義中狀態變數
的數目上限。

各偵測器型號的狀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偵測器模型允許的最大狀態
數目。

每個偵測器排定的計時器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偵測器排定的計時器數目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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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觸發表達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狀態的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Events使用者指南中的AWS IoT Events配額。

AWS IoT FleetWis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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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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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的限制AWS Control Tower是 5,000 租賃計劃。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廣告活動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廣告
活動數目上限。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模型清單的解碼器清
單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模
型清單的最大解碼器清單數
量。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模型清單數量。 每個個個個個區域：
150

是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模型
資訊清單數目上限。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信號目錄中的節
點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信號
目錄中節點的最大數量。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信號目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信號
目錄的最大數量。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活動訊號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號的
行銷活動訊號數目上限。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號的車隊數量。 每個個個個個區域：
2,000

是 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號的
車隊中車輛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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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每秒可
傳送的 API 要求數目上限。

AWS區域中每個帳戶的擷取訊息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AWSIoT 每秒 FleetWise 可
擷取一個AWS區域中每個帳
戶的訊息數目上限。

AWS區域中每輛車的訊息攝取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AWSIoT 每秒 FleetWise 可
擷取一個AWS區域中每輛車
的訊息數目上限。

Note

AWS IoT FleetWise 如果擷取速率超過預設配額，則會從車輛中刪除訊息。重新瀏覽您的廣告活動
和叢集定義，以調整預期的訊息數量。任何已刪除的訊息無法復原。

AWS IoT Wireles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以下幾節會說明的服務端點AWS IoT Wireless。 AWS IoT Core for Amazon Sidewalk只能在中使用AWS 區
域us-east-1。您可以使用這些端點來執行 AWS IoT WirelessAPI 參考中的作業。

如需以下內容的資訊

• 連接並使用 LoRa WAN 閘道和裝置，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AWS IoT Core for LoRaWAN中的
「將閘道和裝置連接到」。

• 連接並使用 Amazon 人行道終端裝置，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AWS IoT Core for Amazon Sidewalk
中的〈將人行道終端裝置連接到〉。

主題
•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控制平面端點 (p. 478)
•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資料平面端點 (p. 479)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控制平面端點

下表包含AWS IoT Core for LoRaWAN-控制平面操作的AWS 區域特定端點。

Note

對於AWS IoT Core for Amazon Sidewalk，請使用中的端點us-east-1AWS 區域。

如需控制平面端點支援之AWS IoT Wireless作業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 WirelessAPI 參考中的AWS 
IoT Wireless API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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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Wireles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a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api.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api.theast-2. iottheast-southeast-2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apiottheast-2. ap-southeast-1. 
Amazonawtheast-2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api.theast-2. iottheast-2. Amazonawtheast-2.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api.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IoT Core for LoRaWAN：資料平面端點
資料平面端點專屬於每個AWS 帳戶和AWS 區域。AWS IoT Core for LoRaWAN若要尋找和的AWS IoT 
Core for LoRaWAN-資料平面端點AWS 帳戶AWS 區域，請使用此處顯示的 get-service-endpointCLI 指令或
GetServiceEndpointREST API。

aws iotwireless get-service-endpoint

此命令會傳回下列相關資訊：

• 您要取得其端點資訊的服務類型，可以是CUPS或LNS。
• CUPS 或 LNS 伺服器信任憑證，視指定的端點而定。
• 資料平面 API 端點的格式：

account-specific-prefix.service.lorawan.aws-region.amazonaws.com

其中service可以是cups或lns。

下表包含每個AWS IoT Core for LoRaWAN支援之區域之AWS帳戶特定 LNS 端點的一般表示法。在「端
點」欄中，account-specific-prefix來自您帳戶特定的端點會取代泛用端點表示法中顯示的###。

LNS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r ns.us-east-1.amazonaws.com WS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 .lns.us-west-2.amazonaws.com WS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y ns.eu-west-1.amazonaws.com WS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 .l. 歐盟-中央-1. 亞馬遜 WS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 洛拉文. AP-東北部-1. 亞馬遜 WS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 洛拉文. AP-東南部-亞馬遜 WSS

南美洲 (聖保羅) ap-east-1 ar ns.sa-east-1.amazonaws.com 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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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每個AWS IoT Core支援之「區域」之AWS帳戶特定 CUPS 端點的一般表示法。在「端點」欄
中，account-specific-prefix來自您帳戶特定的端點會取代泛用端點表示法中顯示的###。

CUPS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 cups.alawan.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 cups.lorawan.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 cups.u.u.u.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 杯子. 歐盟中央-1. 亞馬遜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 杯子. 阿拉旺. 阿拉伯東北部.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 卡拉文. AP-東南部-亞馬遜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ap-east-1 . cups.alawan.sa-east-1.amazonaws.com WSS

如需資料平面端點支援之AWS IoT Wireless動作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IoT WirelessAPI 參考中的AWS 
IoT Wireless API 作業。

Service Quotas
下表說明AWS IoT無線 API 中每個動作可進行的每秒交易數目上限 (TPS)，其中包括AWS IoT Core for 
LoRaWAN和AWS IoT Core for Amazon Sidewalk。

內容
• 無線裝置與裝置資料配額 (p. 415)
• LoRa廣域網路閘道 API 節流 (p. 482)
• 設定檔和目的地 API 節流 (p. 484)
• FUOTA 任務和多點傳送群組 API 節流 (p. 485)
• 人行道和記錄 API 節流 (p. 485)
• 網路分析儀和無線事件 API 節流 (p. 487)
• 標記和端點 API 節流 (p. 487)
• AWS IoT Core裝置位置和其他AWS IoT Wireless API 限制 (p. 487)

無線裝置與裝置資料配額
下列服務配額適用於 LoRa WAN 和人行道裝置。它也是他們的設備數據配額，這些配額在無線設備，網關和
雲之間傳輸。

AWS IoT Wireless設備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Thing

10 是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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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Cre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Get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DeviceStatistics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Event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Devic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WirelessDevices

10 是

TPS limit for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SendDataToWirelessDevic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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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wireless/quotas/L-0F5F17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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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Test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Test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EventConfigurationByResourceTyp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WirelessDevice

10 是

LoRa廣域網路閘道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與 LoRa WAN 閘道搭配使用之 API 的最大 TPS 數目。閘道會在 LoRa WAN 裝置和AWS IoT 
Core WAN 之間路由傳送訊息。 LoRa

AWS IoT Wireless閘道器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Certificate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GatewayWith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TPS limit for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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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Certificate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Thing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GatewayFromThing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Certificate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Certificate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FirmwareInform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FirmwareInforma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Statistics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Statistics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Task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Task

10 否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WirelessGatewayTaskDefinitions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Gateway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WirelessGateways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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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Gateway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WirelessGateway

10 是

設定檔和目的地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可將訊息路由傳送至其他服務之裝置設定檔、服AWS務設定檔和目的地的 TPS 上限。

AWS IoT Wireless裝置設定檔和目的地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CreateDestin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De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Ser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Ser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Destin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De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Ser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Ser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Destin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Destin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De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GetDeviceProfil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ServiceProfile

租置計劃限制 
GetServiceProfile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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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ListDestin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Destin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DeviceProfil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DeviceProfile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ServiceProfil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ServiceProfiles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Destin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Destination

10 是

FUOTA 任務和多點傳送群組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與多點傳送群組和 FUOTA 工作搭配使用的 API 的最大 TPS。多點傳送群組可用於將下行連結訊
息傳送至 LoRa WAN 裝置群組。使用 FUOTA 任務，可以在多點傳送群組中的個別裝置或多點傳送群組中的
一組裝置上執行韌體更新。

人行道和記錄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 Amazon 人行道 API 和 API (根據資源類型) 用於記錄層級的最大 TPS。

AWS IoT Wireless人行道和記錄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AwsAccountWithPartnerAccount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AwsAccountWith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eregisterWirelessDevice

租置計劃限制 
DeregisterWirelessDevic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Get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10 是

租置計劃限制 
GetPartnerAccount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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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GetPartnerAccount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LogLevel

租置計劃限制 
Ge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Ge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DevicesFor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ListDevicesFor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PartnerAccount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PartnerAccount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s

10 是

TPS limit for 
PutResourceLogLevel

租置計劃限制 
Pu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TPS limit for 
ResetAllResourceLogLevels

租置計劃限制 
ResetAllResourceLogLevels

10 是

TPS limit for 
ResetResourceLogLevel

租置計劃限制 
ResetResourceLogLevel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Singl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Singl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LogLevelsByResourceTypes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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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Wireless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pdatePartnerAccount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WirelessDeviceImportTask

10 是

網路分析儀和無線事件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與網路分析器搭配使用的 API 的 TPS 上限，以及AWS IoT Wireless資源的事件。使用網路分析
儀，您可以即時監控和疑難排解 LoRa WAN 資源。

標記和端點 API 節流

此表格說明用於標記資源之GetServiceEndpoint API 和 API 的最大 TPS。

AWS IoT Wireless標記和 GetServiceEndpoint API 節流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GetServiceEndpoint

租置計劃限制 
GetServiceEndpoint

10 否

TPS limit for 
ListTagsForResource

租置計劃限制 
ListTagsForResource

10 是

TPS limit for 
TagResource

租置計劃限制 
TagResource

10 是

TPS limit for 
UntagResource

租置計劃限制 
UntagResource

10 是

AWS IoT Core裝置位置和其他AWS IoT Wireless API 限制

此表格說明其他額外AWS IoT Wireless API 節流的 TPS 上限。

AWS IoT Wireless限制和配額

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MulticastGroupWith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MulticastGroupWithFuotaTask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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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Cancel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Cancel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Crea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Crea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DeleteQueuedMessages

租置計劃限制 
DeleteQueuedMessages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AwsAccountFromPartnerAccount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AwsAccountFromPartnerAccount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MulticastGroupFrom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MulticastGroupFrom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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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Get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Get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Get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PositionEstimate

租置計劃限制 
GetPositionEstimate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GetResourc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GetResourcePosi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FuotaTask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FuotaTask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MulticastGroup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MulticastGroup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MulticastGroupsBy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ListMulticastGroupsByFuotaTask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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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ListPositionConfiguration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PositionConfigurations

10 是

TPS limit for 
ListQueuedMessages

租置計劃限制 
ListQueuedMessages

10 是

TPS limit for 
PutPosition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PutPosition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SendDataTo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SendDataTo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Bulk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Group

集團的租置計劃 
StartBulkAssociateWirelessDeviceWithMulticast
限額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Bulk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Group

集團的租置計劃 
StartBulkDisassociateWirelessDeviceFromMulticast
限額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MulticastGroupSession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MulticastGroupSess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StartNetworkAnalyzerStream

租置計劃限制 
StartNetworkAnalyzerStream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FuotaTask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FuotaTask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MulticastGroup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MulticastGroup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NetworkAnalyzerConfiguration

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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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顯示名稱 描述 預設值 可調整

TPS limit for 
Updat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Posi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ResourceEventConfiguration

10 是

TPS limit for 
UpdateResourcePosition

租置計劃限制 
UpdateResourcePosition

10 是

AWS IoT Greengrass V1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最大AWS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控制平面操作

下表包含AWS IoT Greengrass支援群組管理作業的AWS區域特定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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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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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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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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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reengras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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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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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greengras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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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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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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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reengras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格雷格拉斯。 us-gov-east-1. 亞馬遜

格雷格拉斯。 us-gov-east-1. 亞馬遜

格林格拉斯-物聯網. us-gov-east-1. 亞馬遜

格林格拉斯-fips。 us-gov-east-1. 亞馬遜

HTTPS

HTTPS

透過 
MQTT 的 
MQTT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格雷格拉斯。 us-gov-west-1. 亞馬遜

格林格拉斯-物聯網. us-gov-west-1. 亞馬遜

格雷格拉斯。 us-gov-west-1. 亞馬遜

HTTPS

透過 
MQTT 的 
MQTT

HTTPS

AWS IoT 裝置營運

下表包含用於AWS IoT裝置管理操作 (例如陰影同步) 的AWS區域特定 Amazon 信任服務 (ATS) 端點。這是
一個資料平面 API。

若要尋找您的帳戶專用端點，請使用 aws iot describe- 端點 - 端點類型 iot: Data-ATS 命令。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prefix-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prefix-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prefix-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refix-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refix-ats.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prefix-ats.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refix-at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refix-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中國 (北京) cn-north-1 prefix-ats.iot.cn-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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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refix-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refix-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efix-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west-1 prefix-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east-1 prefix-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Note

部分區域 (p. 494)目前支援舊版 Verisign 端點，但建議您將 ATS 端點與 ATS 根憑證授權單位 
(CA) 憑證搭配使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探索操作

下表包含使用探索 API 進行裝置探查作業的AWS區域特定 ATS 端點。AWS IoT Greengrass這是一個資料平
面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greengrass-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greengrass-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greengrass-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greengrass-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northeast-2 greengrass-ats。iot.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greengrass-ats。io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greengrass-ats。io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greengrass-ats。iot.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greengrass.ats。iot.cn-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greengrass-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greengrass-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greengrass-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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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
國西部)

us-gov-west-1 greengrass-ats。iot.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
國東部)

us-gov-east-1 greengrass-ats。iot.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Note

傳統 VeriSign 端點目前支援 一些區域 (p. 494)，但我們建議您使用 ATS 端點和 ATS 根 CA 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支援的傳統端點

我們建議您以 ATS 根 CA 憑證，使用上表的 ATS 終端節點。為了向下相容，AWS IoT Greengrass目前支援
下列AWS區域中的舊版 Verisign 端點。這項支援預計在未來結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
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使用傳統 VeriSign 終端節點時，您必須使用 VeriSign 根 CA 憑證。

AWS IoT Device Operations (Legacy Endpoin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prefix.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prefix.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prefix.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prefix.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prefix.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refix.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若要尋找您的帳戶專用傳統端點，請使用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Data 命令。
Discovery Operations (Legacy Endpoin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greengras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greengras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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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greengras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greengras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greengras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greengras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WS IoT Greengrass 雲端 API

描述 預設

每個 AWS IoT 群組的 AWS IoT Greengrass 裝置數
量上限。

2500

每個群組的 Lambda 函數的最大值。 200

每個 Lambda 函數的資源數目上限。 20

每個群組的資源數量上限。 200

AWS IoT Greengrass APIs 上每秒交易次數上限 
(TPS)。

請參閱 the section called “TPS” (p. 495)。

每個群組的訂閱數量上限。 10000

每個群組指定 Cloud 做為來源的訂閱數量上限。 50

核心物件名稱的長度上限。 124 個位元組的 UTF-8 編碼字元。

TPS

API 上每秒最大交易數的預設配額取決於AWS IoT Greengrass API 和使用AWS IoT Greengrass的AWS區
域。

對於大多數 API 和支援的AWS區域 (p. 491)，預設配額為 30。例外狀況備註於下表中。

API 例外狀況

API 預設

CreateDeployment 20

AWS區域例外

AWS 區域 預設

中國 (北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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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區域 預設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10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10

此配額適用於AWS 帳戶. 例如，在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中，每個帳戶的預設配額為 30 TPS。每個 
API (例如 CreateGroupVersion 或 ListFunctionDefinitions) 都有 30 個 TPS 配額。這包括控制平
面和資料平面操作。超出帳戶或 API 配額的請求會進行調節。若要要求增加帳戶和 API 配額 (包括特定 API 
的配額)，請聯絡您的AWS企業 Support 代表。

AWS IoT Greengrass 核心

描述 預設

指定 Cloud 做為來源的路由表項目數量上限。 50 (符合 AWS IoT 訂閱配額)

由 AWS IoT 裝置傳送的訊息大小上限。 128 KB (符合 AWS IoT 訊息大小配額)

Greengrass 核心路由器中的最小訊息佇列大小。 256 KB

主題字串的長度上限。 256 個位元組的 UTF-8 編碼字元。

主題或主題篩選條件的斜線（/）數量上限。 7

執行 Greengrass Core 軟體所需的磁碟空間下限。 128 MB

使用 OTA 更新時 400 MB

執行 Greengrass Core 軟體的 RAM 下限。 128 MB

使用 串流管理員時，198 MB

Greengrass Core 軟體提供的服務可偵測 Greengrass 核心裝置的 IP 地址。它會將此資訊傳送到 AWS IoT 
Greengrass 雲端服務，並讓 AWS IoT 裝置下載連接所需的 Greengrass 核心 IP 地址。

如果符合以下任一情況，請勿使用此功能：

• Greengrass 核心裝置的 IP 地址經常變更。
• Greengrass 核心裝置不一定可供其群組中的 AWS IoT 裝置使用。
• Greengrass 核心有多個 IP 地址，而且 AWS IoT 裝置無法可靠地判斷應使用哪些地址。
• 貴組織的安全性原則不允許您將裝置的 IP 位址傳送至AWS雲端。

AWS IoT Greengrass V2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控制平面操作
下表包含AWS區域特定端點，AWS IoT Greengrass V2支援管理元件、裝置和部署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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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reengrass.us-east-2.amazonaws.com

greengras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reengrass.us-east-1.amazonaws.com

greengras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reengrass.us-west-2.amazonaws.com

greengras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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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greengras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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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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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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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greengrass.ca-central-1.amazonaws.com

greengras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greengrass.cn-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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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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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greengras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greengrass.us-gov-west-1.amazonaws.com

greengrass.us-gov-west-1.amazonaws.com

greengrass-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MQTT 與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greengrass.us-gov-east-1.amazonaws.com

greengrass.us-gov-east-1.amazonaws.com

greengrass-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MQTT 與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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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裝置營運

下表包含用於AWS IoT裝置管理操作 (例如陰影同步) 的AWS區域特定 Amazon 信任服務 (ATS) 端點。這是
一個資料平面 API。

若要尋找您的帳戶專用端點，請使用 aws iot describe- 端點 - 端點類型 iot: Data-ATS 命令。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prefix-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prefix-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prefix-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refix-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refix-ats.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prefix-ats.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refix-at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refix-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prefix-ats.io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MQTT

中國 (北京) cn-north-1 prefix-ats.iot.cn-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MQTT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refix-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refix-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efix-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west-1 prefix-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east-1 prefix-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Note

某些區域 (p. 499)目前支援舊版 Verisign 端點，但我們建議您將 ATS 端點與 ATS 根憑證授權單
位 (CA) 憑證搭配使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日期平面操作

下表包含用於資料平面 API 作業的AWS區域特定 ATS 端點，例如ResolveComponentCandidate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us-east-2 greengrass-ats.io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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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greengrass-at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greengrass-at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greengrass-ats.io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northeast-2 greengrass-ats.io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ap-southeast-1 greengrass-ats.io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greengrass-at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greengrass-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greengrass-at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greengrass.ats.iot.cn-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greengrass-at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greengrass-at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greengrass-ats.io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
國西部)

us-gov-west-1 greengrass-ats.io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
國東部)

us-gov-east-1 greengrass-ats.io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Note

傳統 VeriSign 端點目前支援 一些區域 (p. 499)，但我們建議您使用 ATS 端點和 ATS 根 CA 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支援的傳統端點

我們建議您以 ATS 根 CA 憑證，使用上表的 ATS 終端節點。為了向下相容，AWS IoT Greengrass V2目前
支援下列AWS區域中的舊版 Verisign 端點。這項支援預計在未來結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開發
人員指南中的伺服器驗證。

使用傳統 VeriSign 終端節點時，您必須使用 VeriSign 根 CA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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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Device Operations (Legacy Endpoin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
尼亞北部)

us-east-1 prefix.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us-west-2 prefix.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prefix.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MQTT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prefix.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prefix.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MQTT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refix.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MQTT

若要尋找您的帳戶專用傳統端點，請使用 aws iot describe-endpoint --endpoint-type iot:Data 命令。
Data Plane Operations (Legacy Endpoin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greengrass.io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greengrass.io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southeast-2 greengrass.io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northeast-1 greengrass.io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greengrass.io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greengrass.io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下表說明中的配額AWS IoT Greengrass V2。如需配額以及如何請求提高配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核心裝置的配額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核心裝置物件名稱的最大長度 每秒 124 秒 UTF-8 編碼字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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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的配額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備註

元件數上限 每秒 5,000 秒零件 是  

元件版本數目最大值 每個區域每個元件 5,000 
個版本

是  

元件配方的大小上限 16 KB 否  

元件人工因素的最大總
大小

2 GB 否 此配額適用於元件所有
人工因素的總和。

部署的配額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備註

物件部署的部署文件大
小上限 (不支援大型組態)

7 KB 否 部署文件包含元件組
態、部署設定和承載額
外負荷。

物件群組部署的部署文
件大小上限 (不支援大型
組態)

31 KB 否 部署文件包含元件組
態、部署設定和承載額
外負荷。

支援大型組態的部署文
件大小上限

6 MB 否 部署文件包含元件組
態、部署設定和承載額
外負荷。

API 操作的配額

資源 配額 可調整 備註

請求率 
CreateComponentVersion

每秒每秒 1 秒 1 秒請求 否  

其他 API 作業的要求率 每秒每秒 30 秒每秒 30 
秒請求

否 此配額適用於所有控制
平面作業的 API 要求組
合。

例外狀況

• 中國 (北京) — 每秒 10 
秒每秒 10 秒請求

• AWS GovCloud (美國
西部) — 每個區域每秒 
10 個請求

• AWS GovCloud (美國
東部) — 每個區域每秒 
10 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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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IoT RoboRunne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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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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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目的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目標數量上限。

CreateDestin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Destinatio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CreateSi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Sit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CreateWor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Wor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WorkerFle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WorkerFleet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leteDestin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Destinatio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leteSi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Sit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leteWor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Worker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WorkerFle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WorkerFleet 請求的數
量上限。

GetDestin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秒可進行 GetDestina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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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tSi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秒可進行 GetSit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GetWor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秒可進行 GetWorker 請求
的數量上限。

GetWorkerFle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秒可進行 GetWorkerFle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Destinat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Destination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Sit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Site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WorkerFleet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WorkerFleet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Worker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Worker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Destin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Destinatio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UpdateSit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Sit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Wor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Wor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WorkerFle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WorkerFleet 請求的
數量上限。

網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網站的數量上限。

工作者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工作者環境最大數量。

工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工作者環境中可進行工作數
目最大值。

AWS IoT SiteWis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版本 1.0
50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roborunner/quotas/L-56B5599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roborunner/quotas/L-B577948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iotroborunner/quotas/L-9529A31E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IoT SiteWise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otsitewise.us-east-2.amazonaws.com

iotsitewis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otsitewise.us-east-1.amazonaws.com

iotsitewis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otsitewise.us-west-2.amazonaws.com

iotsitewis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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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otsitewis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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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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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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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otsitewise.ca-central-1.amazonaws.com

iotsitewise-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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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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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sitewise.us-gov-west-1.amazonaws.com

iotsitewis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SiteWise使用指南中的AWS IoT SiteWise端點。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資產模型階層樹狀結構的深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資產模型階層樹狀結構深度
上限。

每個閘道器的 OPC UA 訊號源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閘道的 OPC-UA 來源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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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AWS 帳戶每個區域的資產模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的最
大資產模型數量。

每個階層樹狀結構的資產模型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階層樹狀結構的資產模
型數目上限。

每個資產模型的資產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資產模型的最大資產數
量。

每個父項資產的子項資產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父資產的最大子資產數
量。

每個專案的儀表板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專案的儀表板數目上
限。

每個資產屬性每個資料品質每秒的資料點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資產屬性的每個資料品
質具有相同時間戳記的資料
點數上限 (以秒為單位)。對
於每個資產屬性，您最多可
以儲存此數目的高品質、不
確定品質和品質不佳的資料
點。

在過去和今天的開始日期之間的天數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8

是 開始日期與今天之間
的最大天數。當您為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要求指定過去的開始日
期時，此配額會套用至 S 
startTimeIn econds 參數。

每個屬性公式表達式的函數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單個屬性公式表示式中可以
使用的函數目上限。

每個 AWS 帳戶每個區域的閘道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的閘
道數目上限。

每個資產模型的階層定義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資產模型的階層定義數
目上限。

每個儀表板視覺效果的指標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儀表板視覺效果的指標
數目上限。

每個子資產模型的父資產模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子資產模型的父資產模
型數目上限。

每個 AWS 帳戶每個區域的入口網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的入
口網站數目上限。

每個入口網站的專案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入口網站的專案數目上
限。

每個資產模型的屬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資產模型的性質數目上
限。

依賴於單個屬性的屬性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直接或間接依賴單一屬性的
最大屬性數，如所有公式運
算式中所定義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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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直接依賴於單個屬性的屬性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直接依賴單一性質的最大性
質數目，如所有公式運算式
中所定義的。

每個屬性公式表達式的屬性變數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在一個屬性公式運算式中
使用的屬性變數上限。

每個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請求的結果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分頁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請求數目上限傳回的結果數
目上限。

每個專案的根資產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專案相關聯的根資產數
目上限。

每個儀表板的視覺效果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儀表板的視覺數目上
限。

每 BatchPutAssetPropertyValue 項資產所攝
取的項目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每秒
每個資產資產所擷取的最大 
BatchPutAssetPropertyValue 
項目數。

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請求率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進入查
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請求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項目總數上限。

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Value 請
求率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 進入
查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Value 
請求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 
項目總數上限。

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請求率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進入查
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每個資產屬性的 
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請求和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項目總數上限。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要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秒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每秒 
GetInterpolatedAssetPropertyValues 
請求數目上限。

資料點擷取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每秒
擷取的 timestamp-quality-
value (TQV) 資料點數目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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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請求率 AssociateAs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AssociateAssets。

請求率 
AssociateTimeSeriesToAssetPropert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AssociateTimeSeriesToAssetProperty。

請求率 Batch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Batch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請求率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

請求率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Batch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請求率 BatchPutAssetPropertyValu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BatchPutAssetPropertyValue。

請求率 CreateAs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CreateAsset。

請求率 CreateAssetMode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CreateAssetModel。

請求率 DeleteAs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DeleteAsset。

請求率 DeleteAssetMode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DeleteAssetModel。

請求率 DeleteTimeSer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AWS帳戶每個區域每
秒每個區域的請求數目上限 
DeleteTimeSeries。

請求率 DescribeAs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Asset。

請求率 DescribeAssetMode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AssetModel。

請求率 DescribeAssetPropert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Asse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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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請求率 
DescribeDefaultEncryptionConfigura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DefaultEncryptionConfiguration。

請求率 DescribeLoggingOption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LoggingOptions。

請求率 DescribeStorageConfigura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StorageConfiguration。

請求率 DescribeTimeSer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escribeTimeSeries。

請求率 DisassociateAs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isassociateAssets。

請求率 
DisassociateTimeSeriesFromAssetPropert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DisassociateTimeSeriesFromAssetProperty。

請求率 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GetAssetPropertyAggregates。

請求率 GetAssetPropertyValu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GetAssetPropertyValue。

請求率 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GetAssetPropertyValueHistory。

請求率 ListAssetModel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ListAssetModels。

請求率 ListAssetRelationship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ListAssetRelationships。

請求率 ListAs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戶每秒
請求數目上限 ListAssets。

請求率 ListAssociatedAs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ListAssociatedAssets。

請求率 ListTagsFor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ListTagsFor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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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請求率 ListTimeSer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ListTimeSeries。

請求率 PutDefaultEncryptionConfigura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PutDefaultEncryptionConfiguration。

請求率 PutLoggingOption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PutLoggingOptions。

請求率 PutStorageConfigura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PutStorageConfiguration。

請求率 Tag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TagResource。

請求率 Untag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UntagResource。

請求率 UpdateAs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UpdateAsset。

請求率 UpdateAssetMode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UpdateAssetModel。

請求率 UpdateAssetProperty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區域每個AWS帳
戶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UpdateAssetProperty。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oT SiteWise使用者指南中的AWS IoT SiteWise配額。

AWS IoT TwinMak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最大值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ottwin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iottwinmak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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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ottwin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iottwinmak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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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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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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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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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ottwinmak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iottwinmaker-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父實體的子系實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實體階層樹狀結構中一個實
體的直接子系數目上限。

各工作區的元件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每個工作區唯一元件類型的
最大數目。

每個實體的元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可以在一個圖元上定義的元
件數目上限。

元件類型階層的深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元件類型階層樹狀結構的最
大深度。

實體階層的深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實體階層樹狀結構的最大深
度。

每個工作區實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工作區允許的實體最大
上限上限。

每個子元件類型的父元件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一個元件類型可以具有的多
重繼承父元件類型或「延伸
來源」關係的最大數目。

每個元件類型或元件的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可在元件類型上定義或新增
至任何指定元件例證的性質
數目上限。

每個工作區的場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工作區內的場景最大值上
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可以放置在具有 ARN 的任
何資源上的標籤數量上限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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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如工作區、實體、元件類型
等)。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工作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工
作空間最大上限上限。

AWS IoT TwinMakerAPI 節流限制
本主題說明每個AWS帳戶的AWS IoT TwinMaker API 動作最大交易數 (TPS)。

• 模型和場景 API 操作的請求率限制：每個AWS帳戶 10 TPS。
• 資料讀取和寫入 API 作業的要求率限制：每個AWS帳戶 100 TPS。

Note

TPS 限制適用於所有區域，且不可調整。

Amazon 互動式影片服務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AW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IVS 使用 API 來設定和設定 IVS 串流應用程式和階段。Amazon IVS Chat 使用主要的聊天 API 來設
定和管理聊天室，而聊天簡訊 API 則用於傳送和接收聊天訊息。

IVS 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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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v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ap-南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ivs.ap.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iv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iv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iv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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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S 階段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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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v.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南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iv.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iv.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iv.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iv.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IVS 聊天功能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普查特 .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普查特 .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普查特 .ap-南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普查特 .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普查特 .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普查特 .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普查特 .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IVS 聊天功能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邊緣 .ivast-1.amazonaws.com WS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邊緣 .ivast-2.amazonaws.com WS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南st-1.amazonaws.com WS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邊緣 .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WS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邊緣 .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WS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eu-central-1.amazonaws.com WS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eu-west-1.amazonaws.com 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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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IVS 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 vice Quotas。

如果存在差異，請將「使用者指南」視為明確性。

IVS 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頻道 5,000 是 每個 AWS 區域的頻道數目上限。

並行串流 100 是 每個 AWS 區域可同時串流的頻道數目上限。如果超
過此閾值，串流就會遭到拒絕。

並行檢視 15,000 是 允許在的所有頻道中同時播放即時頻道的檢視次數
的上限AWS 區域。(view 是獨特的檢視工作階段，
它正在主動下載或播放影片。)

擷取位元速率 (通道類
型BASIC)

1.5 Mbps 
或 3.5 
Mbps

否 可以串流至頻道 (其 type 為 BASIC) 的每秒位元數
上限。

• 如果輸入影片的品質為 480p 或更低，則預設配額
為 1.5 Mbps。

• 如果輸入影片的品質高於 480p 但低於 1080p，則
預設配額為 3.5 Mbps。

警告：如果超過此閾值，串流可能會立即中斷連
線。請參閱 Amazon IVS API 參考，了解有關頻道
type 的詳細資訊。

擷取位元速率 (通道類
型STANDARD)

8.5 Mbps 否 可以串流至頻道的每秒位元數上限，頻道的 type
為 STANDARD (預設)。警告：如果超過此閾值，串
流可能會立即中斷連線。請參閱 Amazon IVS API 
參考，了解有關頻道 type 的詳細資訊。

擷取解析度 1080p 
(總像素 
2.1 萬像
素，1920 
像素/邊緣)

否 無論頻道的 type 如何，可串流至頻道的最大解析
度 (以像素為單位)。有兩個相關的閾值：總像素和
每個邊緣的像素。警告：如果超過這些閾值，串流
可能會立即中斷連線。請參閱 Amazon IVS API 參
考，了解有關頻道 type 的詳細資訊。

中繼資料承載 1 KB 否 PutMetadata 請求承載的最大容量 (Amazon IVS 
API)。

參與者發佈或訂閱期間 24 否 參與者可以發佈或維持訂閱階段的時間上限 (以小時
為單位)。

播放授權金鑰對 3 否 每個 AWS 區域 的播放授權金鑰對數目上限。

播放字符大小 2 KB 否 用於啟動播放的整個 JSON Web Token (JWT) 大小
上限。

PutMetadata 每個頻道速
率

5 否 每個通道每秒的PutMetadata交易數上限。

錄製組態 20 是 每個 AWS 區域 的錄製組態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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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ndra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舞台參加者 12 否 一次可以連接到階段的最大參與者人數。

階段 100 是 每個階段的最大數目AWS 區域。

串流金鑰 1 否 每個頻道的串流金鑰數目上限。

IVS 聊天功能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並行聊天連線 50,000 是 一個 AWS 區域 中所有聊天室每個帳戶的並行聊天
連線數目上限。

記錄組態 10 是 目前 AWS 區域 中每個帳戶可建立的記錄組態的數
目上限。

訊息審查處理常式逾時
時間

200 否 目前 AWS 區域 中所有訊息審查處理常式的逾時時
間 (以毫秒為單位)。如果超過此值，則根據您為訊
息審查處理常式設定的 fallbackResult 欄位的
值允許或拒絕訊息。

您所有聊天室的 
DeleteMessage 請求速
率

100 是 您的所有聊天室每秒可以發出的DeleteMessage請
求次數的上限。請求可以來自 Amazon IVS 聊天功
能訊息 API 或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或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WebSocket)。

您所有聊天室的 
DisconnectUser 請求速
率

100 是 您的所有聊天室每秒可以發出
的DisconnectUser請求次數的上限。請求可以來
自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或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或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WebSocket)。

每個連線的訊息請求速
率

10 否 聊天連線每秒可以發出的訊息請求次數上限。

您所有聊天室的 
SendMessage 請求速率

1,000 是 您的所有聊天室每秒可以發出的SendMessage請求
次數的上限。這些請求來自 Amazon IVS 聊天功能
訊息 API (WebSocket)。

每個聊天室的 
SendMessage 請求速率

100 否 您的任何一個聊天室每秒可以發出
的SendMessage請求次數的上限。
這可透過「建立空間」和「更新
房間maximumMessageRatePerSecond」欄位進
行設定。這些請求來自 Amazon IVS 聊天功能訊息 
API (WebSocket)。

聊天室 50,000 是 每個 AWS 區域 中每個帳戶的聊天室數量上限。

Amazon Kendra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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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Amazon Kendr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endra.us-east-2.amazonaws.com

kendra-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endra.us-east-1.amazonaws.com

kendra-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endra.us-west-2.amazonaws.com

kendra-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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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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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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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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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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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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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kendra.us-gov-west-1.amazonaws.com

kendra-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endra-ranking.us-east-2.api.aw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endra-ranking.us-ea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endra-ranking.us-we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kendra-ranking.ap-south-1.api.aw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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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ndr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kendra-ranking.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kendra-ranking.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kendra-ranking.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kendra-ranking.ca-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kendra-ranking.eu-west-1.api.aws HTTPS

Service Quotas

Amazon Kendra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查詢文字中的字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查詢文字元的字元數量上
限。

資料來源 (開發人員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開發人員版本索引的資
料來源數目上限。

資料來源 (企業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企業版本索引的資料來
源數目上限。

開發者版本索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可建立的開發人員
版本索引數量上限。

企業版索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可建立的企業版索
引數量上限。

擷取文字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MB

是 從可擷取的檔案中擷取的
最大文字大小 (以 MB 為單
位)。

常見問答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索引可建立的常見問題
集數目上限。

每個精選結果集的精選文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每個精選結果集的精選文件
數目上限。

每個索引的精選結果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索引的精選結果集數目
上限。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是 可擷取的最大檔案大小 (以 
MB 為單位)。

擷取屬性字串清單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擷取屬性的字串清單大
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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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ndra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查詢建議封鎖清單中的項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是 查詢建議攔截清單中的最大
項目數量上限。

查詢屬性使用者群組清單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查詢屬性的使用者群組
清單大小上限。

查詢容量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索引的查詢容量上限。

查詢建議封鎖清單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MB

是 查詢建議封鎖清單檔案大小
上限 (MB)。

查詢建議封鎖清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索引的查詢建議封鎖清
單數目上限。

API 中傳回的查詢建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GetQuerySuggestions API 
呼叫中傳回的查詢建議數目
上限。

拼字校正查詢建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查詢 API 呼叫中傳回的拼
字更正查詢建議數目上限。

儲存容量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索引的儲存容量上限。

每個索引典的同義字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索引典的同義字規則的
最大數量。

每個詞的同義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索引中所有同義詞中每個字
詞的同義字數上限。

西索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索引的同義詞庫存在的
數量上限。

索引典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MB

是 索引典檔案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重新分數請求的每個群組文件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每個重新分數請求每個群組
的文件數目上限。

每個執行計畫重新評分容量單位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執行計畫重新評分容量
單位的最大數目。

每個文件內文的最大標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單個文檔主體中令牌的最大
數量。

每個文件標題的最大記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單個文檔標題中令牌的最大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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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yspace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重新分數請求的唯一文件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重新評分請求的唯一文
件 (或唯一群組) 的最大數
目。

重新評分每個帳戶的容量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的重新評分執行計
畫數目上限。

Amazon Keyspaces (適用於 Apache Cassandra) 端點
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cassandra.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TL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assandra.us-east-1.amazonaws.com

cassandra-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TL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cassandra.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cassandra.us-west-2.amazonaws.com

cassandra-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TLS

TL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cassandra.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cassandra.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TL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cassandr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TL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assandr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cassandr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TL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cassandr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assandra.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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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yspace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cassandra.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TL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cassandra.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歐洲 (倫敦) eu-west-2 cassandr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TLS

歐洲 (巴黎) eu-west-3 cassandra.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TL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cassandra.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TL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cassandra.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TL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cassandra.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cassandra.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cassandra.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TLS

對於下列AWS區域，FIPS 端點可用。

區域名稱 區域 FIPS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卡桑德拉-fips.us-east-1.amazonaws.com TL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卡桑德拉-fipus-west-2.amazonaws.com TL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帳戶層級讀取輸送量配額 (佈建模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
80,000

是 每個區域的帳戶所配置的
彙總讀取容量單位 (RCU) 
的最大數量；僅適用於
佈建讀/寫容量模式下的
資料表。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帳戶層級寫入輸送量配額 (佈建模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
80,000

是 每個區域的帳戶所配置的
彙總寫容量單位 (WCU) 
的最大數量；僅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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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Keyspace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佈建讀/寫容量模式下的
資料表。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同時 DDL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區域允許並行 DDL 作業
的數量上限。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每個區域的 Keyspac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是 每個區域可以創建的密鑰空
間的最大數量。

最大綱要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58,400

否 資料表結構定義的大小
上限。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使用 Point-in-time 復原 (PITR) 還原的最大
資料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可在 24 小時內使用 PITR 還
原的資料大小上限。

最大叢集金鑰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850 位元組

否 所有叢集資料行的合併大小
上限。中繼資料的每個叢
集資料行的原始大小最多
可新增 4 個位元組的額外
儲存空間。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使用 Point-in-time 復原 (PITR) 的最大並行
表格還原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每位訂閱者使用 PITR 的並
行資料表還原數目上限為 4

分割割區索引鍵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複合分割區索引鍵的大
小上限。最多 3 個位元
組的額外儲存空間會新
增至中繼資料分割索引鍵
所包含的每個資料欄的原
始大小。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最大列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一行的最大大小，不
包括靜態列數據。有關
詳情，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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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邏輯分區的最大靜態數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邏輯磁碟分割中靜態資
料的最大彙總大小。有
關詳情，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資料表層級讀取輸送量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個

是 可配置給區域中表格的最
大讀取輸送量 (RCU 和 
RRU 每秒)。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資料表格料表格料表格組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0 個

是 每個區域可配置給資料表的
最大寫入輸送量 (每秒 WCU 
和 WRU)。如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keyspaces/latest/devguide/
quotas.html。

每個區域資料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是 跨所有密鑰空間，每個區域
可以創建的表的最大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Keyspaces (適用於 Apache Ceyspaces)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Keyspaces (適用於 Apache Ceyspaces)。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ms.us-east-2.amazonaws.com

km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ms.us-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kms.us-west-1.amazonaws.com

km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ms.us-west-2.amazonaws.com

km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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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kms.af-south-1.amazonaws.com

kms-fi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kms.ap-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kms.ap-south-2.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km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km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kms.ap-south-1.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km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kms-fip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m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kms-fi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km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km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kms-fi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km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kms.ca-central-1.amazonaws.com

km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kms.eu-central-1.amazonaws.com

kms-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kms.eu-west-1.amazonaws.com

kms-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kms.eu-west-2.amazonaws.com

kms-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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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米蘭) eu-south-1 kms.eu-south-1.amazonaws.com

kms-fi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ms.eu-west-3.amazonaws.com

kms-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kms.eu-south-2.amazonaws.com

kms-fip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kms.eu-north-1.amazonaws.com

kms-fip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kms.eu-central-2.amazonaws.com

kms-fip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kms.me-south-1.amazonaws.com

kms-fi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kms.me-central-1.amazonaws.com

kms-fip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kms.sa-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kms.us-gov-east-1.amazonaws.com

km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kms.us-gov-west-1.amazonaws.com

km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CMK 的別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此帳戶每個AWS區域允許
的每個 CMK 允許的客AWS
戶建立別名數目上限。在
您帳戶中使用 aws/ 前置詞
AWS建立的別名不會計入
此配額。別名是客戶主金鑰 
(CMK) 的易記名稱。每個別
名都與一個 CMK 相關聯，
但 CMK 可以有多個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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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ancelKeyDeletion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CancelKeyDeletion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ConnectCustomKeyStore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ConnectCustomKeyStore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CreateAlias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CreateAlias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CreateCustomKeyStore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CreateCustomKeyStore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CreateGrant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的 CreateGrant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CreateKey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Create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密碼編譯作業 (ECC)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00

是 每秒使用 ECC CMK 簽署和
驗證請求數目上限。當您達
到此配額時，KMS 會在剩餘
時間內拒絕此類型的要求。

密碼編譯作業 (RSA) 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每秒 RSA CMK 的密碼編譯
作業要求上限。此共用配額
適用於使用 RSA CMK 的加
密 ReEncrypt、解密、簽署
和驗證要求。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
拒絕此類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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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密碼編譯操作 (對稱) 請求 us-east-1：每秒 5 萬
個

us-east-2：每秒 1 萬
個

us-west-2：每秒 5 
萬個

ap-norst-1：每秒 1 
萬個

ap-soust-1：每秒 1 
萬個

ap-soust-2：每秒 1 
萬個

eu-中心的：每秒 1 
萬個

eu-west-1：每秒 5 
萬個

eu-west-2：每秒 1 
萬個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每秒 5,500

是 每秒對稱 CMK 的密碼
編譯作業要求上限。此
共用配額適用於解密、
加密 GenerateDataKey 
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GenerateMac、、 
GenerateRandom、 
ReEncrypt、和 VerifyMac 
請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自訂金鑰存放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此帳戶每個AWS區域允許的
自訂金鑰存放區數AWS目上
限。此配額適用於自訂金鑰
存放區的總數，包括AWS
金鑰存放區和外部金鑰存放
區，無論其連接狀態為何。

客戶主金鑰 (CMK)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萬

是 此AWS帳戶每個AWS區域允
許的客戶管理 CMK 數目上
限。此配額不適用於AWS管
理的 CMK。

DeleteAlia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5

是 每秒的 DeleteAlias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DeleteCustomKeyStore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eleteCustomKeyStore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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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描述

DeleteImportedKeyMaterial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eleteImportedKeyMaterial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DescribeCustomKeyStores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escribeCustomKeyStores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DescribeKey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0

是 每秒的 Describe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DisableKey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isable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DisableKeyRotation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isableKeyRotation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DisconnectCustomKeyStore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DisconnectCustomKeyStore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EnableKey 請求率 每秒 5 是 每秒的 Enable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EnableKeyRotation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5

是 每秒的 EnableKeyRotation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5

是 產生 ECC_NIST_P256 
資料金鑰配對的每秒要
求上限。此共用配額適
用於 ECC_NIST_P256 
資料金鑰配對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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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產生 ECC_NIST_P384 
資料金鑰配對的每秒要
求上限。此共用配額適
用於 ECC_NIST_P384 
資料金鑰配對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產生 ECC_NIST_P521 
資料金鑰配對的每秒要
求上限。此共用配額適
用於 ECC_NIST_P521 
資料金鑰配對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GenerateDataKeyPair (歐盟)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5

是 產生 ECC_SECG_P256K1 
資料金鑰配對的每秒要
求上限。此共用配額適用
於 ECC_SECG_P256K1 
資料金鑰配對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產生 RSA_2048 資料金
鑰配對的每秒要求數上
限。此共用配額適用於 
RSA_2048 資料金鑰配對
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在剩餘時間內拒
絕此類型的要求。

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5

是 產生 RSA_3072 資料金
鑰配對的每秒要求數上
限。此共用配額適用於 
RSA_3072 資料金鑰配對
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根據預設，KMS 允許
每 2 秒間隔一個請求。當您
達到此配額時，KMS 會在
剩餘時間內拒絕此類型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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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KM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nerateDataKeyPair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1

是 產生 RSA_4096 資料金
鑰配對的每秒要求數上
限。此共用配額適用於 
RSA_4096 資料金鑰配對
的 GenerateDataKeyPair 和 
GenerateDataKeyPairWithoutPlaintext 
要求。根據預設，KMS 允許
每 10 秒間隔一個請求。當
您達到此配額時，KMS 會在
剩餘時間內拒絕此類型的要
求。

GetKeyPolicy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是 每秒的 GetKeyPolic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GetKeyRotationStatus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是 每秒的 
GetKeyRotationStatus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GetParametersForImport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25

是 每秒的 
GetParametersForImport 
請求數上限。KMS 允
許每 4 秒間隔一個 
GetParametersForImport 請
求。它會拒絕間隔期間對此
作業的任何其他要求。

GetPublicKey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0

是 每秒的 GetPublic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每個 CMK 的授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

是 允許每個客戶管理 CMK 
的最大贈款數量。此配額
包括由AWS服務建立的授
權，但不適用於AWS受管理 
CMK。

ImportKeyMaterial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ImportKeyMaterial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金鑰政策文件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32,768 個位元組

否 每個金鑰政策文件中的位元
組上限。如果金鑰原則文件
超過此長度，則使用金鑰原
則文件設定或變更金鑰原則
的作業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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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Aliase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每秒的 ListAliases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ListGrant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每秒的 ListGrants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ListKeyPolicie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每秒的 ListKeyPolicies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ListKey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每秒的 ListKeys 請求數
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ListResourceTag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0

是 每秒的 ListResourceTags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ListRetirableGrant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是 每秒的 ListRetirableGrants 
請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
額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
要求，其餘時間間隔。

PutKeyPolicy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5

是 每秒的 PutKeyPolic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ReplicateKey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ReplicateKey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RetireGrant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0

是 每秒的 RetireGrant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RevokeGrant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0

是 每秒的 RevokeGrant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ScheduleKeyDeletion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5

是 每秒的 
ScheduleKeyDeletion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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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agResource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的 TagResource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UntagResource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UntagResource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UpdateAlias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UpdateAlias 請求
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UpdateCustomKeyStore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UpdateCustomKeyStore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UpdateKeyDescription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UpdateKeyDescription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UpdatePrimaryRegion 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是 每秒的 
UpdatePrimaryRegion 請
求數上限。當您達到此配額
時，KMS 會拒絕此作業的要
求，其餘時間間隔。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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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inesisanalytic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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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kinesisanalytic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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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kinesisanalytic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kinesisanalytic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kinesisanalytic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kinesisanalytic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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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kinesisanalytic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inesisanalytic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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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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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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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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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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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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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kinesisanalytic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kinesisanalytic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inesisanalytic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kinesisanalytic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kinesisanalytic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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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sis Data Firehos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kinesisanalytic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kinesisanalytic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kinesisanalytic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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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kinesisanalytic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kinesisanalytic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阿帕奇 Flink Kinesis 處理單元 (KPU)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是 您的 Apache Flink 應用程式
可以使用的 Kinesis 處理單
元 (KPU) 數目上限。

應用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的應用程式數目最
大值。

SQL 應用程式輸入串流中的輸入平行處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否 SQL 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內
輸入串流數目最大值。

SQL Kinesis 處理單元 (KPU)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是 您的 SQL 應用程式可以使用
的 Kinesis 處理單元 (KPU) 
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適用於 Apache Flink 開發人員指南的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中的配額。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上限上限。AW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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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firehose.us-east-2.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firehose.us-east-1.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firehose.us-west-1.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firehose.us-west-2.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firehos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firehos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firehose.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firehos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firehose.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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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firehos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firehos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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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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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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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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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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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
53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Kinesis Data Firehos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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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firehos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firehos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firehos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firehose.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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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firehose.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firehos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firehose.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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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firehose.us-gov-east-1.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firehose.us-gov-west-1.amazonaws.com

firehos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交付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的交付串流數量
上限上限。

動態分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目前區域中的交付串流的數
量上限上限。

Create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CreateDeliveryStream

Delete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DeleteDeliveryStream

版本 1.0
53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firehose/quotas/L-14BB0BE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Kinesis Data Firehos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scribe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DescribeDeliveryStream

List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數上
限上限。 ListDeliveryStream

ListTagsFor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ListTagsForDeliveryStream

看跌要求的比率 us-1：2

us-2

eu-west-1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

否 目前區域中的 PutRecord 交 
PutRecordBatch 付串流的數
量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StartDeliveryStreamEncryp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StartDeliveryStreamEncryption

StopDeliveryStreamEncryp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StopDeliveryStreamEncryption

Tag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TagDeliveryStream

UntagDeliveryStrea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
進行數上限上限。 
UntagDeliveryStream

UpdateDestin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數上
限上限。 UpdateDestination

資料速率 us-1：5

us-2：5

eu-west-1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

否 目前區域中傳送串流的最大
容量 (以每秒 (1024 位元組) 
為單位。

記錄取率 us-1：50 萬

us-2：50 萬

eu-west-1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100,000

否 目前區域中交付串流的最大
容量 (以每秒記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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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配額。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inesis.us-east-2.amazonaws.com

kinesi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inesis.us-east-1.amazonaws.com

kinesi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kinesis.us-west-1.amazonaws.com

kinesi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inesis.us-west-2.amazonaws.com

kinesi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kinesi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kinesi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kinesi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kinesi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kinesi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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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kinesi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inesi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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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kinesi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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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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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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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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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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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kinesi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kinesi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inesi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kinesi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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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kinesi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kinesi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kinesi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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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kinesi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kinesi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碎片 us-east-1

us-west-2

eu-west-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目
前區域中的此帳戶的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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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200 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開發人指南》中的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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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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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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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kinesisvideo.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kinesisvideo.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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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inesisvideo.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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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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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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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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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kinesisvideo.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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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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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kinesisvideo.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inesisvideo.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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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onnectAsMaster 離開訊息寬限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秒 60 秒

否 接收 GO_AWAY 訊息之後的
寬限期最長持續時間，之後
在目前區域中的此帳戶中終
止主要連線。

ConnectAsMaster 連線持續時 每每秒支援的區域：
3,600 秒 3,6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訊
息最大數量。

ConnectAsMaster 每個信令通道的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訊
息最大數量。

ConnectAsMaster 閒置連線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秒 6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
區域中，在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的連線逾時

ConnectAsViewer 離開訊息寬限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秒 60 秒

否 接收 GO_AWAY 訊息之後的
寬限期上限持續時間，之後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的
檢視器連線就會終止。

ConnectAsViewer 連線持續時 每每秒支援的區域：
3,600 秒 3,6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訊
息最大數量。

ConnectAsViewer 每個信令通道的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訊
息最大數量。

ConnectAsViewer 閒置連線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 秒 6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
區域中，在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的連線逾時

GetClip 檔案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 MB

否 此AWS帳戶和區域中 
GetClip API 擷取的視訊檔案
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GetClip 片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此AWS帳戶和區域中 
GetClip API 擷取的視訊檔案
中可包含的片段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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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獲取破折號ManifestPlaylist 片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
秒 GetDashManifestPlaylist 
請求的片段最大數量。

盖瑟尔MediaPlaylist 碎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
秒 GetLMediaPlaylist 請求的
片段最大數量。

GetMedia 頻寬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 MB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數
量上限。 GetMedia

GetMedia 每個串流的並行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中 GetMedia 每
個資料流可進行的最大數
量。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頻寬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00 MB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
帳戶的數量上限。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每個串流的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
區域中，此帳戶中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每個資料流可進行的最大數
量。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片段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的片段最大數量。 
GetMediaForFragmentList

信息通道的數目 us-east-1

us-west-2：1 萬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5,00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訊息上限。

影片串流數 us-east-1

us-west-2：1 萬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5,00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Video Streams 的最大數
量。

PutMedia 頻寬 每支援的區域：每秒 
100 MB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數
量上限。 PutMedia

PutMedia 每個串流的並行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中 PutMedia 每
個資料流可進行的最大數
量。

PutMedia 片段持續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秒 10 秒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PutMedia 請求的片段最大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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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PutMedia 片段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PutMedia 請求的片段上限。

PutMedia 片段持續時間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秒 1 秒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PutMedia 要求的最短片段持
續時間 (以秒為單位)。

PutMedia 軌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在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之最大數量。 PutMedia

每個信令通道的 ConnectAsMaster API 請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ConnectAsMaster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信令通道的 ConnectAsViewer API 請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3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ConnectAsViewer Bet請求
的數量上限。

Ids Creat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CreateSignalingChann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Ids Create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CreateStream 
請求的數量上限。

Ids Delet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DeleteSignalingChann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信令通道的 Delet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leteSignalingChann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Ids Delete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DeleteStream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DeleteStream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 
DeleteStream ，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資
料上限。

Ids Describ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的
速率

每秒 300 個支援的區
域：每秒 30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ignalingChannel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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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信令通道的 Describ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ignalingChannel 
請求的數量上限。

Ids Describe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秒 300 個支援的區
域：每秒 30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tream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個串流的 DescribeStream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 
DescribeStream ，此帳戶可
進行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資料上限。

每個工作階段的 GetDashManifestPlaylist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DashManifestPlaylis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GetDashStreamingSession 搜
尋要求的速率

每秒 2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2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DashStreamingSession 
URL 請求的數量上限。

Ids GetDataEndpoin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秒 300 個支援的區
域：每秒 30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GetDataEndpoint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GetDataEndpoint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 
GetDataEndpoint ，此帳戶
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
行資料上限。

每個工作階段的 GetHlsMasterPlaylist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
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DetDetDetDeckLMasterPlaylist

每個工作階段的 GetHlsMediaPlaylist API 要
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
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DetDetDetDeckLMediaPlaylist

每個流的 GETHLSStreamingSession 
URLAPI 請求的速率

每秒 2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2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StreamingSession
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每秒可進行 
GetGetDeckDeckLyGetGet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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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Kinesis Video Stream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信令通道的 GetIceServerConfig API 請
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GetServerConfig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工作階段的 GetMP4InitFragment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每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MP4InitFragment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工作階段的 GetMP4MediaFragment 
API 要求速率

每秒 20 個支援的區
域：秒 2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每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GetMP4MediaFragment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GetMedia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 GetMedia ，在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串
流可進行數量上限。

Ids GetSignalingChannelEndpoint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秒 300 個支援的區
域：每秒 30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GetSignalingChannel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信令通道的 
GetSignalingChannelEndpoint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GetSignalingChannel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工作階段的擷取速率分割 API 要求 每秒 20 個支援的區
域：秒 20 個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個帳戶中每
秒可進行 GetTSFragment 
FectFragtFragt

Ids ListSignalingChannel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ListSignalingChannel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Ids ListStream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ListStreams 
請求的數量上限。

Ids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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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Kinesis Video Stream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源的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請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中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Ids ListTagsFor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Stream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ListTagsForStream API 要求速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 
ListTagsForStream ，在目
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串流
可進行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PutMedia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 PutMedia ，在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串
流可進行數量上限。

每個信令通道的 SendAlexaOfferToMaster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SendAlexaOfferToMaster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網路通訊端連線的傳送速率 API 要求 每秒 20 個支援的區
域：秒 20 個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每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SendICECandidat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個網路通訊端連線的傳送速率偵測 API 要
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每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SendDDPanchDPantDPanGetDPansDPanGetDPan

每個網路通訊端連線的傳送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否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
域中，在目前區域中，
每個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SendDDGetDPoff請求的數
量上限。

Ids 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源的 TagResource API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秒
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Ids Tag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TagStream 請
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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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Kinesis Video Stream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串流的 TagStream API 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目前區域中 TagStream ，在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串
流可進行數量上限。

Ids Un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Un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個資源的 UntagResource API 請求率 每秒 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秒
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Ids Untag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每秒可進行 UntagStream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UntagStream API 要求速率 每秒 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 UntagStream ，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
串流可進行數量上限。

Ids UpdateDataReten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UpdateDataRetentio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 UpdateDataRetention API 要求
速率

每秒 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 
UpdateDataRetention ，在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串
流可進行數量上限。

Ids Updat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UpdateSignalingChann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信令通道的 UpdateSignalingChannel 
API 請求率

每秒 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在目前區域中，在目
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UpdateSignalingChann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Ids UpdateStream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可進行每秒可進行 
UpdateStream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個串流的 UpdateStream API 要求速率 每秒 5 個支援的區
域：秒 5 個

是 目前區域中 
UpdateStream ，在目前區
域中，此帳戶中每串流可進
行數量上限。

每個串流的封存片段媒體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秒
可進行媒體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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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ake Formation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串流的封存片段中繼資料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萬個

是 目前區域中，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中每秒可進行 
Met數量上限。

SendICECandidate 訊息承載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KB

否 傳送更新訊息承載的大小上
限 (以 KB 為單位)。

SetIds 訊息承載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KB

否 傳送指令偵測器訊息承載的
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SendSDPOffer 訊息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KB

否 傳送 DSDPoffer 訊息承載的
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Tweds 每個支援的區域：秒 
5 MB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個 
TURN 工作階段支援的最大
頻寬 (以每秒百萬位元為單
位)。

TURN 會話並發分配每個信令通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訊
息最大數量。

轉換工作階段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秒 300 秒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TURN 工作階段認證的最大
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Kinesis 影片串流配額。

AWS Lake Formation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akeformation.us-east-2.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akeformation.us-east-1.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akeformation.us-west-1.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akeformation.us-west-2.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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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ake Formati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akeformation.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akeformation.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lakeformation.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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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akeformation.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akeformati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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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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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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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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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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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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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倫敦) eu-west-2 lakeformatio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akeformation.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lakeformation.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lakeformation.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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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lakeformation.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akeformation.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lakeformation.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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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ambd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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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lakeformation.us-gov-east-1.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lakeformation.us-gov-west-1.amazonaws.com

lakeformation-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可註冊的路徑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00

是 每個目錄可以註冊的路徑長
度上限。

資料湖管理員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每個目錄的資料湖管理員數
目上限。

每個帳號的 lf 標籤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帳戶的 lF 標籤數量上限

每個資源類型每個主參與者的 lf 標籤原則數
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資源類型每個主參與者
的最大 lf 標籤原則數目

註冊路徑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目錄的註冊路徑數量上
限。

Amazon S3 路徑中的子資料夾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目錄 Amazon S3 路徑
中的子資料夾數目上限。

每個 lf 標籤的標籤值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 lf 標籤的標籤值的最大
數目。

AWS Lambda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額額額 (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ambda.us-east-2.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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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lambda.us-east-2.api.aw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ambda.us-east-1.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east-1.amazonaws.com

lambda.us-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ambda.us-west-1.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west-1.amazonaws.com

lambda.us-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ambda.us-west-2.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west-2.amazonaws.com

lambda.us-we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ambda.af-south-1.amazonaws.com

lambda.af-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ambda.ap-east-1.amazonaws.com

lambda.ap-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lambda.ap-south-2.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lambd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lambda.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east-4.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lambda.ap-south-1.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ambd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lambda.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ambd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lambda.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lambd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lambd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lambda.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版本 1.0
549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ambda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ambd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lambda.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lambda.ca-central-1.amazonaws.com

lambda.ca-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ambda.eu-central-1.amazonaws.com

lambda.eu-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ambda.eu-west-1.amazonaws.com

lambda.eu-west-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lambda.eu-west-2.amazonaws.com

lambda.eu-west-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ambda.eu-south-1.amazonaws.com

lambda.eu-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lambda.eu-west-3.amazonaws.com

lambda.eu-west-3.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lambda.eu-south-2.amazonaws.com

lambda.eu-south-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lambda.eu-north-1.amazonaws.com

lambda.eu-nor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lambda.eu-central-2.amazonaws.com

lambda.eu-central-2.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ambda.me-south-1.amazonaws.com

lambda.me-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lambda.me-central-1.amazonaws.com

lambda.me-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lambda.sa-east-1.amazonaws.com

lambda.sa-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lambda.us-gov-east-1.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lambda.us-gov-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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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lambda.us-gov-west-1.amazonaws.com

lambda-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lambda.us-gov-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Important

新的 AWS 帳户減少了並行和記憶體配額。AWS 會根據您的用量自動提高這些配額。您還可以請求
增加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非同步承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KB

否 傳入非同步叫用要求的大小
上限。

暴增並行 us-east-1：3

us-east-2：1000

us-west-2：3,000

ap-northeast-1：
1000

eu-central-1：1,000

eu-west-1：3,000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當函數因應流量突增而擴展
時，可能發生的函數並行的
最大立即增加。在初始突發
之後，並行擴展每分鐘 500 
次執行，最多可達到您的並
行限制。

並行執行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函數可在目前區域中同時處
理的事件數量。

部署套件大小 (主控台編輯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MB

否 當您透過主控台編輯器上傳
時，部署套件或層封存的大
小上限。使用 Amazon S3 
上傳大型檔案。

部署套件大小 (直接上傳)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否 部署套件或層封存的大小上 
Lambda。使用 Amazon S3 
上傳大型檔案。

部署套件大小 (解壓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MB

否 解壓縮部署套件或圖層封存
時的內容大小上限。

每個 VPC 的彈性網路界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Lambda 為 VPC 建立的網路
介面數目最大值。Lambda 
會為每個功能連線的子網
路和安全群組合建立網路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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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環境變數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KB

否 在函數上配置的環境變量的
最大組合大小。

檔案描述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函數可開啟的檔案描述項上
限。

函式和 Layer 儲存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 GB

是 在目前區域中，可用於部署
套件與層封存的儲存空間
量。

函式 Lay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加入函數的層數量。

函式記憶體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 MB

否 可為函數設定的記憶體容
量。

函式記憶體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MB

否 您可以為功能設定的最小記
憶體容量。

函式以資源為基礎的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KB

否 函數上設定的資源型政策組
合大小上限。

函數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0

否 您可以為函數設定的逾時上
限。

處理序和執行緒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函數可以開啟的處理序和執
行緒的最大組合數目。

GetFunc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秒的 GetFunction API 請
求數量。

GetPolic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秒的 GetPolicy API 請求
數量。

控制平面 API 請 GetPolicy 求 GetFunction
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秒 API 要求的最大數目 
(不包括叫用和 GetPolicy 要
求)。 GetFunction

同步承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MB

否 傳入同步呼叫要求或傳出回
應的大小上限。

暫存空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MB

否 /tmp 目錄中函數可用的儲存
空間量。

測試事件 (主控台編輯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通過控制台編輯器的函數測
試事件的最大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Lambda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Lambda 配額。

AWS Launch Wizard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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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pwizard.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pwizard.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appwizard.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pwizard.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pwizard.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pwizard.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pwizard.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pwizard.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pwizard.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pwizard.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pwizard.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pwizard.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pwizard.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pwizard.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pwizard.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pwizar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pwizard.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pwizard.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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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pwizard.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pwizard.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pwizard.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pwizard.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pwizard.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作用中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
此帳戶之此帳戶的狀態為 
IN_PROcess 或 Complete 
的作用中的應用程式數量

申請名稱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Launch Wizard 所部署之應
用程式名稱中的字元數目上
限。

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數
量上限。

平行部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IMPLayer應用程式部署的最
大數量。

Amazon Lex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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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服務端點

模型建置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odels-v2-le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odels-v2-lex.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odels-v2-lex.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odels-v2-lex.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odels-v2-lex.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odels-v2-lex.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odels-v2-lex.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odels-v2-lex.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odels-v2-lex.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odels-v2-lex.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odels-v2-le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執階段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untime-v2-le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untime-v2-lex.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untime-v2-lex.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untime-v2-lex.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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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untime-v2-lex.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untime-v2-lex.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untime-v2-lex.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untime-v2-lex.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untime-v2-lex.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untime-v2-lex.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untime-v2-le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V1 服務端點

模型建置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odels.lex.us-east-1.amazonaws.com

models-fips.le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odels.lex.us-west-2.amazonaws.com

models-fips.lex.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odels.lex.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odels.lex.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odels.lex.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odels.lex.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odels.lex.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odels.le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odels.lex.us-gov-west-1.amazonaws.com

models-fips.lex.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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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untime.lex.us-east-1.amazonaws.com

runtime-fips.le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untime.lex.us-west-2.amazonaws.com

runtime-fips.lex.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untime.lex.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untime.lex.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untime.lex.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untime.lex.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untime.lex.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untime.lex.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untime.lex.us-gov-west-1.amazonaws.com

runtime-fips.lex.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機器人別名的機器人通道關聯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帳
戶之 Bot 可建立的 Bot 通道
關聯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的機器人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建
立的 Bot 程式數量上限。

每個自訂插槽類型值的字元數值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此帳戶的自訂欄位數量上
限。

每個範例語調的字元數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每個意圖或插槽範例所允
許的代理數量上限。

每個機器人地區設定的自訂插槽類型值和同
義字 (V2)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00 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機器人
所允許的自訂插槽類型值和
同義字的最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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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機器人地區設定的自訂槽類型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
此帳戶中，每個機器人可
進行自訂插槽類型的數量上
限。

每個意圖的語音樣本 (V2)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所建立
的範例語音最大數量。

每個插槽的語音範例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所建立
的範例語音最大數量。

每個機器人地區設定的插槽 (V2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機器人可以
為目前區域中每個機器人建
立的插槽最大數量。

每個意圖的插槽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
建立每個意圖的插槽數量上
限。

每個機器人地區設定範例語彙中的字元總數 
(V2)

每個支援的區域：20 
萬個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每個
機器人每個地區可以使用
的最大字元數，用於此帳戶
中的所有意圖和插槽範例語
音。

每個自訂插槽類型的值和同義字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此
帳戶的自訂插槽可進行數量
上限。

每個機器人的版本 (V2)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
建立每個機器人的版本數量
上限。

AWS License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主題

• 使用授權的端點 (p. 559)
• 使用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的端點 (p. 560)
• 使用 Linux 訂閱的端點 (p.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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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授權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icense-manager.us-ea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icense-manager.us-ea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icense-manager.us-we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icense-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icense-manag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icense-manag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license-manag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license-manag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icense-manag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icense-manag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license-manag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license-manag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icense-manag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license-manag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icense-manag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icense-manag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license-manag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icense-manag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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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license-manag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license-manag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icense-manag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license-manag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license-manag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license-manag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使用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us-
ea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us-
ea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us-
we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us-
we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f-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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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eu-
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license-manager-user-subscriptions.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使用 Linux 訂閱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us-
ea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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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us-
ea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us-
west-1.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us-
west-2.amazonaws.com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f-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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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eu-
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me-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license-manager-linux-subscriptions.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主題

• 使用授權的配額 (p. 563)
• 使用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的配額 (p. 564)
• 使用 Linux 訂閱的配額 (p. 565)

使用授權的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延長每個消費令牌的許可證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小時可針對使
用權杖進行的 
ExtendLicenseConsumption 
呼叫次數。

GetAccessTokens 呼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小時可針對授權進行的 
GetAccessToken 呼叫總
數。

每個資源的授權組態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可以與資源關聯的授權組態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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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授權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可在帳戶中建立的授權組態
總數。

每天每個資源的授權轉換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資源每天可建立的授權
轉換任務數目。

並行組織授與作業的數目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組織的並行授權作業的最大
數量。

報告產生器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可建立的報告產生器總數。

每日帳號探索模式更新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帳號每天的帳號探索模式更
新次數上限。

每個授權的授權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每個授權的作用中授與總數
量。

您可以建立的授權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可在帳戶中建立的授權總
數。

每個產品獲得的授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使用相同產品 SKU 收到的授
權總數。

每個帳戶和許可證的令牌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授權可在帳戶中建立的
代幣總數。

每天報告產生器的更新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指定報告產生器每天更新的
最大數目。

每次結帳已計算的權利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在單一 CheckoutLicense 
呼叫中指定的計數軟體權利
文件總數。

每個授權計算的權利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授權允許的計數軟體權
利文件總數。

每個授權未計算的權利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授權允許的未計數軟體
權利文件總數。

使用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的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使用者的執執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的
使用者可以關聯的執行個體
最大數量。

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 Office 專業版加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
中，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
的最大數量。

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的 
Visual Studio 企業的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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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者為基礎的訂用數目最大數
量。

以使用者為基礎的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在此帳戶的 
Visual Studio 專業版的以使
用者為基礎的訂閱的最大數
量。

使用 Linux 訂閱的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探索到的資源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可探索和顯示的資源 (EC2 
執行個體) 總數。

亞馬遜終端節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Lightsail 適用於研究的 Lightsail 服務在相同AWS區域中，除了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以外。
適用於研究的 Lightsail 也使用與 Lightsail 相同的端點。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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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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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光帆 .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光帆船. ap-central-1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光帆 .ap-northeast-2.amazona.ap-northeast-2.ap-
northeast-2.amazon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光帆 .ap-southeast-1.amazona.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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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光帆 .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光帆 .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輕帆 .ca-central-1.amazona.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轻帆 .eu-central-1.amazona.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光帆 .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光帆 .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光帆 .eu-west-3. 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轻帆船 eu-北-central-1 HTTPS

Service Quotas
新AWS帳戶一開始的配額可能低於此處所述的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散發的快取行為允許的 cooki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快取行為允許的 Cookie 
數目上限。

每個散發的快取行為允許的標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快取行為允許的標頭數
目上限。

每個散佈版本的快取行為允許查詢字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快取行為的允許查詢字
串的最大允許數量上限。

每個實例的區塊儲存磁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個執行個體可連接的區塊
儲存磁碟數目上限。

容器服務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每個容器服務可附加的最大
憑證數目。

容器服務自訂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每個容器服務的自訂網域數
目上限。

容器服務部署容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容器服務中每個部署的數量
上限。

容器服務部署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容器服務的部署版本數
目上限。

容器服務記錄檔儲存天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容器服務記錄的儲存天數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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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容器服務節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容器服務的節點數量上
限。

容器服務儲存容器映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每個容器服務的儲存容器映
像數目上限。

容器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區域的容器服務數量上
限。

每個分發的自訂網域名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分佈的自訂網域名稱上
限。您最多可以為一個 SSL/
TLS 憑證指定 10 個網域。
然後，您可以使用憑證在 
Lightsail 發行版上啟用自訂
網域。

DNS 區域 (或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否 每個帳戶的最大 DNS 區域 
(或網域) 數目。

每個分佈的資料傳輸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每個發佈的最大資料傳輸速
率 (以每秒 GB 為單位)。

資料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否 每個區域的資料庫數量上
限。

每個發行版的預設行為 (預設快取行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發行版的預設行為 (預設
快取行為) 的最大數目。

每個發行版的目錄和檔案覆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發行版的目錄和檔案覆
寫數目上限。您最多可以建
立 25 個目錄和檔案覆寫，而
且每次覆寫可以指定一個快
取行為。

分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帳戶的分配數量上限。

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區域的執行個體數量上
限。

負載平衡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區域的負載平衡器數量
上限。

使用中憑證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作用中
憑證數目上限。

區塊儲存磁碟空間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6,000 GB

否 每個區塊儲存磁碟的磁碟空
間上限 (GB)。

每個帳戶的最大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帳戶的儲存貯體數量上
限

憑證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過去 365 天內，每個帳戶每
個區域的憑證數目上限。

每個桶的最大按鍵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個儲存貯的按鍵的數量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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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區塊儲存磁碟空間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每個區塊儲存磁碟的磁碟空
間下限 (GB)。

每個分佈的來源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分佈的起源點數量上
限。您可以為每個分配指定
一個執行個體或一個負載平
衡器。

使用瀏覽器型 RDP 用戶端使用瀏覽器型 
RDP 用戶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區域中每個帳戶的 
parallel RDP 用戶端的並行 
RDP 用戶端的平行 RDP 連
線的最大數量。

使用瀏覽器型 SSH 用戶端的並行 SSH 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區域中每個帳戶的並行 
SSH 用戶端的並行 SSH 用
戶端的 parallel SSH 連線的
最大數量。

每個來源的回應逾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60 
秒

否 每個來源的回應逾時 (4-60 
秒)。

靜態 IP 地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的靜態 IP 位址數目
上限。

Tags (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資源的標籤數量上限。

連結的區塊儲存磁碟空間總計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GB

否 每個區域的附加區塊儲存磁
碟空間上限 (GB)。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位置於下列AWS區域提供。如需端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表的討論區。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geo.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geo.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geo.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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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geo.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geo.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geo.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geo.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geo.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geo.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geo.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geo.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geo.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geo.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關於區域端點

Amazon 位置區域端點的一般語法如下：

protocol://service-code.geo.region-code.amazonaws.com

在此語法中，Amazon 位置使用下列服務代碼：

服務 服務代碼

Amazon Location Map 地圖

Amazon Location Cocation 地方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路線

亞馬遜位置的區域 地理圍欄

Amazon Location Ser 追蹤

例如，適用於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的 Amazon 位置對應的區域端點為：https://## .geo。 us-east-1
.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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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 API 關鍵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帳戶可以擁有的 API 金
鑰資源數目上限 (使用中或過
期)。

每個帳號的地理圍欄收集資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號建立的地
理圍欄收集資源數目上限。

地理圍欄收藏的地理圍欄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00 個

否 每個地理圍欄集合可以建立
的地理圍欄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資源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號建立的地
圖資源數目上限。

每個帳號放置索引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號建立的位
置索引資源數目上限。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BatchDeleteGeofen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DeleteGeofen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BatchEvaluateGeofenc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EvaluateGeofences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BatchGetDevicePosi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GetDevicePosition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BatchPutGeofen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PutGeofence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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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alculateRout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alculateRoute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CalculateRouteMatrix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CalculateRouteMatrix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CreateKe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Key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CreateMa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Map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CreatePlaceIndex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PlaceIndex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CreateRouteCalculato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RouteCalculator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CreateTrack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CreateTrac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DeleteKe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Key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DeleteMa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Map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DeletePlaceIndex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PlaceIndex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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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RouteCalculato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RouteCalculator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DeleteTrack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leteTrac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DescribeKe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Key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DescribeMa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Map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DescribePlaceIndex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PlaceIndex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DescribeTrack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Trac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API 請求的
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GetDevicePosi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DevicePosition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GetGeofen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Geofen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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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tMapGlyph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MapGlyphs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GetMapSprit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MapSprites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GetMapStyleDescripto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MapStyleDescriptor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GetMapTil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0

是 每秒可進行 GetMapTile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GetPla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GetPlace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ListDevicePosition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DevicePositions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ListGeofenc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Geofences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ListKey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Keys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ListMap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Maps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ListPlaceIndex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PlaceIndexes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ListRouteCalculator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RouteCalculators 請求的
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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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ListTrackerConsumer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TrackerConsumers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ListTracker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ListTrackers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PutGeofen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PutGeofen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 API 請求
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SearchPlaceIndexForTex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是 每秒可進行 
SearchPlaceIndexForText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UntagResour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n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Upda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GeofenceCollec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UpdateKey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Key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UpdateMap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Map 請
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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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ookout for Equipmen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UpdatePlaceIndex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PlaceIndex 請求的數
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UpdateRouteCalculato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RouteCalculator 請求
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UpdateTracker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每秒可進行 UpdateTracker 
請求的數量上限。其他請求
會受到調節。

每個帳戶的路線計算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戶建立的路
線計算機資源數目上限。

追踪器消費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Tracker 資源可以與之相關聯
的地理圍欄收集數量上限。

每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號建立的 
Tracker 資源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定 Location Service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定 Location Service 配額。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ookoutequipmen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ookoutequipmen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ookoutequipmen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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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ookout for Equipment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集的元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00

否 每個資料集的元件數目上
限。

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

是 每個帳戶的最大資料集數
量。

每個模型的推論排程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

否 每個模型的推論排程器數目
上限。

Label Group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

是 每個帳戶的標籤群組數目上
限。

元件名稱的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200

否 組件名稱的長度上限。

模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

是 每個帳戶的最大型號數量。

訓練資料中各元件的欄數 (不含時間戳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0

否 訓練資料中各元件的欄數上
限 (不含時間戳記)

每個資料集的元件之間的資料欄數 (不含時
間戳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00

否 每個資料集的元件之間的
最大資料欄數 (不含時間戳
記)。

訓練資料中的元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0

否 訓練資料中的元件數目上
限。

每個元件的檔案數目 (每個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000

否 每個元件 (每個資料集) 的檔
案數目上限。

每個元件的檔案數目 (每次推論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60

否 每個元件的檔案數目上限 (每
次推論執行)。

每個標籤群組的標籤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000

是 每個標示群組的標示數目上
限。

評估資料中的資料列數 (重新取樣之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00,000

否 評估資料中的最大資料列數 
(重新取樣之後)。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中的資料列數目 
(1 小時排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600

否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
中的最大列數 (1 小時排程頻
率)。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中的資料列數目 
(10 分鐘排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600

否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
中的最大資料列數 (10 分鐘
排程頻率)。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中的資料列數目 
(15 分鐘排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900

否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
中的最大資料列數 (15 分鐘
排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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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ookout for Metric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中的資料列數目 
(30 分鐘排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800

否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
中的最大資料列數 (30 分鐘
排程頻率)。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中的資料列數目 
(5 分鐘排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0

否 重新取樣後，推論輸入資料
中的最大資料列數 (5 分鐘排
程頻率)。

訓練資料中的列數 (重新取樣之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00,000

否 訓練資料中的最大列數 (重新
取樣之後)。

擱置資料擷取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

是 每個帳戶的擱置資料擷取工
作數目上限。

待定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

是 每個帳戶的待處理模型數目
上限。

推論輸入資料中的原始資料大小 (1 小時排程
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60 MB

否 推論輸入資料中原始資料
的大小上限 (1 小時排程頻
率)。

推論輸入資料中的原始資料大小 (10 分鐘排
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0 MB

否 推論輸入資料中原始資料
的大小上限 (10 分鐘排程頻
率)。

推論輸入資料中的原始資料大小 (15 分鐘排
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15 MB

否 推論輸入資料中原始資料
的大小上限 (15 分鐘排程頻
率)。

推論輸入資料中的原始資料大小 (30 分鐘排
程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30 MB

否 推論輸入資料中原始資料
的大小上限 (30 分鐘排程頻
率)。

推論輸入資料中的原始資料大小 (5 分鐘排程
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 MB

否 推論輸入資料中原始資料
的大小上限 (5 分鐘排程頻
率)。

每個資料集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0 Gbps

否 每個資料集的大小上限。

每個檔案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 5 Gbps

否 每個檔案的大小上限。

訓練資料的時間範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日 180

否 訓練資料的最小時間範圍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 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版本 1.0
57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lookoutequipment/quotas/L-B987A6C9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lookoutequipment/quotas/L-B52F37B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Lookout for Metrics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ookoutmetric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ookoutmetric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ookoutmetric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lookoutmetric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lookoutmetric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ookoutmetric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ookoutmetric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ookoutmetric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lookoutmetric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lerts (提醒)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偵測器相同可新增到偵測器
的警示的警示的最大數量。

歷史資料的資料大小 (回溯測試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0

否 回溯模式可以在歷史資料中
處理的資料大小上限 (MB)。

歷史資料的資料大小 (連續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0

否 在連續模式下，可以在歷史
資料中處理的資料大小上限 
(MB)。

每個間隔的資料大小 (10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MB

否 可處理 10 分鐘間隔的資料大
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每個間隔的資料大小 (1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MB

否 1 天間隔可處理的資料大小
上限 (以 MB 為單位)。

每個間隔的資料大小 (1h)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MB

否 可處理 1 小時間隔的資料大
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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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間隔的資料大小 (5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MB

否 可處理 5 分鐘間隔的資料大
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

每個偵測器的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可以新增至偵測器的資料
集最大資料集數量

每個資料集的資料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資料集相同可新增到資料集
的資料集最大資料集。

偵測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偵測器上限。

每個資料集的資料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資料集相同可新增到資料集
的詳細資料集中，此帳戶的
維度過濾器

每個資料集的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資料集相同可新增到資料集
的維度上限。

歷史資料中的檔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否 在歷史資料中，此帳戶的最
大檔案相同可處理的最大檔
案數量

檔案每個間隔 (10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10 分鐘的最大檔案相同可擷
取的最大檔案相同可擷取的
最大檔案數量。

每個間隔的檔案數 (1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 1 天內，此帳戶的最大檔
案相同可擷取的最大檔案數
量。

檔案每個間隔 (1h)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 1 小時間內，此帳戶的最
大檔案相同可擷取的最大檔
案數量。

檔案每個間隔 (5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隔 5 分鐘的檔案相同可擷
取的最大檔案相同可擷取的
最大檔案數量。

歷史資料中的間隔 (回溯測試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否 回溯測試模式的歷史資料中
可處理的間隔數目上限。

歷史資料中的間隔 (連續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否 連續模式的歷史資料中可處
理的間隔數目上限。

每個資料集的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資料集相同可新增到資料集
的計量上限。

每個間隔的記錄數 (10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4,000

是 每隔 10 分鐘的記錄相同可處
理的記錄上限。

每個間隔的記錄 (1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在 1 天內，此帳戶的記錄相
同可處理的記錄上限。

每個間隔的記錄 (1h)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在 1 小時間內，此帳戶的記
錄相同可處理的記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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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間隔的記錄 (5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00

是 每隔 5 分鐘的記錄相同可處
理的記錄上限。

調節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請
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Activat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ActivateAnomalyDetector 請
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BackTest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BackTestAnomalyDetector 
請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CreateAler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CreateAlert 請求的請求在目
前AWS區域中，此帳戶的請
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Creat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CreateAnomalyDetector 請
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CreateMetric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CreateMetricSet 請求的請求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Deactivat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DeactivateAnomalyDetector 
請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DeleteAler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DeleteAlert 請求的請求在目
前AWS區域中，此帳戶的請
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Delet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DeleteAnomalyDetector 請
求的請求在目前AWS區域
中，此帳戶的請求的請求的

節流率 (DescribeAler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DescribeAlert

節流率 
(DescribeAnomalyDetectionExecution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DescribeAnomalyDetectionExec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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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節流率 (Describ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DescribeAnomalyDetector

節流率 (DescribeMetric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DescribeMetricSet

節流率 (DetectMetricSetConfig)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DetectMetricSetConfig

節流率 (GetAnomalyGroup)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GetAnomalyGroup

節流率 (GetDataQualityMetric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GetDataQualityMetrics

節流率 (GetFeedback)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GetFeedback

節流率 (GetSampleData)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GetSampleData

節流率 (ListAler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ListAlerts

節流率 (ListAnomalyDetector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ListAnomalyDetectors

節流率 (ListAnomalyGroupRelatedMetric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ListAnomalyGroupRelatedMetrics

節流率 (ListAnomalyGroupSummar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ListAnomalyGroupSummaries

節流率 (ListAnomalyGroupTimeSer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ListAnomalyGroupTimeSeries

節流率 (ListMetric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ListMetricSets

節流率 (ListTagsFor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ListTagsForResource

節流率 (PutFeedback)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Put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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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節流率 (Tag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TagResource

節流率 (UntagResource)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UntagResource

節流率 (UpdateAnomalyDetecto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UpdateAnomalyDetector

節流率 (UpdateMetric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AWS區域中，
此帳戶的最大數量。 
UpdateMetricSet

每個間隔的時間序列 (10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10 分鐘間隔內可處理的時間
序列數上限。

每個間隔的時間序列 (1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

是 1 天間隔可處理的時間序列
數上限。

每個間隔的時間序列 (1h)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0

是 可處理 1 小時間隔的時間序
列數上限。

每個間隔的時間序列 (5m)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可處理 5 分鐘間隔的時間序
列的最大數目。

每個維度篩選器的值篩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維度篩選器的
最大值篩選器數目。

值的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位元組

是 在記錄中，此帳戶的最大長
度上限。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lookoutvision.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lookoutvision.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lookoutvision.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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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lookoutvisi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lookoutvision.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lookoutvision.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lookoutvision.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訓練或測試影像的最大影像尺寸 (以像素為
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96

否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訓練
或測試影像的最大影像尺寸 
(以像素為單位)。

訓練或測試影像的影像檔案大小上限 (M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MB

否 存放在 Amazon S3 儲存貯
體中的檔案大小上限。

每秒 API 請求的最大數量，不包括 
DetectAnomalie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5

是 API 請求的數目上限 
DetectAnomalies）你可以
在這裡製作，每個 API，每
秒AWS帳戶，在目前AWS區
域。

的數目上限 DetectAnomalies 每秒的 API 請
求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是 的數量上限 
DetectAnomalies 您可以在
此每秒發出的 API 請求AWS
目前的帳號AWS區域。

同時連線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每個同時執行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模型封裝
任務的最大數目AWS帳戶。

同時連線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每個同時執行 Amazon 
Lookout 的視覺訓練任務數
目上限AWS帳戶。

同時連線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每個同時執行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試驗偵測
任務的最大數目AWS帳戶。

測試資料集中的影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您可以在測試資料集中擁有
的影像數目上限。

訓練資料集中的影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000

否 訓練資料集中可以擁有的影
像數目上限。

試驗偵測資料集中的影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試驗偵測資料集中的影像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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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已啟動模型的最大推論單位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啟動模型的推論單位數
目上限。

每個專案的模型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項目的亞馬遜 Lookout 
for Vision 模型的最大數量。

專案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亞馬遜 Lookout for Vision 項
目的最大數量AWS帳戶。

運行中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同時運行亞馬遜 Lookout for 
Vision 模型的最大數量AWS
帳戶。

訓練或測試影像的最小影像尺寸 (以像素為
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否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訓練
或測試影像的最小影像尺寸 
(以像素為單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Lookout in Vision 的配額。

Amazon Maci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acie2.us-east-2.amazonaws.com

macie2-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acie2.us-east-1.amazonaws.com

macie2-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acie2.us-west-1.amazonaws.com

macie2-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acie2.us-west-2.amazonaws.com

macie2-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acie2.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acie2.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acie2.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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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macie2.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acie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acie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acie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acie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acie2.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acie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acie2.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acie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acie2.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acie2.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acie2.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acie2.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acie2.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阿帕奇阿夫羅容器（.avro）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 
Apache Avro 物件容器 
(.avro) 檔案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如果檔案較
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
中的任何資料。

阿帕奇鑲木地板（. 拼花）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 
Apache 鑲木地板 (.木地板)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
位)。如果檔案較大，Ma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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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就不會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
料。

每個帳戶的資料資料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建
立的自訂資料識別碼的最大
數量。

每個敏感資料探索任務的自訂資料標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您可以設定要使用的敏感資
料探索工作的自訂資料識別
碼數目上限。

提取的歸檔字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GB

否 Macie 可以在壓縮檔案或封
存檔案中擷取和分析的最大
資料量 (以 GB 為單位)。如
果 Macie 開始分析這種類型
的檔案，並判斷檔案包含的
資料量超過這個數量，Macie 
會停止分析檔案，並僅針對
已處理的資料建立敏感資料
發現項目和探索結果。

解壓縮封存檔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否 Macie 可以在封存檔中提取
和分析的檔案數量上限。
如果 Macie 開始分析封存
檔案中的資料，並判斷檔案
包含的檔案數目超過最大數
目，Macie 會停止分析檔案
中的資料，並僅針對已處理
的資料建立敏感資料發現項
目和探索結果。

問清單規則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為此
帳戶建立的過濾規則和隱藏
規則的數量上限。

偵測到完整名稱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Macie 可偵測並報告檔案的
完整名稱上限，包括個別封
存檔案。Macie 偵測到最大
數目後，Macie 會停止遞增
計數，並報告全名的位置資
料。

GNU 壓縮壓縮存檔（.gz 或 .gzip）文件大
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 GNU 
Zip 壓縮封存檔 (.gz 或 .gzip)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
位)。如果檔案較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
料。

偵測到郵寄地址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Macie 可偵測及報告檔案的
郵寄地址數目上限，包括個
別封存檔案。Macie 偵測到
最大數量後，Macie 會停止
遞增計數並報告郵寄地址的
位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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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受邀請的會員帳戶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目前區域中可透過邀請與 
Macie 管理員帳戶關聯的成
員帳戶數目上限。

透過 OrganAWS izations 的成員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目前「區域」中「組織」
組 OrganAWS izations 可與 
Macie 管理員帳戶關聯的成
員帳戶數目上限。

微軟 Excel 工作簿 (.xls 或 .xlsx)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MB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微軟 
Excel 活頁簿 (.xls 或 .xlsx)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
位)。如果檔案較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
料。

微軟 Word 文檔（.doc 或 .docx）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MB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微軟 
Word 文件 (.doc 或 .docx)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
位)。如果檔案較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
料。

巢狀層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Macie 可以在封存檔案中分
析的巢狀圖層數目上限。
如果封存檔案的中繼資料指
出檔案包含的巢狀圖層數超
過最大數目，Macie 就不會
擷取或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
料。

結構化資料中的巢狀層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馬西可以在 JSON (.json) 或 
JSON 行 (.jsonl) 檔案中分析
的巢狀層級數目上限。如果
檔案包含的巢狀圖層數超過
最大數目，Macie 就不會分
析檔案中的任何資料。

非二進位文字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非二
進位文字檔案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如果檔案較
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
中的任何資料。

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 檔案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24 MB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可攜
式文件格式 (.pdf) 檔案的大
小上限 (以 MB 為單位)。如
果檔案較大，Macie 就不會
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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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敏感資料探索任務的 S3 儲存貯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針對敏感資料探索任
務明確選取要分析的 S3 儲
存貯體數目上限。如果您是
組織的 Macie 管理員，則
該值區可跨越組織中多達 
1,000 個帳戶。

敏感資料探索事件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Macie 在敏感資料探索結果
中偵測並提供詳細位置資料
的每種敏感資料類型出現次
數上限。

每個帳戶每月發現敏感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針對此
帳戶執行敏感資料探索工作
來分析的最大資料量 (TB)。

敏感資料料料料料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Macie 在敏感資料尋找中提
供的最大偵測位置數目。

TAR 壓縮檔 (.tar)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 TAR 
封存檔 (.tar) 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如果檔案較
大，Macie 就不會分析檔案
中的任何資料。

ZIP 壓縮封存檔 (.zip)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Macie 可以分析的個別 ZIP 
壓縮封存檔 (.zip) 檔案的大
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如
果檔案較大，Macie 就不會
分析檔案中的任何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Macie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 Macie 配額。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2.us-east-2.amazonaws.com

m2-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2.us-east-1.amazonaws.com

m2-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m2.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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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m2-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2.us-west-2.amazonaws.com

m2-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2.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2.ca-central-1.amazonaws.com

m2-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2.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2.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2.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2.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2.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應用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AWS帳戶的最大環境

每個高可用性環境的執行個體 每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個個

是 每個高可用性環境的執行個
體

每個環境的最大 EFS 檔案系統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環境的最大 EFS 檔案系
統數

每個環境的最大 FSX 檔案系統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環境的最大 FSX 檔案系
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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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Machine Learning 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achinelearning.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achinelearn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Batch 預測輸入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00

是 批次預測輸入的最大記錄
數。

批次預測輸入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TB

是 批次預測輸入的大小上限 
(TB)。

多類 ML 模型的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多類別 ML 模型的最大類別
數目。

Job 行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否 任何工作的最大執行時間長
度 (以天為單位)。

ML 模型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千兆字節

否 ML 模型大小 (以 GB 為單
位)。

觀測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千字節

是 每個觀測的最大大小（以 KB 
為單位）。

每個端點的即時預測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即時預測端點的請求數
目上限。

配方複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最大配方複雜度 (已處理輸出
變數的數目)。

同時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同步任務的數目最大值。

每個物件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物件的標籤數上限。

所有即時預測端點的 RAM 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千兆字節

是 所有即時預測端點的 RAM 
總數上限 (以 G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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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所有即時預測要求的總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您可以對所有即時預測端點
執行的每秒要求總數上限。

訓練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千兆字節

是 訓練資料的大小 (以 GB 為單
位)。

每個資料檔案的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資料檔案 (結構描述) 中變數
的最大數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Machine Learning 配額在Amazon Machine Learning 開發人員指南。

Amazon Baged Baged Baged Baged Baged BB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anagedblockchain.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anagedblockchain.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anagedblockchain.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anagedblockchain.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anagedblockchain.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anagedblockchai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anagedblockchain.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標準版網路的超級帳本光纖通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是 每個標準版網路的超級帳本
光纖通道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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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新手版網路的超級帳本光纖通道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是 每個新手版網路的超級帳本
光纖通道數量上限。

AWS帳戶可以擁有成員的標準版網路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帳戶可以擁有成員的超級
AWS賬本光纖標準版網絡的
最大數量。

AWS帳號可以擁有成員的新手版網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帳戶可以擁有成員的超級
AWS賬本光纖入門版網絡的
最大數量。

如需新手版和標準版網路屬性的相關資訊，例如每個網路的成員數量、每個成員的對等節點、可用的執行個
體類型等，請參閱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定價。

AWS Managed Service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提供在所選區域中的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是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請參閱AMS VPC 端點和AMS 支援的組態中的AWS Managed Services使用者指南。

服務配額
請參閱AMS 帳戶限制中的AWS Managed Services使用者指南。

AWS Management Console端點和配額
AWS Management Console具有區域端點，可讓您直接存取指定AWS區域中的主控台。區域端點的一般語法
如下：

https://region-code.console.aws.amazon.com

例如，https://us-west-2.console.aws.amazon.com是AWS Management Console服務的端點為美
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的服務端點。

下表列出了每個AWS區域的名稱，代碼和端點。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
亥俄)

us-east-2 us-east-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us-ea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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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
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us-we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us-west-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f-south-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
港)

ap-east-1 ap-ea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
德拉巴)

ap-south-2 ap-south-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
加達)

ap-
southeast-3

ap-southeast-3.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
爾本)

ap-
southeast-4

ap-southeast-4.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ap-south-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
阪)

ap-
northeast-3

ap-northeast-3.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ap-northeast-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ap-southea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ap-southeast-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ap-northea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ca-central-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eu-central-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u-we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u-west-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u-south-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u-west-3.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u-south-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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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哥
爾摩)

eu-north-1 eu-north-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central-2 eu-central-2.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south-1 me-south-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中東 (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me-central-1 me-central-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南美洲 (聖保
羅)

sa-east-1 sa-east-1.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us-gov-east-1.console.amazonaws-us-gov.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us-gov-west-1.console.amazonaws-us-gov.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適用於 Apache Airflow 的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MWAA 針對服務端點使用三種不同的前置詞：apienv、和ops. 每個前綴都與一組 API 操作相對
應：

• api.airflow.region.amazonaws.com-此端點用於環境管理。
• CreateEnvironment
• DeleteEnvironment
• GetEnvironment
• ListEnvironments
• ListTagsForResource
• TagResource
• UntagResource
• UpdateEnvironment

• env.airflow.region.amazonaws.com-此端點用於操作氣流環境。
• CreateCli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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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WebLoginToken
• ops.airflow.region.amazonaws.com-此端點用於使用 Amazon 追蹤環境運作狀態 CloudWatch 的

公有環境指標。
• PublishMetric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irflow.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irflow.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irflow.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irflow.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irflow.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irflow.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irflow.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irflow.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irflow.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irflow.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irflow.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irflow.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irflow.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irflow.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irflow.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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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的最大數量上限

工作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環境的工作者的數量上
限

AWS Marketplace端點和配額
AWS Marketplace 是精選的數位目錄，可讓客戶輕鬆尋找、購買、部署和管理第三方軟體和服務，而客戶需
要這些軟體和軟體，來建置解決方案並執行其業務。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WS Marketplace 網站全球可用。該AWS Marketplace主控台是在 US (N. Virginia (N. Virginia (N. Virginia 
( 產品供應商會決定可提供其產品的區域。

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catalog.marketplac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Marketplace Commerce Analytic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arketplacecommerceanalytic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Marketplace Entitlement Servic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ntitlement.marketplac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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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Metering Servic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tering.marketplac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tering.marketplac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tering.marketplac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etering.marketplac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metering.marketplace.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metering.marketplace.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metering.marketplace.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tering.marketplac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metering.marketplace.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tering.marketplace.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tering.marketplace.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etering.marketplace.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tering.marketplace.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tering.marketplac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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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Turk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tering.marketplac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etering.marketplac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tering.marketplac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metering.marketplace.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tering.marketplac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metering.marketplace.eu-
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etering.marketplac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metering.marketplace.me-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metering.marketplace.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etering.marketplace.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服務配額

Amazon Mechanical Turk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沙箱端點。

mturk-requester-sandbox.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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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MSK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生產端點。

麥 Turk 請求者 .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月用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月最高消費 (美元)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afka.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afka.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kafka.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afka.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kafka.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kafka.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kafka.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kafk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kafka.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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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MSK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kafk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afk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kafk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kafk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kafk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kafka.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kafka.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kafka.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kafk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kafka.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afka.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kafka.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kafka.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kafka.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kafka.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kafka.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kafka.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kafka.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kafka.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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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代理程序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是 每個帳戶可建立代理程程程
序數目最大值。

每個叢集的中介裝置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叢集可以包含的最大代理程
式數目。

每個帳戶的組態數目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可建立的自訂組態
數目最大值。

每個組態的修訂版本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可對自訂組態進行的最大修
訂數目。

Amazon MSK Connec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kafkaconnec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kafkaconnec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kafkaconnec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kafkaconnec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kafkaconnec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kafkaconne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kafkaconnec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kafkaconnec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kafkaconnec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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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kafkaconnec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kafkaconnec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kafkaconnec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kafka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kafkaconne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kafkaconnec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kafkaconnec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維度 配額

自訂外掛程式上限 100

工作者組態上限 100

連線數上限 多達 60 個連接工人。如果連接器設定為具有 auto 
擴充容量，MSK Connect 會使用為該連接器設定的
最大 Worker 數目來計算帳戶的配額。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diaconnec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connec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diaconnec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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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connec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ediaconnec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diaconnec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conne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connec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connec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connec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connec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connec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conne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diaconne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connec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diaconnec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權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在流程上授予的權利
數量上限。

流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AWS區域中可以建立的
數量上限。

輸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一個流程可以擁有的輸出數
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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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使用這些端點僅可透過DescribeEndpoints作業要求帳戶特定的端點。將所有轉碼請求傳送至服務傳回的帳戶
專屬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PI 參考資料中的MediaConvert API 入門。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diaconver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conve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diaconvert.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conver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ediaconver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diaconver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conver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conver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conver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conver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ediaconver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conver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conver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conver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diaconver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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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conver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diaconver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ediaconver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所有隨需佇列的並行任務 (基準) us-east-1

us-east-2

eu-1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服務在目前區域中所有隨選
佇列中，一次處理的工作數
目上限。

每個隨選佇列、尖峰的並行工作 us-east-1

us-east-2

eu-1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服務在每個隨選佇列一次處
理的工作數目上限。

自訂任務務務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自
訂任務任務務務務務務務務
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
務務務

自定義輸出預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自
訂輸出任務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佇列 (隨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隨
務佇列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佇列 (預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保
留的保留的最大數量。

彙總 API 呼叫的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彙
總 API 請求的最大數量。

突發中彙總 API 呼叫的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一
個大量傳送的彙總請求的最
大數量。

請求率 DescribeEndpoin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DescribeEndpoints 請求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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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數量。您發送此請求只是為
了獲取端點。此端點專屬於
您的AWS區域，不會變更。
只需請求此端點一次，然後
將其硬式編碼或快取。

突發中 DescribeEndpoints的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否 您無法突發發送 
DescribeEndpoints 請求。您
發送此請求只是為了獲取端
點。此端點專屬於您的AWS
區域，不會變更。只需請求
此端點一次，然後將其硬式
編碼或快取。

AWS Elemental MediaLiv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當您使用AWS CLI或 SDK 提交請求時，請不指定區域和端點，即您的服務區和端點，或者指定 us-east-1 作
為區域。當您使用 MediaLive API 提交請求時，請使用 us-east-1 區域來簽署請求。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dialive.us-east-2.amazonaws.com

medialiv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live.us-east-1.amazonaws.com

medialiv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live.us-west-2.amazonaws.com

medialiv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dialiv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liv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liv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liv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liv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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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liv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liv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liv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dialiv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liv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dialiv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DI 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CDI 通道數目上限 (包含一或
多個 CDI 輸入的通道)。

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頻
道上限數量。

裝置輸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
裝置輸入 (來自裝置的輸入) 
的最大數目。

HEVC 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建立的 
HEVC 通道數目上限 (包含一
或多個 HEVC 輸出的通道)。

輸入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輸
入安全群組上限數量。

多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目前區域中可建立的多重數
量上限。

提拉式輸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提
取輸入上限數量。

推送輸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推
送輸入上限數量。

保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在目前區域中建立的保
留上限數量。

UHD 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建立的 
UHD 頻道數目上限 (包含一
或多個 UHD 輸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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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VPC 輸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區域中可建立的 VPC 輸
入數量上限。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這些是即時內容工作流程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diapackag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packag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diapackag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packag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diapackag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packag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packag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packag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packag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packag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packag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packag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diapackag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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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packag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diapackag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這些是隨需影片 (VOD) 內容工作流程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ediapackage-vod.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package-vod.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ediapackage-vod.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package-vod.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ediapackage-vod.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package-vod.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ediapackage-vod.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package-vod.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package-vod.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package-vod.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package-vod.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package-vo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ediapackage-vod.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package-vod.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ediapackage-vod.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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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包裝群組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您可以建立的每個封裝群組
的資產數目上限。請記住，
這是每個包裝組的限制。如
果您的群組中有 1000 個或
更少的資產，則無論您擁有
多少組，都不需要增加資產
限制。

REST API 請求的突發速率（即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在此區域中，每秒可爆發至
此帳戶的 REST API 請求數
目上限。

其他 API 請求的突發速率 (VO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突發至此
帳戶的每秒 REST API 要求
數目上限。

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在此
帳戶建立的頻道數目上限。
此限制不會影響端點限制。
如果您不超過每個通道的端
點限制，則在增加頻道時不
需要增加端點限制。

並行收割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可同時進行的收割任務數目
上限。

內容保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36

否 您可以保留擷取的內容上
限。

每個頻道的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建立的每個頻道的端
點數目上限。請記住，這是
每個通道的限制。如果通道
上有 10 個或更少的端點，則
無論您擁有多少個通道，都
不需要增加端點限制。

擷取每個資產的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產可擷取的最大串流
數。

每個頻道的內嵌資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可以擷取的每個通道的最
大串流數目。

活資訊清單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即時資訊清單的長度上限，
以分鐘為單位。

每個包裝群組的包裝配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建立的每個封裝組態
數上限。請記住，這是每
個包裝組的限制。如果您在
一個群組中有 10 個以下的
組態，則無論您擁有多少個
群組，都不需要增加組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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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包裝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建立的封裝群組數目上
限。

REST API 請求的速率 (即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傳送至此
帳戶的每秒 REST API 要求
數目上限。

其餘 API 要求的速率 (VOD)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傳送至此
帳戶的每秒 REST API 要求
數目上限。

每個通道的擷取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頻道每秒可使用的內嵌
請求數上限。

每項資產的資訊清單輸出要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資產允許的每秒資訊清
單輸出要求數目上限。

每個原始端點的資訊清單輸出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原始端點每秒允許的資
訊清單輸出要求數目上限。

每項資產的區段輸出要求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
600

否 每個資產每秒允許的媒體區
段輸出要求數目上限。

每個原始端點的區段輸出要求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每個原始端點每秒允許的媒
體區段輸出要求數目上限。

時移資訊清單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24 否 時移資訊清單的最大長度，
以小時為單位。

每個擷取串流的曲目 (即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串流可擷取的最大曲目
數。

每個擷取串流 (VOD) 的曲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串流可擷取的最大曲目
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ediastor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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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ediastor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ediastor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ediastor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ediastor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ediastor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ediastor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ediastor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ediastor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容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此帳戶中可建立的容器數量
上限。

資料夾層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容器中可建立的資料夾層級
數量上限。您可以視需要建
立任何數量的資料夾，只要
容器中的巢狀層級不超過 10 
層。

物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MB

否 單個物件的大小上限。

Rate (比率 DeleteObject API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數量上限 DeleteObject 每秒
可進行請求。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Rate (比率 DescribeObject API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數量上限 DescribeObject 每
秒可進行請求。其他請求會
受到調節。

Rate (比率 GetObject 標準上傳可用性的 
API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數量上限 GetObject 使用標
準上傳可用性時每秒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請求。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Rate (比率 GetObject 串流上傳可用性的 
API 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數量上限 GetObject 使用串
流上傳可用性時每秒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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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 Glemental。其他請
求會受到調節。

Rate (比率 ListItems API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數量上限 ListItems 每秒可進
行請求。其他請求會受到調
節。

Rate (比率 PutObject 區塊傳輸編碼的 API 
要求 (也稱為串流上傳可用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數量上限 PutObject 您可以
使用主體的區塊傳輸編碼每
秒發出的要求 (也稱為串流上
傳可用性)。其他請求會受到
調節。

Rate (比率 PutObject 標準上傳可用性的 
API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數量上限 PutObject 使用標
準上傳可用性時每秒可進行
每秒可進行每秒可進行每秒
可進行請求。其他請求會受
到調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配額在AWSElemental MediaStore 使用者指南。

AWS Elemental MediaTailo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mediatailo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mediatailo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mediatailo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i.mediatailo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mediatailo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i.mediatailo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i.mediatailo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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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MediaTailo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mediatailo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i.mediatailo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mediatailo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廣告插入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執行伺服器端廣告插入時，
請求資訊清單、區段和追蹤
資訊時的每秒要求數上限。

廣告決策伺服器 (ADS) 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0

否 廣告決策伺服器 (ADS) 規格
中的字元數目上限。

廣告決策伺服器 (ADS) 重新導向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VAST 包裝器標籤中重 
MediaTailor 新導向的最大深
度。

廣告決策伺服器 (ADS) 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秒

否 在與廣告決策伺服器 
(ADS) 的開放連線逾時之
前 MediaTailor 等待的秒
數上限。當由於 ADS 沒
有響應而導致連接超時時 
MediaTailor ，無法通過廣告
填充廣告。

頻道清單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任何單一通道組件通道每秒
的資訊清單要求數目上限。
這是一個帳戶層級配額。

頻道輸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頻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的頻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的最大數量。

組態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MediaTailor 允許的最大數
量。

內容原始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否 內容原始規格中的字元數目
上限。

內容原始伺服器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秒

否 要求範本資訊清單時，
在與內容來源伺服器
的開啟連線逾時之前 
MediaTailor 等待的最大秒
數。逾時會產生 HTTP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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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Migration Hub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atewayTimeoutException) 
回應錯誤。

即時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來源位置的即時來源來
源數目上限。

清單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

是 所有頻道每秒的最大數量。
這是一個帳戶層級配額。

資訊清單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MB

否 任何播放資訊清單的大小
上限，單位為 MB，無論
是輸入或輸出。為了確保
您保持在配額以下，請使
用 gzip 將輸入清單壓縮為 
MediaTailor.

Package 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即時或 VOD (隨選視訊) 
來源的套件組態數目上限。

每個頻道的節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

是 每個頻的最大數量。

每個來源的區段傳遞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來源位置的區段傳遞組
態數目上限。

工作階段過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MediaTailor 允許工作階段在
結束工作階段之前保持非作
用中狀態的時間上限 (配額
乘以資訊清單持續時間)。工
作階段活動可能是播放器請
求，或提前由原始伺服器發
出。當工作階段到期時，會 
MediaTailor 傳回 HTTP 400 
(錯誤要求) 回應錯誤。

來源位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最大數量。

視頻點播來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來源的最大數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基本 MediaTailor 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Migration Hub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與之整合的移轉工具AWS Migration Hub將移轉狀態傳送至您選擇的主區域中的 Migration Hub。如需有關選
擇居住地區的資訊，請參閱所以此AWS Migration Hub主要區域在AWS Migration Hub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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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Migration Hub Orchestrato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gh.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gh.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gh.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gh.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gh.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gh.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gh.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與相關聯的配額AWS Migration Hub是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 配額 (p. 46)。

Migration Hub Orchestrato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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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Migration Hub Refactor Space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igrationhub-orchestrator.eu-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上限 15 否 步驟群組中的步驟數目
上限。

最大步驟群組 15 否 移轉工作流程中的步驟
群組數目上限。

Migration 工作流程 50 否 進行中的 Migration 
Workgration Hub 上限。

AWSMigration Hub Refactor Spaces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factor Space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Refactor-southeast-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Refactor-west-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factor-west-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factor-southeast-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Refactor-northeast-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Refactor-northeast-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Refactor-southeast-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Refactor-southeast-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Refactor Spaces。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Refactor Space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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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Migration Hub 策略建議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Refactor Spaces。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Refactor-west-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factor-west-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factor-west- HTTPS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Refactor Spaces。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Refactor-southeast-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
此帳戶中建立的「重構 
Spaces」應用程式的「重構 
Spaces」

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
此帳戶中建立的「重構 
Spaces」環境的最大數量。

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
此帳戶中建立的「重構 
Spaces」路由的最大數量。

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
此帳戶中建立的「重構 
Spaces」服務的服務數目最
大值。

Migration Hub Strategy Recommention Hub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igrationhub-strategy.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igrationhub-strategy.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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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Monitron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igrationhub-strategy.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igrationhub-strategy.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igrationhub-strategy.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igrationhub-strategy.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igrationhub-strateg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作用中評定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作用中並行評定的數目上限

作用中匯入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作用中並行匯入任務的數目
上限

評定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評定的數量上限AWS帳
戶

每次評估的伺服器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每個評定的伺服器數量上限

Amazon Monitron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Monitronron 目前在以下區域提供支援：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us-east-1
• 歐洲 (愛爾蘭)：eu-w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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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MQ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網站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網站的資產數量上限。

每個網站的閘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站點的閘道數量上限。

每個資產的持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資產的倉位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專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帳戶可建立的專案數量上
限。

每個專案的網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專案的網站數量上限。

每個網站使 HTTP TL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網站的使用者數量上
限。

Amazon MQ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mq.us-east-2.amazonaws.com

mq-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mq.us-east-1.amazonaws.com

mq-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mq.us-west-1.amazonaws.com

mq-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mq.us-west-2.amazonaws.com

mq-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mq.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mq.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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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mq.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mq.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mq.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mq.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mq.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mq.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mq.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mq.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mq.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mq.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mq.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mq.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mq.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mq.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q.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mq.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mq.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mq.us-gov-east-1.amazonaws.com

mq-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mq.us-gov-west-1.amazonaws.com

mq-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版本 1.0
621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MQ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 高載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AWS帳戶的 API 突發
限制，以維護服務頻寬。
這不適用於 ActiveMQ 或 
RabbitMQ 代理程式訊息傳
遞 API。例如，Amazon MQ 
不會調節訊息的傳送或接
收。

API 速率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個AWS帳戶的 API 速率
限制是跨所有 Amazon MQ 
API 而彙總的，以維護服務
頻寬。這不適用於 ActiveMQ 
或 RabbitMQ 代理程式訊息
傳遞 API。例如，Amazon 
MQ 不會調節訊息的傳送或
接收。

在 CloudWatch (ActiveMQ) 中監控的目的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中監視的目的地數目上限 
(ActiveMQ 佇列、ActiveMQ 
主題) 數目 CloudWatch。

在 CloudWatch (RabbitMQ) 監控的目的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中監視的目的地數目
上限 (RabbitMQ 佇列) 
CloudWatch。

每個使用者的群組 (簡單身分驗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使用者的群組數上限。
這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
程式。

Amazon EBS 支援的每個代理程式的任務排
程器使用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GB

否 Amazon EBS 支援的每個
代理程式的任務排程器使用
量限制 (以 GB 為單位)。這
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
式。

每區域的代理程式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區域的代理程式數上限。

每個組態的修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每個組態的修訂數上限。這
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
式。

每個代理程式的安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代理程式的安全群組數
量上限。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的儲存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GB

否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 
(mq.*.large 執行個體類型
代理程式) 的最大儲存容量 
(GB)。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的儲存容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GB

否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 
(mq.*.micro 執行個體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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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代理程式) 的最大儲存容量 
(GB)。

每個代理程式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代理程式的標籤數上
限。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的暫時儲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GB

否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 (mq.*. * 
大型執行個體類型代理程
式)。這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式。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的暫時儲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 
(mq.*.micro 執行個體類型
代理程式) 的最大暫存儲
容量 (GB)。這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式。

每個代理程式的使用者 (簡單身分驗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否 每個代理程式的使用者數上
限。這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式。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的線路層級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較大代理程式的最大線
層級連線數目 (mq.*. * 大型
執行個體類型代理程式)。這
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
式。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的線路層級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每個較小代理程式 
(mq.*.micro 執行個體類型代
理程式) 的最大線層級連線數
目。這不適用於 RabbitMQ 
代理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MQ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MQ 中的 Amazon MQ 中的 Amazon 
MQ 中

Amazon Neptun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d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d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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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d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d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d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d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d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d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d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d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d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d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d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d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d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d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d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d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d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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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叢集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叢集的最
大數量。

跨區域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跨區域快照複製請求的數目
上限。

資料庫叢集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資料庫叢集角色的數量上
限。

資料庫叢集手冊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資料庫叢集手動快照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資料庫叢集群組的數量上限

DB 執行個體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執行個體參數量上
限。

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資料庫執行個體的數量上限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數量上
限。

事件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事件訂閱的數量上限。

僅供讀取複本數 (每個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個叢集的僅供讀取複本的
數量上限。

預留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保留資料庫執行個體的數量
上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資源的標籤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Neptune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 Neptune 配額。

AWS Network Firewall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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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network-firewall.us-east-2.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network-firewall.us-east-1.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network-firewall.us-west-1.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network-firewall.us-west-2.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network-firewall.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network-firewall.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network-firewal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network-firewall.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network-firewal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network-firewal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network-firewall.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network-firewall.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network-firewal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network-firewall.ca-central-1.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network-firewall.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network-firewall.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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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network-firewal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network-firewall.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network-firewall.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network-firewall.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network-firewall.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network-firewall.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network-firewall.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network-firewall.us-gov-east-1.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network-firewall.us-gov-west-1.amazonaws.com

network-firewall-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防火牆策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防火牆
政策數目上限。

防火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防火牆
數量上限。

可設定狀態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的每個帳戶的可設
定狀態規則群組數量上限。

無狀態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區域的每個帳戶的無狀
態規則群組數量上限。

TLS 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 TLS 組
態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Network Firewall《 Network Firewall 開發人員指南》。

AWS Network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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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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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network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networkmanag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networkmanag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核心的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核心的數目上限

每個 Connect 附件連線對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每個連線的數目上限

每個全球網路的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全球網路的數目上限

每個 VPC 的核心網路連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VPC 的數目上限

核心網路原則大小 (K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KB

否 核心網路原則的大小上限

每個全球網路的核心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全球網路的數目上限

每個全球網路的裝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全球網路的數目上限

每個核心網路每個區域的邊緣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核心網路每個區域的最
大邊緣數

每個 帳戶的全球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的數目上限

每個全球網路的連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全球網路的數目上限

每核心的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核心的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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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核心網路的原則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核心的數目上限

具有過期變更集的核心網路原則的保留持續
時間 (以秒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776,000 秒

否 具有過期變更集的核心網路
原則的最長保留期間 (以秒為
單位)

每核心網路的區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核心的數目上限

每個全域網路的站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全球網路的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網路管理員配額。

Amazon Nimble Studio 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nimbl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nimbl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nimbl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nimbl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nimble.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nimbl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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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工作室的活動目錄工作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活動目錄組件的數
目最大數量。

每個工作室自訂串流影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自訂串流影像的數
目最大數量。

每個工作室 G5 串流工作階段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 G5 串流會話的最
大數量。

每個單位啟動描述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啟動描述檔的最大
數量。

每個工作室的共用檔案系統工作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
室可建立的共用檔案系統 
Studio 組件的最大數量。

每個工作室的串流工作階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串流任務備份數目
最大數量。

每個工作室串流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
室可建立的串流任務最大數
量。

工作室的工作室組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目前AWS區域中每個錄音室
可建立的錄音室組件的最大
數量。

每個帳戶建立的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每個帳戶
可建立的最大數量。

亞馬遜組合的服務配額和端點
Amazon Oics 的區域與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omic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omic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omic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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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omic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omic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omic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Oics 的節流與配額
對於每個 AWS 服務，您的 AWS 帳戶有預設配額，先前稱為限制。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每個配額都是區域
特定規定。您可以要求提高某些配額，而其他配額無法提高。

若要檢視 Oics 的配額，請開啟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AWSSer vice，然後選取
Oomics。

若要請求增加配額，請參閱 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請求提高配額。如果 Service Quotas 中尚未提
供配額，請使用增加服務配額表單。

您的AWS帳戶具有下列與 Oomics 相關的配額。

每個帳號或區域的資源上限 預設

序列存儲 20

參考商店 10

每個序列存儲讀取集 1,000,000

每個參考商店的參考 50

並行序號或參考匯入工單 5

並行序號或參考匯出工作 5

讀取每個啟動工作的集 20

同時啟用任務 25

讀取每個匯入工作的集合來源 100

每個匯出工作讀取集 100

工作流程數量 100

工作流程執行次數 (作用中或非作用中) 200

運行群組數量 10

作用中工作流程 3

每次執行的並行工作 10

並行作用中的 CPU 512

工作流程執行期間 (小時) 168

運行量儲存量 (GB)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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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帳號或區域的資源上限 預設

變體商店 10

註解存放區 10

並行變體或註釋儲存區匯入工作 5

每個變體商店匯入工作的檔案 1000

每個註釋儲存區匯入工作的檔 1

變體儲存區匯入工作檔案大小 (GB) 20

註釋儲存庫匯入檔案大小 (GB) 20

「組學」的節流配額如下。所有這些都在 transactions-per-second（TPS）中。

API 操作 每秒交易數 (TPS)

CreateSequenceStore, CreateReferenceStore, 
DeleteSequenceStore, DeleteReferenceStore

1

GetSequenceStore, ListSequenceStores 5

GetReadSet 10

GetReadSetMetadata, ListReadSets 5

BatchDeleteReadSet 1

StartReadSetImportJob, GetReadSetImportJob, 
ListReadSetImportJobs

5

StartReadSetExportJob, GetReadSetExportJob, 
ListReadSetExportJobs

5

GetReferenceStore, ListReferenceStores 5

StartReferencetImportJob, 
GetReferenceImportJob, ListReferenceImportJobs

5

ListReferences, GetReferenceMetadata 5

DeleteReference 1

StartReadsetActivationJob 1

ListReadsetActivationJobs, 
GetReadSetActivationJob

5

GetReference 10

TagResource, UntagResource, 
ListTagsForResource

5

StartRun 0.1

CreateWorkflo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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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操作 每秒交易數 (TPS)

CancelRun, DeleteRun, GetRun, GetRunTask, 
ListRunTasks, ListRuns, StartRun

10

CreateRunGroup, DeleteRunGroup, GetRunGroup, 
ListRunGroups, UpdateRunGroup

10

DeleteWorkflow, GetWorkflow, ListWorkflows, 
UpdateWorkflow

10

CreateVariantStore, DeleteVariantStore, 
GetVariantStore, ListVariantStores, 
UpdateVariantStore

1

StartVariantImportJob, CancelVariantImportJob, 
GetVariantImportJob, ListVariantImportJobs

1

CreateAnnotationStore, DeleteAnnotationStore, 
GetAnnotationStore, ListAnnotationStores, 
UpdateAnnotationStore

1

StartAnnotationImportJob, 
ListAnnotationImportJobs, 
GetAnnotationImportJob, 
CancelAnnotationImportJob

1

亞馬遜 OpenSearch 服務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OpenSearch 服務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s.us-east-2.amazonaws.com

e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s.us-east-1.amazonaws.com

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es.us-west-1.amazonaws.com

e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s.us-west-2.amazonaws.com

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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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e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e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e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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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e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es.us-gov-east-1.amazonaws.com

e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s.us-gov-west-1.amazonaws.com

e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OpenSearch 無伺服器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os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os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os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os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os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os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os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os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OpenSearch 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網域的專用主要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單一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網域中專用主執行個體
的最大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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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網域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每個AWS區域
中建立的最大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網域數
量。

每個網域的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

是 單一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網域中的執行個體數目
上限。您可以請求每個網域
最多增加 200 個執行個體。

每個網域的執行個體數量 (T2 執行個體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單一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網域中的 T2 執行個體
數目上限。

每個網域的暖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單一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叢集中的暖節點數目最
大值。

OpenSearch 無伺服器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備註

預設索引功能 (OCU) 10 否  

預設搜尋容量 (OCU) 10 否  

資料存取政策 500 否  

加密政策 50 否  

最大索引容量 (OCU) 50 否  

網路政策 500 否  

SAML 供應商 50 否  

最大搜尋容量 50 否  

資料存取政策大小 位元組 否  

網路政策大小 位元組 否  

SAML 提供應商大小 20,480 位元組 否  

加密政策大小 位元組 否  

您的AWS帳戶具有以下其他的 OpenSearch 無伺服器限制：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備註

集合, 標記 50 否  

具有唯一 KMS 金鑰
的集合

2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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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備註

OpenSearch 受管 
VPC 端點

50 否 此限制僅適用 
OpenSearch 於受管 
VPC 端點。它不包
括 OpenSearch 服務
受管 VPC 端點。

搜尋集合中的索引 20 否 此限制意味著每個搜
索集合可以有不超過 
20 個索引。

時間序列集合中的索
引

120 否 這個限制意味著每個
時間序列集合可以有
不超過 120 個索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配額。

AWS OpsWork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WS OpsWorks CM
您可以建立和管理AWS OpsWorks for Chef Automate和AWS OpsWorks適用於下列區域中的 Puppet 企業伺
服器。只能在資源的建立區域中管理這些資源。在一個區域端點中建立的資源為不可用，也無法複製到另一
個區域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opsworks-cm.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opsworks-cm.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opsworks-cm.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opsworks-cm.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opsworks-cm.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opsworks-c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opsworks-c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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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opsworks-c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opsworks-cm.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OpsWorks 堆疊
您可以建立和管理AWS OpsWorks以下所有區域的資源。加拿大 (中部) 區域僅限 API；您無法在加拿大 (中
部) 區域建立堆疊AWS Management Console。只能在資源的建立區域中管理這些資源。在一個地區端點中
建立的資源不可用 (也無法複製到另一個地區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opswork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opswork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opswork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opswork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opswork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opswork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opswork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opswork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opswork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opswork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opswork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opswork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opswork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opswork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opswork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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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下列配額：AWS OpsWorks厘米。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部伺服器的自動 (排程) 備份世代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部伺服器的自動 (排程) 備
份世代。每台伺服器 (Chef 
自動化或 Puppet 企業版) 最
多可以有 30 代的自動備份。

廚師自動化或傀儡企業伺服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帳戶的伺服器數目

每個伺服器的手動備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部伺服器的手動備份數量 
(廚師自動化或傀儡企業)

下列配額：AWS OpsWorks堆疊。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堆疊的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擁有的應用程式數目
上限 OpsWorks 堆疊。同時
AWS OpsWorks 堆疊應用程
式代表您要在應用程式伺服
器上執行的程式碼。應用程
序是通過使用 Chef 食譜部署
的。

每個堆疊的執行個體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擁有的執行個體數
目上限 OpsWorks 堆疊，
包括在中建立的兩個執行
個體 OpsWorks 和外部 
OpsWorks。中的執行個體 
OpsWorks 堆棧服務於一個
特定的目的，如服務應用程
序或託管數據庫服務器。

每個堆疊層級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在中建立的最大層數 
OpsWorks 堆疊。層在堆疊
中包含一組 EC2 執行個體，
這些執行個體可用於特定用
途，例如為應用程式提供服
務或託管資料庫伺服器。圖
層使用 Chef 方法在執行個
體上執行工作，例如安裝套
件、部署應用程式和執行指
令碼。

堆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最大數量AWS OpsWorks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堆
疊。堆棧是一組 OpsWorks 
執行不同角色 (例如應用程式
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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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載平衡器) 以執行 Web 應用
程式的執行個體。

AWS Organization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由於AWS Organizations是全域服務，因此每個磁碟分割中的所有區域都有一個全AWS域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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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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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organizations.us-east-1.amazonaws.com

organization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organization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organization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預設帳戶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組織中允許的預設帳戶數目
上限。

啟用所有功能請求過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啟用所有功能的要求到期前
允許的天數上限。

握手過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允許完成握手的最大天數。

邀請接受過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加入組織邀請到期前所允許
的天數上限。

您可以同時關閉的會員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否 您可以同時關閉的最大帳戶
數量。完成後，您便可關閉
另一個。

您可以同時建立的會員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同時建立的帳戶數目
上限。完成後，您便可開始
另一個。

移除已建立帳號的最低年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否 建立的帳戶必須存在的最少
天數，才能將其從組織中移
除。

您可以在 30 天內關閉的帳戶數量。您可以
關閉的實際帳戶數量為會員帳戶總數的 10% 
或 10%，最多可關閉 200 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可以在 30 天內關閉的成
員帳戶數目上限。您可
以關閉的實際帳戶數量為
會員帳戶總數的 10% 或 
10%，最多 200 個。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
docs.aws.amazon.com/
organizations/
latest/userguide/
orgs_reference_lim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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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您在 24 小時期間內可執行的邀請嘗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在 24 小時期間內可執行的
邀請嘗試上限。您的組織允
許的帳戶為 20 或數目上限，
以較大者為準。

在根帳戶中形成巢狀的最大 OU 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在根目錄下巢狀 OU 
的最大層次數。

組織中的 OU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組織中可包含的 OU 數目上
限。

組織中的政策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組織允許的策數目上
限。

根在一個組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組織允許的根帳號數目
上限。

每個 OU 的服務控制原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OU 允許的服務控制政
策 (SCP) 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服務控制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服務控制政
策 (SCP) 數目上限。

每個根的服務控制策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根允許的服務控制政策 
(SCP) 數目上限。

服務控制原則 (SCP) 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0 位元組

否 服務控制政策 (SCP) 允許的
文件大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Organizations使用指南AWS Organizations中的配額。

AWS Outpost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outposts.us-east-2.amazonaws.com

outpos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outposts.us-east-1.amazonaws.com

outpos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outposts.us-west-1.amazonaws.com

outpost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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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outposts.us-west-2.amazonaws.com

outpos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outpos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outpos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outpos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outpost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outpos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outpos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outpost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outpost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outpost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outpos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outpost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outpost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outpost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outpos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outpos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outpos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outpost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outpos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outpost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outpos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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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outpos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S3 on Outpos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3-outposts.us-east-2.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3-outposts.us-east-1.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3-outposts.us-west-1.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3-outposts.us-west-2.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3-outpos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3-outpos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3-outpos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3-outpost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3-outpos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3-outpos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3-outpost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3-outpost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3-outpost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3-outpos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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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3-outpost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3-outpost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3-outpos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3-outpos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3-outpos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3-outpost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3-outpos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3-outpost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3-outpos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3-outpos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s3-outpost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前哨站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的前哨站點數量上限。
前哨站點是客戶管理的實
體建築，您可以在其中為 
Outpost 設備供電並將其連
接到網路。

每個網站的 Outpos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網站可以創建的 
Outposts 數量上限。 
AWSOutposts 包括稱為
前 Outposts 的硬件和虛擬
資源。此配額會限制您的 
Outpost 虛擬資源。

AWS Panorama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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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anorama.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anorama.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panoram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anoram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panorama.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anorama.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裝置的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在裝置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包裹的資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節點套件上傳的資產數
目上限。

每個應用程式的攝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可新增至應用程式的攝影機
節點數目上限。

裝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目前區域中，您在目前AWS
區域中，此帳戶的註冊的裝
置最大數量。

節點套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目前AWS區域中，您在此帳
戶所建立的節點套件最大數
量。

Package 服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節點套件套件的大小上限。

CreateApplicationInstan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CreateApplicationInstance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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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reateJobForDevice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CreateJobForDevices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NodeFromTemplateJob API 請求的
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CreateNodeFromTemplateJob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Packag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CreatePackage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CreatePackageImportJob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CreatePackageImportJob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Devi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DeleteDevice API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letePackag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DeletePackage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registerPackageVers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DeregisterPackageVers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Packag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DescribePackage API 請求
的數量上限。

ProvisionDevice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ProvisionDevice API 請求的
數量上限。

RegisterPackageVersion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RegisterPackageVersion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RemoveApplicationInstance API 請求的速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AWS區域中，在此
帳戶所允許每秒可以執行的 
RemoveApplicationInstance 
API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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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部署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部裝置每天可部署應用程
式的次數上限。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AWS區域中，此帳戶可
進行 API 提出請求的數量上
限。

每個套件的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可以針對每個節點套件建
立的封裝版本數目上限。

Amazon Personalize 化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的最大數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Personaliz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personalize.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ersonalize.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ersonalize.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ersonalize.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ersonalize.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ersonalize.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personalize.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ersonalize.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personalize.cn-
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personalize.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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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ersonalize.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ersonalize.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Personalize Even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personalize-event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ersonalize-event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ersonalize-event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ersonalize-event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ersonalize-events.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ersonalize-event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personalize-event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ersonalize-event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personalize-events.cn-
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personalize-event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ersonalize-events.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ersonalize-events.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Personalize Runtim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personalize-runtime.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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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ersonalize-runtime.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ersonalize-runtime.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personalize-runtime.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ersonalize-runtime.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personalize-runtime.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personalize-runtime.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personalize-runtime.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personalize-runtime.cn-
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personalize-runtime.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personalize-runtime.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personalize-runtime.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集群組的作用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資料集群組
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
群組群組的

活動資料集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建立的作用資料集群組的最
大數量。

每個資料集群組的作用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資料集群組
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
群組群組的

每個資料集群組的作用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每個資料集群組
的作用中解決方案的最大數
量。

HRNN 配方的資料量量群組合的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HRNN 方案之個別資料集的
最大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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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個人化排名配方的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個人化排名方案中個別資料
集的最大資料量

普及計數配方的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普及計數配方的個別資料集
的最大資料量

模擬市民配方的資料量量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SIMS 方案個別資料集的最
大資料量

每次增量匯入的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中每
個支援的區域

是 在目前區域的此帳戶中，您
可以透過單一增量匯入來匯
入的資料量上限 (GB)。

HRNN 冷啟動配方的互動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HRNN 冷啟動方案之互動資
料集的最大資料量

HRNN 中繼資料方案的互動資料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HRNN 中繼資料方案之互動
資料集的最大資料量

結合 HRNN 冷啟動配方的使用者和項目資料
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用戶數據集和項目數據集的
最大數據量合併 HRNN 冷啟
動配方

結合 HRNN 中繼資料配方的使用者和項目資
料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支援
的區域的區域

否 用戶數據集和項目數據集的
最大數據量合併 HRNN 元數
據配方

事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的
區域的區域：10 KB

否 事件的大小上限為 KB 的事
件大小上限。

篩選器所考慮之每位使用者每個事件類型的
最大互動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篩選建議時，Amazon 
Personalize 會考慮每個使用
者每個事件類型的互動數目
上限。此配額適用於目前區
域中此帳戶中的每個 GET 建
議要求。

每個資料集群組的最大推薦人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每個資料集群組
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群組
群組群組的

模型訓練的資料點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訓練模型 (建立解決方案) 所
需的最小資料點數

模型訓練的使用者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訓練模型 (建立解決方案) 所
需的唯一使用者數目下限。

PutEvents 呼叫中的事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PutEvents 通話中的事件數
量上限。

模型訓練的互動數量群組合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受支
援的區域支援

是 模型在訓練期間考慮的最大
互動數。

模型訓練中使用的項目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受支
援的區域

否 訓練期間，模型在訓練期間
考慮的項目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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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綱要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最
大數量。

擱置中或進行中批次推論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能
建立的暫止或進行中的批次
推論工作總數。

擱置或進行中的解決方案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中可
建立的待處理或進行中的解
決方案版本的最大數量。

CreateCampaig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Campaig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CreateDatas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Datas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DatasetGrou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DatasetGroup 請求的
數量上限。

CreateDatasetImport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DatasetImportJob 請
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EventTrac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EventTracker 請求的
數量上限。

CreateSchema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Schema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Solu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Solu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SolutionVers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CreateSolutionVersio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leteCampaig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Campaig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leteDatas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Datas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DatasetGrou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DatasetGroup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leteDatasetImport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DatasetImportJob 請
求的數量上限。

版本 1.0
65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ersonalize/quotas/L-69B7200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ersonalize/quotas/L-9C16B36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Personalize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EventTrac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EventTracker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leteSchema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Schema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Solu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leteSolu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Algorith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Algorithm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scribeCampaig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Campaign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scribeDatas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Datas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DatasetGroup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DatasetGroup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scribeDatasetImport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DatasetImport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EventTracker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EventTracker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scribeFeatureTransforma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FeatureTransforma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Recip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Recipe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Schema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chema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scribeSolut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olutio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廣告活動的 GetPersonalizedRanking 
請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廣告活動每秒可進行 
GetPersonalizedRanking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廣告活動的 GetRecommendations 請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廣告活動每秒可進行 
GetRecommendation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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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tSolutionMetric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GetSolutionMetric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Campaig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Campaign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DatasetGroup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DatasetGroup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DatasetImportJobRu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DatasetImportJobRun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DatasetImportJob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DatasetImportJob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Dataset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Dataset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EventTracker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EventTracker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Recip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Recipe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Schema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Schema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SolutionVers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SolutionVersion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Solut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ListSolution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集群組的 PutEvent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每秒
可進行 PutEvent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UpdateCampaig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Campaign 請求的數
量上限。

UpdateDatase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進行 UpdateDataset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交易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中
每個

否 每個帳戶的交易數量上限。
交易是單一建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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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精確定位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亞馬遜 Pinpoint 包括 Amazon Pinpoint API，以及 Amazon 的精確指向簡訊和語音 API。

服務端點

Amazon Pinpoint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inpoin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inpoin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inpoin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inpoin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inpoin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pinpoin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inpoin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pinpoin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pinpoin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pinpoin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inpoin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inpoin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pinpoin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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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亞太 (首爾) 區域無法使用 Amazon Pinpoint API 在亞太 (首爾) 區域中，您無法使用亞太 (首爾) 區
域。

Amazon Pinpoint 簡訊與語音 API V1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ms-voice.pinpoin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ms-voice.pinpoin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ms-voice.pinpoin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ms-voice.pinpoin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ms-voice.pinpoin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ms-voice.pinpoin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Note

Amazon Pinpoint 簡訊與語音 API 在以下區域提供：

• 亞太區域 (首爾) 區域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區域
• 亞太區域 (東京)
• 加拿大 (中部) 區域
• 歐洲 (倫敦) 區域

Amazon Pinpoint 簡訊和語音 API V2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ms-voice.us-east-1.amazonaws.com

sms-voic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ms-voice.us-west-2.amazonaws.com

sms-voic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ms-voic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ms-voic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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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ms-voic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ms-voic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ms-voice.ca-central-1.amazonaws.com

sms-voice-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ms-voic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ms-voic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ms-voic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ms-voice.us-gov-west-1.amazonaws.com

sms-voic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封郵件的 APNs 沙箱訊息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KB

否 每則訊息的 APNs 沙箱訊息
承載大小上限 (KB)。

每個帳戶的作用中行銷活動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帳戶的有效促銷活動的
最大數量。作用中的行銷活
動是指尚未完成或失敗的行
銷活動。作用中的行銷活動
的狀態為 [已排程]、[執行中] 
或 [待處理 _ 下一步執行]。

每個專案的有效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專案有效的應用程式內
促銷活動數目上限。

所有其他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您可以一次進行 Initic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所有其他營運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您每秒可進行 Initic 請求的數
量上限。

Amazon Device Messaging (ADM) 每條訊
息的每個訊息的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KB

否 每則訊息的 Amazon 裝置簡
訊 (ADM) 訊息承載大小上限 
(KB)。

每個訊息的 Apple 推送通知服務 (APNs) 訊
息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KB

否 每則訊息的 Apple 推送通知
服務 (APNs) 訊息承載大小 
(以 KB 為單位)。

屬性名稱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屬性名稱長度上限 (以字元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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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屬性值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屬性值的最大長度 (以字元為
單位)。

每則訊息的百度雲推送訊息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KB

否 每則訊息的百度雲推送訊息
承載大小上限 (KB)。

CreateCampaign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Crea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Campaign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Crea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
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Segme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Crea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Segme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Crea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Campaign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Dele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Campaign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Dele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Endpoi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進 Delete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Endpoi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每秒可進 Delete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Segme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Dele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Segme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Dele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條消息的 Firebase 雲消息傳遞（FCM）
消息有效負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KB

否 每條消息的最大 Firebase 
雲消息傳遞（FCM）消息
有效負載大小（以 KB 為單
位）。

GetEndpoi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7,000

否 您可以進 Get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GetEndpoi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7,000

否 您每秒可進 Get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匯入工作的匯入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匯入工作的最大匯入大
小 (GB)。

叫用承載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MB

否 呼叫有效負載大小上限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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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Pinpoint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等待 Lambda 函數處理資料的時間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15 
秒

否 等待 Lambda 函數處理資
料的時間量上限 (以秒為單
位)。

建議的屬性顯示名稱的最大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建議屬性顯示名稱的最大長
度 (顯示在主控台的「屬性尋
找器」中的名稱)。

建議屬性名稱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建議的屬性名稱的最大值。

從 Amazon Personalize 化檢索的推薦屬性
值的最大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從 Amazon Personalize 擷
取的建議屬性值的最大長度 
(以字元為單位)。

訊息大小上限 (包括附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MB

否 郵件大小上限 (MB)，包括附
件。

每個帳戶的作用中事件觸發歷程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每個帳戶的作用中事件觸發
的歷程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最大有效旅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的有效行程數量上
限。

呼叫 Lambda 函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3 
秒

否 呼叫 Lambda 函數上限，以
嘗試叫用 Lambda 函數上
限。

每個請求的每個事件的屬性鍵和度量鍵的最
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否 每個要求之每個事件的屬性
金鑰和度量金鑰數目上限。

自訂通道回應中事件屬性名稱的最大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在自訂頻道回應中，事件屬
性名稱的字元數上限。

自訂通道回應中事件屬性值的最大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在自訂頻道回應中，事件屬
性值的字元數上限。

推送通知範本中 ADM 限定範本部分內的字
元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推播通知範本的 ADM 特定
範本部分中的最大字元數。

推播通知範本的 APN 特定範本部分中的最
大字元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推播通知範本的 APN 特定範
本部分中的最大字元數。

推送通知範本中百度限定範本部分內的字元
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推播通知範本中特定於拜都
範本部分的字元數目上限。

推送通知模板的 FCM 特定模板部分中的最
大字符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推播通知範本之 FCM 特定
範本部分中的最大字元數。

語音範本中的字元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語音範本中的字元數量上
限。

簡訊範本中的字元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600

否 SMS 範本中的字元數量上
限。

電子郵件範本中的字元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萬個

否 電子郵件範本中的字元數量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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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通知範本中預設範本部分內的字元數上
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推播通知範本預設範本部分
中的字元數目上限。

每個屬性索引鍵的字元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屬性索引鍵的字元數量
上限。

每個屬性值的字元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個屬性值的字元數量上
限。如果字元數超過 200，
則會捨棄事件。

每個應用程式的自訂屬性索引鍵的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應用程序的自定義屬性
鍵的最大數量。

每個屬性的自訂屬性值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否 每個屬性索引鍵的自訂屬性
值的最大數目。

每個應用程式的自訂事件類型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否 每個應用程序的自定義事件
類型的最大數量。

每個應用程式的自訂指標金鑰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應用程序的自定義指標
鍵的最大數量。

可用來建立客群的維度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用於建立區段的數量上
限。

自訂通道回應中每個端點的事件屬性數目上
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自訂通道回應中每個端點的
事件屬性數目上限。

請求中的事件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請求中的事件數量上限。

每個旅程的最大旅程活動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每個旅程的旅程活動數量上
限。

每個帳戶的訊息範本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個帳戶的訊息範本的最大
數量。

每個帳戶的最大型號組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的模型組態數量上
限。

每個訊息範本的模型組態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訊息範本的模型組態數
目上限。

促銷活動中每秒可傳送的推播通知數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0 個

是 促銷活動中每秒可傳送的推
播通知數目上限。

每個端點或使用者的建議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端點或使用者的建議數
目上限。

每個端點或使用者的建議屬性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如果AWS Lambda 函數未
處理的屬性值，則每個端點
或使用者的建議屬性數目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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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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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端點或使用者的建議屬性數目上限 
(AWSLambda 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如果屬性值是由AWS 
Lambda 函數處理，則每個
端點或使用者的建議屬性數
目上限。

每個範本的版本數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範本的版本數量上限。

每個廣告活動的區段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否 每個廣告活動匯入區段的最
大區段大小。對於動態區
段：無限制。

每個旅程的最大航段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否 每個旅程的最大航段大小。
已匯入的航段：每個旅程 
10 億。對於動態區段：無限
制。

請求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MB

否 要求的大小上限 (以 MB 為單
位)。

個別事件的大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KB

否 個別事件的大小上限 (KB)。

Lambda 函數的調用有效負載（請求和響
應）的最大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MB

否 Lambda 函數的叫用有效負
載 (請求和回應) 的 Lambda 
函數的大小上限。

每個端點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KB

否 每個端點的大小上限 (KB)。

Amazon Pinpoint 項目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的 Amazon 
Pinpoint 項目的最大數量。

每個帳戶雙向簡訊的 Amazon SNS 主題數
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每個帳戶雙向簡訊的 
Amazon SNS 主題數目上
限。

EndpointBatchRequest 有效負載中的 
EndpointBatchItem 物件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EndpointBatchRequest 有效
負載中 EndpointBatchItem 
物件的最大數目。裝載大小
不能超過 7 MB。

每秒可傳送的簡訊數量 (傳送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可以每秒發送的 SMS 消息
的最大數量（發送速率）。

每秒可傳送到單一收件人的簡訊訊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以傳送至單一收件者
的 SMS 訊息數量上限。

指派給「屬性」參數的屬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指派給「屬性」參數的最大
屬性數目。

指派給「屬性」、「測量結果」和「參數」
的屬性 UserAttributes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每個端點共同指派給
「屬性」、「度量」和 
UserAttributes 參數的最大屬
性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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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指派給測量結果參數的屬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指派給「測量結果」參數的
屬性數目上限。

指派給參數的屬性 UserAttributes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指派給參數的最大屬性 
UserAttributes 數目。

語音訊息中的字元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6,000

否 語音訊息中的字元數目上
限。3,000 個計費字元，包
括朗讀 6,000 個字元的單
字，包括計費字元和 SSML 
標籤。

同時匯入工作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帳戶的並行匯入工作數
目上限。

每秒可傳送的電子郵件數量 (傳送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可進行 Image 數量上限 
(傳送速率)。若您的帳戶位於
沙盒內，則配額為每秒 1 封
電子郵件。如果您的帳戶在
沙盒外，速率會根據您的特
定使用案例而不同。此速率
是根據收件人數量，而不是
傳送的唯一訊息數量。

每 24 小時期間內可傳送的電子郵件數量 (傳
送份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 24 小時期間可傳送的電子
郵件數量上限。若您的帳戶
位於沙盒內，則配額為每 24 
個小時 200 封電子郵件。如
果您的帳戶在沙盒外，配額
會根據您的特定使用案例而
不同。此配額是根據收件人
數量，而不是傳送的唯一訊
息數量。

具有相同使用者 ID 的端點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具有相同使用者 ID 的端點數
目上限。

事件型行銷活動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事件型行銷活動的數量上
限。使用基於事件的觸發
的行銷活動必須使用動態
客群。它們不能使用匯入的
段。

您可以驗證的身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您可以驗證每個AWS區域
的身分識別數目上限。身分
是指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
或兩者的任何組合。您使用 
Amazon Pinpoint 傳送的每
封電子郵件都必須透過驗證
的身分傳送。

每則訊息的收件人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郵件的收件者人數量上
限。

指派給每個屬性之「屬性」參數屬性的值數
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指派給每個屬性之「屬性」
參數屬性的最大值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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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指派給每個屬性的 UserAttributes 參數屬性
的值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指派給每個屬性 
UserAttributes 參數屬性的最
大值數目。

驗證的身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已驗證身分的最大數目。身
分是指電子郵件地址或網
域，或兩者的任何組合。您
使用 Amazon Pinpoint 傳送
的每封電子郵件都必須透過
驗證的身分傳送。

每個AWS地區的語音組態集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AWS區域的組態集數目
上限。

在 24 小時期間內可傳送的語音訊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在 24 小時期間內可傳送
的語音訊息數量上限。如果
您的帳戶在沙盒內：20 個
訊息。如果您的帳戶在沙盒
外：無限制。

每秒從單一來源電話號碼可傳送的語音訊息
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可從單一原始電話號碼
傳送的語音訊息數目上限。

每分鐘可傳送的語音訊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分鐘可傳送的語音訊息數
目上限。如果您的帳戶在沙
盒內：每分鐘 5 通電話。如
果您的帳戶在沙盒外：每分
鐘 20 通電話。

在 24 小時期間內可傳送給單一收件人的語
音訊息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24 小時期間內每個收件人可
傳送至單一收件者的語音訊
息最大數量。

PhoneNumberValidate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可以進 
PhoneNumberValidate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PhoneNumberValidate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您每秒可進 
PhoneNumberValidate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PutEvents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7,000

否 您可以進 PutEvent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PutEvents 運行率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7,000

否 您每秒可進 PutEvent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簡訊簽賬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個帳戶的最高消費上限
（美元）。

SendMessages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您可以進 SendMessage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SendMessages 運行率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您每秒可進 SendMessage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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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endUsersMessages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6,000

否 您可以進 
SendUsersMessage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SendUsersMessages 運行率配額 每個支援的區域：
6,000

否 您每秒可進 
SendUsersMessages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Campaign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Upda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Campaign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UpdateCampaign 行 Initic 請
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Endpoi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您可以進 Update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Endpoi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您每秒可進 UpdateEndpoi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EndpointsBatch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您可以進 
UpdateEndpointsBatch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EndpointsBatch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您每秒可進 
UpdateEndpointsBatch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Segment 作業突發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可以進 Upda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Segment 運行率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您每秒可進 UpdateSegment 
行 Initic 請求的數量上限。

語音訊息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語音訊息的最大長度。如果
您的帳戶在沙盒內：30 秒。
如果您的帳戶在沙盒外：5 
分鐘。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Pin point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精確定位配額。

Amazon Polly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是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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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olly.us-east-2.amazonaws.com

poll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olly.us-east-1.amazonaws.com

poll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polly.us-west-1.amazonaws.com

poll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olly.us-west-2.amazonaws.com

poll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poll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poll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olly.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poll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oll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polly.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olly.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polly.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polly.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polly.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olly.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oll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poll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polly.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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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poll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polly.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polly.us-gov-west-1.amazonaws.com

polly-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並行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同
樣連線數量上限。

詞典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中可為此帳戶使用的詞典數
量上限。

詞典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0

否 在字元中，單個詞典的大小
上限。

比率 GetSpeechSynthesisTask 和 
ListSpeechSynthesisTasks 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 
GetSpeechSynthesisTask ，
您在此帳 
ListSpeechSynthesisTasks 
戶中可為此帳戶傳送的數量
上限。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神經）請求的
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
帳戶中可為此帳戶傳送每
秒對此帳戶傳送請求的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數量上限。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標準) 要求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
帳戶中可為此帳戶傳送每
秒對此帳戶傳送請求的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數量上限。

SynthesizeSpeech （神經）請求的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
帳戶中可為此帳戶傳送每
秒對此帳戶傳送請求的 
SynthesizeSpeech 數量上
限。

SynthesizeSpeech (標準) 要求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
帳戶中可為此帳戶傳送
每秒對此帳戶傳送請求
的 Synthesize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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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數量上限。這也包括 
DescribeVoices 請求。

詞彙管理要求的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
中可為此帳戶傳送的詞典管
理請求的數量上限。此限制
適用於以下組合的作業： 
ListLexicon GetLexicon、 
PutLexicon、、 
DeleteLexicon。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計費字元計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10 
萬個

是 以計費字元表示的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輸入文字大小上限。SSML 
標籤不計為收費字元。同樣
適用於標準和神經合成。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詞典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與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操作一起使用的詞典的最大
數量。同樣適用於標準和神
經合成。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字元總數限制 每個支援的區域：20 
萬個

是 以字元為單位的 
StartSpeechSynthesisTask 
輸入文字大小上限，包括 
SSML 標籤和空格。同樣適
用於標準和神經合成。

SynthesizeSpeech 計費字元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以計費字元表示的 
SynthesizeSpeech 輸入文字
大小上限。SSML 標籤不計
為收費字元。同樣適用於標
準和神經合成。

SynthesizeSpeech 詞典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與 SynthesizeSpeech 操
作一起使用的詞典的最大數
量。同樣適用於標準和神經
合成。

SynthesizeSpeech 總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00

是 以字元為單位的 
SynthesizeSpeech 輸入文字
大小上限，包括 SSML 標籤
和空格。同樣適用於標準和
神經合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Polly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mazon Managed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Prometheus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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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適用於 Prometheus 的 Amazon 受管服務包括控制平面端點 (用於執行工作區管理任務) 和資料平面端點 (在
工作區中使用與 Prometheus 相容的資料)。控制平面端點為形式aps.region.amazonaws.com，資料通
道端點為形式aps-workspaces.region.amazonaws.com。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s.us-east-2.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s.us-east-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s.us-west-2.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s.eu-west-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s.eu-west-2.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s.eu-north-1.amazonaws.com

aps-workspace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Amazon Managed Service in Service Prometheus Service in Service in Service 適用於 Prometheus 的 
Amazon 受管服務會出售CloudWatch 使用量指標，以監控 Prometheus 資源使用情況。使用使 CloudWatch
用指標警報功能，您可以監控 Prometheus 資源和使用情況，以防止限制錯誤。

Note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這些配額是每個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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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標籤和 API 要求的配額

適用於 Prometheus 的 Amazon 受管服務對系列、標籤和 API 請求具有以下配額。「可能的錯誤訊息」欄會
顯示如果您的 Prometheus 資料超過限制，您可能會看到哪些錯誤訊息。如果您看到其中一個錯誤訊息，您
可能想要求提高對應限制。

資源 預設配額 可能的錯誤訊息

每個工作區的作用中序
列 (過去 2 小時內已報告
資料的量度)

二百萬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超過 2000 萬個使用者系列的限制，請
聯絡系統管理員以提升

每個量度名稱的作用中
序

二百萬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超過 2000 萬個度量系列的限制，請聯
絡管理員以提高

擷取率 每秒 14 萬個樣本。您可以要求增加配
額。

超過擷取速率限制 (...)

擷取高載大小 100 萬個樣本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超過擷取突發大小限制 (...)

每個公制系列的標籤 70.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序列有太多標籤 (...) 序列:'%s'

HA 叢集上限 500 HA 叢集可用於將範例擷取至工作
區。此配額無法變更。

過多的 HA 叢集 (上限：500)

查詢範圍查詢的位元組 在單一範圍查詢中，每 24 小時間隔可
掃描 5GB。此配額無法變更。

查詢達到匯總數據大小限制

擷取的查詢區塊 在單一查詢期間可掃描 20,000,000 個
區塊。此配額無法變更。

展開序列：查詢達到最大塊數限制。
塊存儲一定時間跨度的系列原始樣
本。

擷取 可在單一查詢期間掃描 12,000,000 個
系列。此配額無法變更。

擴展序列：查詢達到最大數量的系列
限制。

查詢範例 可在單一查詢期間掃描 50,000,000 個
範例。此配額無法變更。

查詢處理會在查詢執行中將太多樣本
加載到內存中

查詢時間 在 PromQL 查詢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
間之間的 32 天。此配額無法變更。

查詢時間範圍超過限制（查詢長度：
xxx，限制：yyy）

擷取資料的保留時間 150 days. 超過此值的資料會從工作區
中刪除。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任
務

25.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超過限制。每個區域最大工作區

每個帳戶每個區域的
工作區管理 API 操
作 CreateWorkspace 
DeleteWorkspace，包
括 DescribeWorkspaces 
ListWorkspaces、、和 
UpdateWorkspaceAlias

每秒 10 次交易 (TPS)，高載限制 您可
以要求增加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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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和警示管理員配額

資源 預設配額

活動提醒 1000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提醒彙總群組 千。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警示管理程式 API 作業 
CreateAlertManagerDefinition 
DeleteAlertManagerDefinition，包括 
DescribeAlertManagerDefinition、和 
PutAlertManagerDefinition

每秒 100 次交易

警示管理員定義檔案大小 1 MB。此配額無法變更。

每個工作區大小的警示 20 MB.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抑制規則 100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警示管理員路由樹狀結構中的節點 100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規則群組評估間隔 規則群組的評估間隔不能小於 1 秒。這點無法變更。

工作區中的規則。此限制適用於工作區中
跨規則群組和命名空間的所有規則。

二零零零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規則定義檔案大小 1 MB。此配額無法變更。

警示管理員定義檔案中的範本 100 您可以要求增加配額。

擷取資料的額外配額

適用於 Prometheus 的 Amazon 受管服務也針對擷取到工作區的資料提供額外的配額。

• 拒絕擷取超過 1 小時的量度樣本。
• 每個範例和中繼資料都必須有指標名稱。
• 擷取要求中一個序列的所有標籤名稱和值合併大小上限：7168 個位元組
• 每個指標的中繼資料數目上限：10
• 擷取或查詢要求的大小上限：1 MB
• 量度中繼資料可接受的最大長度，其中包括度量名稱、HELP 和單位：1024 位元組
• 每個工作區含中繼資料的作用中指標數目上限:20,000
• 擷取指標的最長保留時間：150 天。超過此值的資料會從工作區中刪除。

AWS Proton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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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Proton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roton.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roton.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roton.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rot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proton.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roton.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proton.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proton.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proton.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roton.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roto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組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組件數目最大值

每個環境帳戶的環境帳戶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環境帳戶的環境帳戶連
線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環境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環境數目最大值

每個服務的服務的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服務的服務執行個體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帳戶的服務服務數目上
傳

版本 1.0
67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roton/quotas/L-8FBB60E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roton/quotas/L-6CC8209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roton/quotas/L-37A692E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roton/quotas/L-E8182F7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proton/quotas/L-1C8983C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QLDB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模板的模板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範本註冊的範本版本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服務和環境模板
的最大註冊模板數量合併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Proton管理員指南》中的AWS Proton配額。

亞馬遜 QLDB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QLDB 資源管理應用程式介面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qldb.us-east-2.amazonaws.com

qldb-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qldb.us-east-1.amazonaws.com

qldb-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qldb.us-west-2.amazonaws.com

qldb-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qld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qld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qld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qld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qldb.ca-central-1.amazonaws.com

qldb-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qld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ql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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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qld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QLDB 交易資料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ssion.qldb.us-east-2.amazonaws.com

session.qldb-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ssion.qldb.us-east-1.amazonaws.com

session.qldb-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ssion.qldb.us-west-2.amazonaws.com

session.qldb-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ssion.qld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ssion.qld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ssion.qld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ssion.qld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ssion.qld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ssion.qld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ssion.ql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ssion.qld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分類帳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指定區域中每個帳戶允許的
有效分類帳數目上限。

每個分類帳的 QLDB 匯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指定區域中每個帳戶每個分
類帳允許的有效匯出數目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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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分類帳的 QLDB 串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指定區域中每個帳戶每個分
類帳允許的作用中串流數目
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QLDB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QLDB 的配額。

亞馬遜 QuickSigh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QuickSigh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quicksigh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quicksigh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quicksigh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quicksigh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quicksigh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quicksigh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quicksigh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quicksigh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quicksigh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quicksigh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quicksigh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quicksigh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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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quicksigh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quicksigh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quicksigh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quicksigh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QuickSight 网站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https://us-east-2.quicksight.amazonaws.com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https://us-east-1.quicksight.amazonaws.com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https://us-west-2.quicksight.aws.amazon.com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https://ap-southeast-1.quicksight.aws.amazon.com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https://ap-southeast-2.quicksight.aws.amazon.com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https://ap-northeast-1.quicksight.aws.amazon.com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https://eu-central-1.quicksight.aws.amazon.com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https://eu-west-1.quicksight.aws.amazon.com

歐洲 (倫敦) eu-west-2 https://eu-west-2.quicksight.aws.amazon.com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PI_ 建立擷取：企業版每 24 小時期間的通
話

每個區域：32 否 浮動 24 小時視窗中建立擷取 
API 函數的呼叫數目上限。
時間週期是在目前日期與時
間之前 24 小時開始。這個
最大限度適用於使用亞馬遜 
QuickSight 企業版的AWS帳
戶。

API_ 建立擷取：標準版每 24 小時期間的通
話

每個區域：8 否 浮動 24 小時視窗中建立擷取 
API 函數的呼叫數目上限。
時間週期是在目前日期與時
間之前 24 小時開始。這個最
大限度適用於使用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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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RAM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QuickSight 標準版的AWS帳
戶。

計算欄位運算式長度 每個區域：25 否 您可以在計算欄位的運算式
中使用的字元數目最大值。

自訂動作名稱長度 每個區域：256 否 命名自訂動作時可使用的字
元數目最大值。

每個視覺的自訂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為分析中的每個視覺
效果設定的自訂動作數目上
限。

資料準備：每個資料集的欄位 每個區域：2,000 否 資料集可包含的欄位數目上
限。檔案匯入和查詢結果集
可以包含 2,000 個以上的資
料行。不過，您必須編輯資
料集設定並手動排除欄位，
直到選取或包含的欄位少於 
2,000 個為止。

顯示每個工作表控制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圖紙控制項可以顯示的不同
項目的最大數目。

每個群組的電子郵件別名，可用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任何群組中 QuickSight 傳送
電子郵件報告的成員數目上
限。如果您嘗試將報告傳送
給較大的群組，則報表會失
敗。

每個指定的控制項值的字元數目 每個區域：200,000 否 您輸入以在圖紙控制項內顯
示的項目中使用的最大字元
數。一個例子是為下拉列表
指定的值。這不適用於從數
據集創建的值。

視覺效果的查詢逾時 每個區域：120 秒 否 QuickSight 等待資料庫完成
資料傳送的時間量上限。這
適用於由視覺效果啟動的查
詢。

等待資料集預覽的時間量上限 每個區域：45 秒 否 QuickSight 等待資料預覽完
成載入的時間量上限。

URL 動作超連結長度 每個區域：2,048 否 定義為 URL 動作的自訂動
作的超連結 (URL) 中允許的
最大字元數。這包括您包含
的不同參數的連結的所有變
體。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版本 1.0
67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RAM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am.us-east-2.amazonaws.com

ra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am.us-east-1.amazonaws.com

ra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am.us-west-1.amazonaws.com

ram-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am.us-west-2.amazonaws.com

ra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am.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am.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am.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a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a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am.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a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a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am.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a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a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am.ca-central-1.amazonaws.com

ram-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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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a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am.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am.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am.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am.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am.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am.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am.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am.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am.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am.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am.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a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自訂權限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500

是 自訂權限的數量上限。

每種資源類型的自訂權限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您可以根據資源類型建立的
自訂權限數目上限。

待處理的邀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擱置邀請的數量上限。

主要關聯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0 個

是 主資料僅供參與者關聯的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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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源共用的主參與者關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您可以在資源共用中指定的
主參與者數目上限。

資源關聯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0 個

是 資源關聯的資源數量上限。

每個資源共用的資源關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資源共用中可包含的數量上
限。

資源共用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000 個

是 資源共用的數量上限。

備註

• 擱置邀請數量的配額僅適用於傳送與不屬於寄件者AWS組織的帳戶共用的帳戶。
• 接收帳戶可以擁有多少邀請擱置中，沒有配額。
• 如果在屬於相同AWS組織的帳號之間共用，且該組織內的資源共用已開啟，AWS則不會使用邀請

函。

Amazon Redshif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Redshift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dshift.us-east-2.amazonaws.com

redshif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dshift.us-east-1.amazonaws.com

redshif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edshift.us-west-1.amazonaws.com

redshif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dshift.us-west-2.amazonaws.com

redshif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edshif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edshif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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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edshift.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edshift.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edshift.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dshif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edshift.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dshif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dshif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dshif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dshif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dshift.ca-central-1.amazonaws.com

redshif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dshif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dshif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dshif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edshift.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dshif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edshift.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dshif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edshift.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edshif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edshif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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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edshif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edshift.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edshif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Redshift 無伺服器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dshift-serverles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dshift-serverles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edshift-serverles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dshift-serverles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dshift-serverles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dshift-serverles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dshift-serverles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dshift-serverles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dshift-serverles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dshift-serverles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dshift-serverles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dshift-serverles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dshift-serverles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dshift-serverles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版本 1.0
68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Redshif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dshift-serverles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Redshift 資料料料料料 shif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dshift-data.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dshift-data.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edshift-data.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dshift-data.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edshift-data.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edshift-data.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edshift-data.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edshift-data.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edshift-data.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dshift-data.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edshift-data.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dshift-data.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dshift-data.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dshift-data.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dshift-data.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dshift-data.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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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dshift-data.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dshift-data.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dshift-data.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edshift-data.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dshift-data.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edshift-data.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dshift-data.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edshift-data.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edshift-data.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edshift-data.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edshift-data.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edshift-data.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edshift-data.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Red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qlworkbench.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qlworkbench.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qlworkbench.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qlworkbench.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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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qlworkbench.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qlworkbench.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qlworkbench.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qlworkbench.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qlworkbench.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qlworkbench.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qlworkbench.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qlworkbench.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qlworkbench.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qlworkbench.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qlworkbench.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qlworkbench.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qlworkbench.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qlworkbench.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qlworkbench.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qlworkbench.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qlworkbench.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qlworkbench.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qlworkbench.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qlworkbench.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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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qlworkbench.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亞 Amazon Redshift 管理指南中的配額和限制。

Amazon Rekognition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Rekognition API 操作 (不包括串流 API 操作) 可在下列區域和端點使用：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kognition.us-east-2.amazonaws.com

rekognition-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kognition.us-east-1.amazonaws.com

rekognition-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ekognition.us-west-1.amazonaws.com

rekognition-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kognition.us-west-2.amazonaws.com

rekognition-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kognition.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kognition.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kognition.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kognition.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kognition.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kognition.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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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rekognition-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kognition.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kognition.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kognition.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ekognition.us-gov-west-1.amazonaws.com

rekognition-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馬遜重新認知串流端點

Amazon Rekognition 串流 API 操作可在下列區域和端點使用：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US East (N. Virginia) us-east-1 streaming-
rekognition.us-
east-1.amazonaws.com

streaming-
rekognition-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WSS

WSS

US West (Oregon) us-west-2 streaming-
rekognition.us-
west-2.amazonaws.com

streaming-
rekognition-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WSS

WSS

Asia Pacific (Mumbai) ap-south-1 streaming-
rekognition.ap-
south-1.amazonaws.com

WSS

Asia Pacific (Tokyo) ap-northeast-1 streaming-
rekognition.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WSS

Europe (Ireland) eu-west-1 streaming-
rekognition.eu-
west-1.amazonaws.com

WSS

以下是某些 Amazon Rekognition 功能和AWS區域的差異。

Amazon Rekognition Video 媒體 API

Amazon Rekognition Video 串流 API 在下列區域提供，視建立. 時指定的設定而定 StreamProcessor。

標籤偵測 (ConnectedHom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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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亞太區域 (孟買)
• 歐洲 (愛爾蘭)

臉孔搜尋 (FaceSearch) 應用程式介面：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亞太區域 (東京)
• 歐洲 (法蘭克福)
• 歐洲 (愛爾蘭)

亞馬遜自定義標籤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只在以下區域提供。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歐洲 (愛爾蘭)
• 歐洲 (倫敦)
• 歐洲 (法蘭克福)
• 亞太區域 (孟買)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 亞太區域 (雪梨)
• 亞太區域 (東京)
• 亞太區域 (首爾)

加拿大 (中部) 區域

加拿大 (中部) 區域僅支援下列作業。

• CompareFaces
• CreateCollection
• DeleteCollection
• DeleteFaces
• DescribeCollection
• DetectFaces
• IndexFaces
• ListCollections
• ListFaces
• SearchFaces
• SearchFacesBy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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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rekognition/latest/APIReference/API_CompareFa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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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這些作業只能透過AWS CLI 或 SDK 使用，因為加拿大 (中部) 區域目前不提供這些作業的主控台體
驗。

Service Quotas
此頁面上列出的配額為預設值。您可以使用 SupAWS port 中心請求提高配額。若要申請增加 Amazon 重新
認知交易每秒 (TPS) 限制的配額，請依照 Amazon Rekognition 開發人員指南中預設配額中的指示進行。

配額提高只會影響您發出請求的特定 API 作業。其他 API 操作和區域不受影響。

資源 預設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影像資料平面操作的每個帳戶每秒交易數：

• DetectLabels
• DetectModerationLabels
• DetectText
• GetCelebrityInfo
• IndexFaces
• ListFaces
• RecognizeCelebrities
• SearchFaces
• SearchFacesByImage

• 美國東部 (俄亥俄亥俄亥俄) 區
域 — 5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 
— 50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區
域 — 5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 50 
萬個

• Asia Pacific (孟買) 區域 — 5
• 亞太區域 (首爾) — 5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Region
• Asia Pacific (Sydney) Region 5
• 亞太 (Tokyo) —5
• 加拿大 (中部) — 5 (如需支

援的作業，請參閱服務端
點 (p. 687))。

• 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5
• 歐洲 (愛爾蘭) 區域 — 50 萬個
• 歐洲 (倫敦) 區域 — 5
•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 

5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影像資料平面操作的每個帳戶每秒交易數：

• CompareFaces
• DetectFaces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區域 — 25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 

— 100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Region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 100
• Asia Pacific (孟買) 區域 — 25
• Asia Pacific (首爾) Region 25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 25
• Asia Pacific (Sydney) Region 

— 25
• Asia Pacific (Tokyo) Region — 

25
• 加拿大 (中部) — 25 (如需

支援的作業，請參閱服務端
點 (p.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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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預設
• 歐洲 (法蘭克福) —25
• 歐洲 (愛爾蘭) — 100
• 歐洲 (倫敦) 區域 — 25
•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 

25

個人防護裝備資料平面操作的每個帳戶每秒的交易：

• DetectProtectiveEquipment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映像支援的每
個區域 — 5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影像控制平面作業的每個帳戶每秒交易數：

• CreateCollection
• DeleteCollection
• DeleteFaces
• DescribeCollection
• ListCollections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映像支援的每
個區域 — 5

每個帳戶對個別儲存的視訊開始操作的每秒交易數：

• StartCelebrityRecognition
• StartContentModeration
• StartFaceDetection
• StartFaceSearch
• StartLabelDetection
• StartPersonTracking
• StartTextDetection
• StartSegmentDetection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影片支援的每
個區域 — 5

StartCelebrityRecognition在
中不可用AWS GovCloud (US)。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影片儲存的視訊，每個帳戶每秒的交易數取
得操作：

• GetCelebrityRecognition
• GetContentModeration
• GetFaceDetection
• GetFaceSearch
• GetLabelDetection
• GetPersonTracking
• GetTextDetection
• GetSegmentDetection

• 美國東部 (俄亥俄亥俄亥俄) 區
域 — 5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 
— 20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區
域 — 5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 20
• Asia Pacific (孟買) 區域 — 5
• 亞太區域 (首爾) — 5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Region
• Asia Pacific (Sydney) Region 5
• 亞太 (Tokyo) —5
• 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5
• 歐洲 (愛爾蘭) 區域 — 20
• 歐洲 (倫敦) 區域 — 5
•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 20 
(GetCelebrityRecognition此
區域不提供。)

每個帳戶的已儲存視訊工作數量上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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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預設

每一帳戶可同時存在的串流視訊串流處理器數量上限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影片支援的每
個區域 — 10,000

每個帳戶可同時處理的臉部搜尋串流處理器數目上限 在 Amazon Rekognition Video 支
援臉部搜尋串流處理器的每個區
域 — 10

每個帳戶可同時處理的最大標籤偵測串流處理器數量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200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40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200
• 亞太區域 (孟買) — 40
• 歐洲 (愛爾蘭) — 40

每個帳戶對個別串流視訊操作的每秒交易數：

• CreateStreamProcessor
• DeleteStreamProcessor
• DescribeStreamProcessor
• StartStreamProcessor
• UpdateStreamProcessor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影片支援的每
個區域 — 20

停止串流視訊作業的每帳戶每秒交易數：

• StopStreamProcessor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影片支援的每
個區域 — 1

Amazon 重新認知活力 API 作業每個帳戶的每秒交易數：

• CreateFaceLivenessSession
• StartFaceLivenessSession
• GetFaceLivenessSessionResults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25
• 歐洲 (愛爾蘭) — 5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25
• 亞太區域 (孟買) — 5
• 亞太 (Tokyo) —5

列出串流影片作業的每帳戶每秒交易數：

• ListStreamProcessors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影片支援的每
個區域 — 5

資源標記作業的每帳號每秒交易數：

• ListTagsForResource
• TagResource
• UntagResource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映像支援的每
個區域 — 10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資料平面操作的每個帳戶每秒交易
數：

• DetectCustomLabels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自訂標籤支援
的所有區域中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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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預設

個別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控制平面操作的每個帳戶每秒交易
數：

• CopyProjectVersion
• CreateDataset
• CreateProject
• CreateProjectVersion
• DeleteDataset
• DeleteProject
• DeleteProjectPolicy
• DeleteProjectVersion
• DescribeDataset
• DescribeProjects
• DescribeProjectVersions
• DistributeDatasetEntries
• ListDatasetEntries
• ListDatasetLabels
• ListProjectPolicies
• PutProjectPolicy
• StartProjectVersion
• StopProjectVersion
• UpdateDatasetEntries

在亞馬遜重新認知自訂標籤支援
的每個區域 — 5

每個帳戶的 Amazon Rekognition 數量上限。 100

每個專案的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模型數目上限。 100

每個帳戶可同時執行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訓練任務的數目上
限。

• 亞太區域 (雪梨) 以外的所有區
域 — 2

• 亞太區域 (雪梨) — 1

每個帳戶可同時使用的 Amazon Rekognition 臉部活力工作階段數目上
限。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75
• 歐洲 (愛爾蘭) — 15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75
• 亞太區域 (孟買) — 15
• Asia Pacific (Tokyo) Region — 

15

每個帳戶同時執行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模型的最大數量。 2

每個啟動模型的最大推論單位。 5

每個資料集的影像數目上限。 250,000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Registry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Rekognition 以及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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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rekognition/latest/dg/lim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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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RD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ds.us-east-2.amazonaws.com

rds-fips.us-east-2.api.aws

rds.us-east-2.api.aws

rd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ds.us-east-1.amazonaws.com

rds-fips.us-east-1.api.aws

rd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rds.us-ea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ds.us-west-1.amazonaws.com

rds.us-west-1.api.aws

rd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rds-fips.us-west-1.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ds.us-west-2.amazonaws.com

rd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rds.us-west-2.api.aws

rds-fips.us-west-2.api.aw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ds.af-south-1.amazonaws.com

rds.af-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ds.ap-east-1.amazonaws.com

rds.ap-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d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d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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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d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ds.ap-south-1.amazonaws.com

rds.ap-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d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rds.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d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rds.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d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rds.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d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rds.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d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rds.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ds.ca-central-1.amazonaws.com

rds.ca-central-1.api.aws

rds-fips.ca-central-1.api.aws

rds-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ds.eu-central-1.amazonaws.com

rds.eu-central-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ds.eu-west-1.amazonaws.com

rds.eu-west-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ds.eu-west-2.amazonaws.com

rds.eu-west-2.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ds.eu-south-1.amazonaws.com

rds.eu-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ds.eu-west-3.amazonaws.com

rds.eu-west-3.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d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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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ds.eu-north-1.amazonaws.com

rds.eu-north-1.api.aws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d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ds.me-south-1.amazonaws.com

rds.me-south-1.api.aws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d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ds.sa-east-1.amazonaws.com

rds.sa-east-1.api.aw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d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d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RDS Performance Insigh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pi.us-east-2.amazonaws.com

pi-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pi.us-east-1.amazonaws.com

pi-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pi.us-west-1.amazonaws.com

pi-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pi.us-west-2.amazonaws.com

pi-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pi.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pi.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pi.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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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RD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pi.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pi.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pi.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pi.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pi.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pi.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pi.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pi.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pi.ca-central-1.amazonaws.com

pi-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pi.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pi.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pi.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pi.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pi.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pi.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pi.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pi.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pi.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pi.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pi.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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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RD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pi.us-gov-east-1.amazonaws.com

pi-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pi.us-gov-west-1.amazonaws.com

pi-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授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安全
群組授權數

自訂引擎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
許的自訂引擎版本數量上限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叢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 Aurora 叢集數量上限

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允許
地的資料庫執行個體數量上
限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數量上
限

資料 API HTTP 要求主體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MB

否 HTTP 請求內文允許的大小
上限。

資料 API 並行叢集密碼配對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目前帳戶和 AWS 區域的並
行資料 API 請求中 Aurora 
無伺服器資料庫叢集與秘密
的唯一配對數量上限。

資料 API 並行請求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對 Aurora 無伺服器資料庫叢
集提出的資料 API 請求數量
上限，這些請求使用相同的
秘密，且系統會同時處理這
些請求。其他請求會排入佇
列，並在同處理序請求完成
時進行處理。

資料 API 結果集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資料 API 可傳回的資料庫結
果集大小上限。

JSON 回應字串的資料 API 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MB

否 RDS 資料 API 傳回的簡化 
JSON 回應字串大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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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RD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的資料 API 請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000

否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每秒對資料 API 提
出請求的數量上限。

事件訂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事件訂閱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 IAM 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與資料庫叢集相關聯之 IAM 
角色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執行個體的 IAM 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與資料庫執行個體相關聯的 
IAM 角色數量上限

手動資料庫叢集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手動資料庫叢集快照的數量
上限

資料庫執行個體手動快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手動資料庫執行個體快照的
數量上限

選項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選項群組的數量上限

參數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參數群組的數量上限

代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的代理數量上限

每個主要項目的僅供讀取複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是 每個主資料庫執行個體的僅
供讀取複本數量上限 此配額
無法針對 Amazon Aurora 調
整。

預留資料庫執行個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 AWS 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的保留資料庫執行
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安全群組的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安全群組的規則
上限

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資料庫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安全群組 (VPC)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每個 Amazon VPC 之資料庫
安全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資料庫子網路群組的子
網路數目上限

每個資源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 Amazon RDS 資源的標
籤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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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Hub Hub 支援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所有資料庫執行個體的儲存總量 所有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GB

是 EBS 磁碟區上所有 Amazon 
RDS 資料庫執行個體加在
一起的儲存體總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此配額不適用於 
Amazon Aurora，因為其中
每個資料庫叢集的叢集磁碟
區上限為 128 TiB。

AWS Resilience Hub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siliencehub.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siliencehub.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resiliencehub.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siliencehub.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esiliencehub.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esiliencehub.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siliencehu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siliencehu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siliencehu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siliencehu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siliencehu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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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siliencehu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siliencehu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siliencehu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siliencehu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esiliencehub.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siliencehub.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siliencehub.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esiliencehub.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esiliencehu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要匯入的AWS CloudFormation 堆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AWS帳戶可為指定應用
程式匯入的最大AWS 
CloudFormation 堆疊數

每個應用程式的應用元件數 每個個個個 是 指定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元
件數目上限

每個資源的應用程式元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指定資源的AWS帳號可擁有
的應用程式元件數目上限

要匯入的 EKS 叢集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AWS帳戶可以為指定的應用
程式匯入的最大數量上限。

復原原則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AWS帳戶在目前區域中可建
立的最大恢復原則數目

要匯入的地形狀態檔案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AWS帳戶可以為給定應用程
序導入的 Terraform 狀態文
件的最大數量

申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AWS帳戶可以在當前區域中
創建的最大應用程序數

每月每份申請的評估次數 每個個個個個 是 AWS帳戶在指定月份可針對
特定應用程式執行的最大評
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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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Explor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並行評估次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帳戶可以執行的並AWS行評
量上限

每個應用程式的同時評量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AWS帳戶可針對指定應用程
式執行的最大並行評估數

每個帳戶同時建議範本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AWS帳戶可同時建立的建議
範本數目上限

每個應用程式同時建議範本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AWS帳戶可為指定應用程式
建立的建議範本數目上限

要為 EKS 叢集匯入的命名空間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AWS帳戶可以匯入的每
個 EKS 叢集的命名空間數目
上限。

每月每個應用程式的建議範本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AWS帳戶在指定月份可為指
定應用程式建立的建議範本
數目上限

每個應用程式的資源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給定的資源上限

過去評估/建議的保留期限 (以天為單位) 每個個個個 否 過去評估/建議的保留期限 
(以天為單位)

過去建議範本的保留期 (以天為單位) 每個個個個 否 過去建議範本的保留期 (以天
為單位)

範本大小 (位元組) 每個個個個個 否 以字節為單位的範本大小上
限

地形狀態檔案大小上限 每個個個 否 地形狀態檔案的最大匯入大
小限制

AWS Resource Explorer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source-explorer-2.us-east-2.api.aw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source-explorer-2.us-east-1.api.aw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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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Explore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resource-explorer-2.us-west-1.api.aw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source-explorer-2.us-we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source-explorer-2.ap-south-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esource-explorer-2.ap-northeast-3.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source-explorer-2.ap-nor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source-explorer-2.ap-southeast-1.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source-explorer-2.ap-southeast-2.api.aw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source-explorer-2.ap-northeast-1.api.aw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source-explorer-2.ca-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source-explorer-2.eu-central-1.api.aw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source-explorer-2.eu-west-1.api.aw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source-explorer-2.eu-west-2.api.aw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source-explorer-2.eu-west-3.api.aw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source-explorer-2.eu-north-1.api.aw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esource-explorer-2.sa-east-1.api.aws HTTPS

Service Quotas
您的每個配額都AWS 帳戶有預設配額AWS 服務。除非有說明，否則配額都是區域。您可以要求提高某些配
額，而其他配額無法提高。

若要檢視的配額AWS Resource Explorer，請開啟 Service Quotas。在導覽窗格中 AWS 服務，選擇AWS 
Resource Explorer。

若要請求增加配額，請參閱 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請求提高配額。如果 Service Quotas 中尚未提
供配額，請使用增加服務配額表單。

以下是「資源總管」的預設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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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配額 預設值

在一個中的視圖數AWS 區域 10

作業的速率限制 預設值

每秒搜尋作業上限 5

每秒非搜尋作業上限 3

每月彙總區域中的搜尋作業上限 10,000

每月本地區域的搜尋作業上限 500

AWS Resource Groups和標記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AWS Resource Groups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esource-groups.us-east-2.amazonaws.com

resource-group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esource-groups.us-east-1.amazonaws.com

resource-group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esource-groups.us-west-1.amazonaws.com

resource-group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esource-groups.us-west-2.amazonaws.com

resource-group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esource-grou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esource-grou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esource-group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esource-group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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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esource-group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esource-grou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esource-group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esource-grou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esource-grou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esource-grou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esource-grou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esource-grou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esource-grou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esource-grou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esource-grou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esource-grou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esource-grou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esource-group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esource-group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esource-group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esource-grou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esource-group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esource-grou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esource-grou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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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esource-grou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Resource Groups 的服務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資源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此帳戶中建立的資
源群組數量上限。資源群組
是符合特定條件的AWS資源
集合。

標記

的服務端點AWS Resource Groups Tagging API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agging.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agging.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tagging.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agging.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taggin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taggin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taggin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taggin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taggin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tagging.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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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taggin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aggin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tagging.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agging.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tagging.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agging.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agging.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agg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aggin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taggin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taggin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taggin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tagging.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taggin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taggin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taggin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taggin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tagging.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agging.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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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服務配額 (標籤編輯器和 Resource Groups 標記 API)

名稱 預設

每個資源的標籤 50 個使用者建立的標籤 (AWS建
立的標籤不會計入此限制)

標籤鍵名稱 UTF-8 中最多可使用 128 個 
Unicode 字元。

允許的字元包括：字母、數字和
空格，以及下列字元：

_ . : / = + - @

密鑰名稱不能以開頭，aws:因為
它是保留的。

Note

某些AWS服務有一些額
外的字符或長度限制。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特定
服務的文件。

標籤值 0 個 UTF-8 形式的 Unicode 字元
數上限為 256 個形式的 Unicode 
字元。

允許的字元包括：字母、數字和
空格，以及下列字元：

_ . : / = + - @

Note

某些AWS服務有一些額
外的字符或長度限制。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特定
服務的文件。

呼叫 GetResourcesAPI 作業的速
率

每秒最多 15 個呼叫

呼叫下列 API 作業的速率：

• TagResources
• UntagResources
• GetTagKeys
• GetTagValues

每秒 5 個

Note

這些限制目前無法使用「Service Quotas」主控台調整。聯絡 AWS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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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RoboMak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obomak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obo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obo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obomak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obomak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obomak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obomak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obomak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批次逾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4

否 模擬工作批次的逾時時間上
限 (天數)

同時進行 GPU 模擬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目前區域中，您在此帳戶所
執行的 GPU 模擬任務的最
大數量。

同時世界出口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此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執行的並行全球匯出工
作數目上限。

並發的世界一代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此區域中，您可以在此帳
戶中執行的並行世界產生工
作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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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並行部署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執行的並行部署工作
數量上限。

並行模擬任務批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執行的並行模擬任務
批次數量上限。

並行模擬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執行的並行模擬工作
數量上限。

機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機群數量上
限。

GPU 模擬 Job 建立率 (每分鐘)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每分可進行 GPU 
模擬任務的最大數量。

批次逾時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指定給模擬任務批
次的逾時下限 (以分鐘為單
位)。

最低模擬持續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指定給模擬任務的
最低持續時間 (以分鐘為單
位)。

機器人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機器人應用程
式數量上限。

機器人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機器人數量上
限。

每個機群的機器人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註冊到機群的機器人
數量上限。

每分鐘模擬 Job 建立率 us-east-1

us-west-2:10

每個支援的區域：5

否 目前區域中每分可在目前區
域中每分可進行模擬任務的
最大數量。

模擬應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您可以在此
帳戶中建立的模擬應用程式
數量上限。

模擬持續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4

否 模擬任務可以執行的持續時
間上限 (以天為單位)，包括
重新啟動。

每個批次的模擬任務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可以在 
StartSimulationJobBatch 通
話中提交的模擬任務請求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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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來源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機器人應用程式或模擬應用
程式的任何來源的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各機器人應用的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針對機器人應用程式
建立的版本數量上限。

每個模擬應用程式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針對模擬應用程式建
立的版本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世界範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是 您可以在此區域中在此帳戶
中建立的世界範本數目上
限。

每個匯出 Job 的世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世界匯出工作要求中的世界
數目上限。

世界每一代 Jo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世界一代工作請求中的最大
世界數量。

Red Hat OpenShift Service on AWS端點和配額
Red Hat OpenShift Service on AWS(ROSA) 目前不支援透過程式設計方式存取服務端點AWS CLI。以下是
此服務的AWS 區域和服務配額。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是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 帳戶。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配額。

服務端點
Important

Red Hat OpenShift Service on AWS目前不支援透過程式設計方式存取服務端點AWS CLI。以下是 
ROSAAWS 區域 可用的地方。

區域名稱 區域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us-west-1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非洲 (開普敦) af-south-1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southeast-3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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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歐洲 (倫敦) eu-west-2

歐洲 (米蘭) eu-south-1

歐洲 (巴黎) eu-west-3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中東 (巴林) me-south-1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Service Quotas
ROSA 使用服務配額用於 Amazon EC2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和 Elastic Block 存放區 (Amazon Elastic Block) 和 EElastic Load 
Balancing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這些配額列在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的對應命名空間
中。

對於下表中的 Amazon EC2 和 Amazon EBS 配額，ROSA 需要的配額高於預設服務提供的配額。若要使用 
ROSA，您可能需要對這些配額請求提高這些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
中的請求提高配額。

Important

對於隨需的標準 (A、C、D、H、I、M、R、T、Z) Amazon EC2 Elastic 執行個體，5 個 vCPUs 的
預設值不足以建立 ROSA 叢集。ROSA 需要 100 個或以上的 vCPUs 才能建立叢集。如果您沒有增
加此配額，叢集建立會失敗。若要增加配額，請開啟「Service Quotas」主控台並要求增加配額。

名稱 服務代碼 預設 最低要求 可調整 描述

執行中隨
需的標準 
(A、C、D、H、I、M、R、T、Z) 
執行個體

ec2 5 100 是 指派給執行中
隨需的標準 
(A、C、D、H、I、M、R、T、Z) 
執行個體。

5 個 vCPUs 
的預設值不足
以建立 ROSA 
叢集。ROSA 
需要 100 個 
vCPUs 才能建
立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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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服務代碼 預設 最低要求 可調整 描述

適用於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
區，以 TiB 為
單位

ebs 50 300 是 可在此區域的
一般用途 SSD 
(gp3) 磁碟區佈
建的最大彙總儲
存容量 (TiB)。

需要 300 TiB 的
儲存裝置才能達
到最佳效能。

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的
儲存體 (以 TiB 
為單位)

ebs 50 300 是 此區域中可在
一般用途 SSD 
(gp2) 磁碟區佈
建的最大彙總儲
存容量 (TiB)。

需要 300 TiB 的
儲存裝置才能達
到最佳效能。

以 TiB 為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的儲存體 
(以 TiB 為單位)

ebs 50 300 是 可在此區域中佈
建的 IOPS SSD 
(io1) 磁碟區之
間佈建的最大
彙總儲存容量 
(TiB)。

需要 300 TiB 的
儲存裝置才能達
到最佳效能。

Note

預設值是由 AWS 設定的初始配額。這些預設值與實際套用的配額值和可能的服務配額上限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ervice Quotas 使用者指南》中的 Service Quotas 術語。

ROSA 對 Amazon Elastic VPC、Amazon VPC、Amazon VPC、Amazon Elastic VPC、Amazon Elastic 
Load Balancing 和 Elastic Load Balancing。

Amazon EC2

• EC2-VPC 彈性 IP

Amazon VPC

• 每個區域的 VPC 數
• 每個區域的網路介面
• 每個區域的網際網路

Amazon EBS

• 每個區域的快照
• 適用於佈建 IOPS SSD (io1) 磁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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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Load Balancing

• 每個區域的應用程式平衡器
• 每個區域的 Classic Load Balancing

Amazon Route 53 終端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託管區域、記錄、運作狀態檢查，DNS 查詢日誌、可重複使用的委派集，流量政
策，以及成本分配標籤

當您使用AWS CLI或 SDK 提交請求時，您可以不指定區域和端點，或指定適用的區域：

• 北京、寧夏AWS地區以外地區的 Route 53：指定 us-East -1 為地區。
• 北京和寧夏區域的 Route 53：指定 CN-西北 -1。

當您使用 Route 53 API 提交請求時，請使用與上述相同的區域來簽署請求。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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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oute5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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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網域註冊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oute53domai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Route 53 Resolver 的請求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oute53resolv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oute53resolv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oute53resolv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oute53resolv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oute53resolv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oute53resolv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oute53resolv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oute53resolv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oute53resolv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oute53resolv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oute53resolv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oute53resolv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oute53resolv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oute53resolv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oute53resolv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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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oute53resolv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oute53resolv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oute53resolv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oute53resolv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oute53resolv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oute53resolv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oute53resolv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oute53resolv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oute53resolv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oute53resolv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oute53resolv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oute53resolv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oute53resolv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Route 53 auto 命名的要求
亞馬遜 Route 53 auto 命名已作為一個單獨的服務發布，AWS Cloud Map. 如需服務端點的清單，請參閱 服
務端點 (p. 131)。如需 AWS Cloud Map 文件，請參閱 AWS Cloud Map 文件。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可以與私有託管區域關聯的 Amazon VPC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是 可與私有託管區域關聯之 
Amazon VPC 的數量

可讓您將 VPC 與其他帳戶建立的託管區域
建立關聯的授權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建立的授權數目上
限，讓您將使用一個帳戶建
立的 VPC 與使用另一個帳戶
建立的託管區域建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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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集合的 CIDR 區塊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 CIDR 收集可建立的 
CIDR 區塊數量

CIDR 集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為每個帳戶建立的 
CIDR 收集數目上限

計算的運作狀態檢查可監控的子級運作狀態
檢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5

否 計算的健康狀態檢查可監控
的兒童健全狀況檢查數目上
限

網域數量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註冊的最
大網域數量

具有相同名稱和類型的地理位置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建立具有地理位置路
由原則且具有相同名稱和類
型的記錄數目上限

具有相同名稱與類型的近似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您可以建立具有地理鄰近路
由策略且具有相同名稱和類
型的記錄數目上限

運作狀態檢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建立的運
作狀態檢查數量

託管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建立的託
管區域數量

可以使用相同可重複使用委派組的託管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可使用相同可重複使用委派
集的託管區域數量

每個託管區域的金鑰簽章金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個託管區域可建立的金鑰
簽署金鑰簽署金鑰金鑰數量

具有相同名稱和類型的多值答案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建立具有多值回應路
由策略且具有相同名稱和類
型的記錄數目上限

每個託管區域的查詢日誌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託管區域可以建立的查
詢日誌組態數量

每個託管區域的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您可以在託管區域中建立的
記錄數量

可重複使用的委派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建立的可
重複使用委派集數量

交通流量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建立的流
量政策數量

交通流量政策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使用此帳戶建立的流
量政策記錄數量

每個流量政策的流量政策版本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根據流量政策建立的
流量原則版本數目上限

記錄中的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

否 您可以新增至記錄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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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具有相同名稱和類型的加權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建立具有加權路由原
則且具有相同名稱和類型的
記錄數目上限

Route 53 Resolver 的配額如下。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 Resolver 規則與每個AWS區域
的 VPC 間的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AWS區域的解析器規則
與 VPC 之間的最大關聯數

每個 VPC 的 DNS Firewall 規則群組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與 VPC 建立關聯的 DNS 
防火牆規則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的 DNS 防火牆規則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區域的 DNS 防火墻規則
群組數量。

每個帳戶的網域列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帳戶的網域清單數目上限。

從 S3 匯入的檔案中的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您可以從存放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的單個檔案匯入的
網域數量。

每個帳戶的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您可以在帳戶的所有網域清
單中指定的網域數目上限。

每個 Resolver 端點的 IP 地址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每個 Resolver 端點的最高 
IP 地址數量

每個AWS區域的最大解析器端點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是 每個AWS區域的解析器端點

每個AWS區域的解析器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AWS區域的最大解析器
規則數

DNS Firewall 規則群組中的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DNS Firewall 規則群組中規
則的數量上限。

每個 Resolver 規則的目標 IP 地址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否 每個解析器規則的目標 IP 位
址數目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Route 53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Route 53 配額。

Amazon Route 53 Application Recovery Controller 的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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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移位

對於 Route 53 ARC 區域移位 API，請使用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rc-zonal-shift.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rc-zonal-shif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rc-zonal-shift.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rc-zonal-shift.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rc-zonal-shift.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rc-zonal-shift.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rc-zonal-shift.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rc-zonal-shift.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rc-zonal-shif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rc-zonal-shift.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rc-zonal-shif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rc-zonal-shif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rc-zonal-shif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rc-zonal-shift.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rc-zonal-shift.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rc-zonal-shif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rc-zonal-shif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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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arc-zonal-shif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rc-zonal-shift.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rc-zonal-shif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rc-zonal-shift.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rc-zonal-shift.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rc-zonal-shift.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rc-zonal-shift.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rc-zonal-shift.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rc-zonal-shift.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區域功能

當您使用AWS CLI或 SDK 透過 Route 53 ARC 復原準備程式 API (用於整備檢查)、復原控制設定 API 或復
原叢集 API (用於路由控制) 提交要求時，您必須指定AWS 區域為us-west-2。

對於 Route 53 ARC 恢復準備 API（用於整備檢查）或恢復控制配置 API，請分別使用以下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區域

us-west-2 路由 53 恢復無法讀取.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區域

us-west-2 路線 53-recovery-control-config. 亞馬遜 HTTPS

對於 Route 53 ARC 復原叢集 API，除了將區域指定為之外us-west-2，您還必須指定五個區域叢集端點之
一。您指定的端點必須以 Route 53 ARC 叢集為目標，該叢集裝載您要取得或更新其狀態的路由控制項。

Route 53 會為下列五個區域的每個叢集建立端點：美國東部 (美國東部) (us-east-1)、歐洲 (愛爾蘭) (歐洲-
西部-1)、歐洲 (倫敦-美國-西部 2)、亞太區域 (東京)、Apoute 53)、歐洲 (愛爾蘭) (歐洲-西部-2)、Amazon 
Recovery 53)、歐洲 (Route 53)、Amazon Route 53 為每個叢集建立端點。最佳做法是重試每個可用的叢集
端點。若要進一步了解，請參閱 Amazon Route 53 應用程式復原控制器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 API 取得和
更新路由控制狀態和 Amazon Route 53 應用程式復原控制器的最佳實務。

以下是 Route 53 ARC 中區域叢集端點的範例。

端點 區域

https://aaaaaaaa.route53-recovery-cluster.eu-west-1.amazonaws.com eu-w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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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 區域

https://bbbbbbb.route53-recovery-clust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northeast-1

https://ccccccc.route53-recovery-cluster.us-west-2.amazonaws.com us-west-2

https://ddddddd.route53-recovery-cluster.us-east-1.amazonaws.com us-east-1

https://eeeeeee.route53-recovery-clust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southeast-2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Route 53 Application Recovery Controller 開發人員指南中 Amazon Route 
53 Application Recovery Controller 開發人員指南

亞馬遜 SageMaker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下表提供 Amazon 針對訓練和部署模型所 SageMaker 支援的區域特定端點清單。這包含建立和管理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培訓工作、模型、端點組態及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api.sagemaker.us-east-2.amazonaws.com

api-fips.sagemak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pi.sage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api-fips.sage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api.sagemaker.us-west-1.amazonaws.com

api-fips.sagemak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pi.sage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api-fips.sage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pi.sagemak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i.sagemak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i.sagemak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i.sagemak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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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i.sagemak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i.sagemak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i.sagemak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i.sagemak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i.sagemak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i.sagemak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api.sagemak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api.sagemak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api.sagemak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api.sagemak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api.sagemak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api.sagemak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api.sagemak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api.sagemak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api.sagemak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api.sagemak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api.sagemak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api.sagemak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api.sagemak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api.sagemak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api-fips.sagemak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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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提供 Amazon SageMaker 支援針對中託管的模型提出推論請求的區域特定端點清單 SageMake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runtime.sagemaker.us-east-2.amazonaws.com

runtime-fips.sagemaker.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runtime.sage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runtime-fips.sage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runtime.sagemaker.us-west-1.amazonaws.com

runtime-fips.sagemaker.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runtime.sage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runtime-fips.sagemaker.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runtime.sagemak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runtime.sagemak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runtime.sagemak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runtime.sagemaker.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runtime.sagemak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runtime.sagemaker.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runtime.sagemaker.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runtime.sagemaker.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runtime.sagemaker.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runtime.sagemaker.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runtime.sagemak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runtime.sagemak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runtime.sagemak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runtime.sagemak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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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米蘭) eu-south-1 runtime.sagemak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runtime.sagemak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runtime.sagemak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runtime.sagemak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runtime.sagemak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runtime.sagemak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runtime.sagemak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runtime.sagemak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runtime.sagemak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runtime.sagemaker.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視您的活動和資源使用量而定，Amazon SageMaker 配額可能與下表中列出的預設 SageMaker 配額不同。
此頁面中的預設配額是以新帳號為基礎。如果您遇到超過配額的錯誤訊息，請使用 Service Quotas 主控台要
求提高配額。如需如何請求提高配額的詳細說明，請參閱請求提高配額。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在 ml.m5.4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畫布應
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

是 在 ml.m5.4 x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的畫布應用程式

在系統實例上運行的畫布應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

是 在系統實例上運行的畫布應
用

處理任務的最長執行時間 每個支援的區域：
432,000 秒 432,000 
秒

否 處理任務的最長執行時間

培訓工作的最長執行時間 每個支援的區域：
432,000 秒 432,000 
秒

否 培訓工作的最長執行時間

AutoML 工作的最長執行時間 (從建立到終
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92,000 秒

否 AutoML 工作的最長執行時
間 (從建立到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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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可以在執行的最大資料集大小 AutoML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以在執行的最大資料集大
小 AutoML 作業

A2I 流量定義的最大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0

是 A2I 流量定義的最大數目

A2I 人工任務用戶界面的最大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0

是 A2I 人工任務用戶界面的最
大數量

Ground Truth 串流標籤工作的最大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Ground Truth 串流標籤工作
的最大數量

「Ground Truth」標籤工作的最大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Ground Truth」標籤工作
的最大數目

每個帳戶允許的 SageMaker 模型 Package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5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 SageMaker 
模型 Package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 SageMaker 項目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 
SageMaker 項目數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 SageMakerImage 圖像
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5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 
SageMakerImage 圖像數量

每個網域的 Studio 空間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每個網域的 Studio 空間數量
上限

每個域的 Studio 用戶配置文件的最大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每個網域的使用者描述檔上
限

同時使用 AutoML 工作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同時使用 AutoML 工作的數
量上限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同時管道執行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同時管
道執行數

每個帳戶允許同時執行的模型卡匯出作業數
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0

是 每個帳戶允許同時執行的 
Model Card 匯出作業數目上
限

每個標籤工作的資料集物件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標籤工作的資料集物件
數目上限

可同時建立的部署計劃數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可同時建立的部署計劃數目
上限

裝置叢集的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裝置叢集的數上限

裝置數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00

是 裝置數上限

可同時執 parallel 的超參數調整作業數目上
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可同時執 parallel 的超參數
調整作業數目上限

每個端點的執行個體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每個端點的執行個體數量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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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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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處理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處理工作的執行個體數
目上限

每個 Spot 訓練任務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 Spot 訓練任務的執行個
體數目上限

每個訓練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訓練工作的執行個體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允許的型號卡版本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模型卡版本
數量上限

parallel 編譯任務的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parallel 編譯任務的數量上限

parallel 邊緣部署的最大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parallel 邊緣部署的最大數目

parallel 邊緣封裝工作數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parallel 邊緣封裝工作數目上
限

每條配管允許的最大參數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每條配管允許的最大參數數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管道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最大管道數
量

每個網域執行的 Studio 應用程式數目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0

是 每個網域的執行應用程式數
量上限

無伺服器端點數量上限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5

是 作用中端點間的無伺服器變
體數目上限

每個管線允許的最大步驟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管線允許的最大步驟數

每個超參數調整工作可同時並行執 parallel 
的訓練工作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超參數調整工作可同時
並行執 parallel 的訓練工作
數目上限

每個超參數調整工作可建立的訓練工作數目
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0

否 每個超參數調整工作可建立
的訓練工作數目上限

使用隨機搜尋策略的每個超參數調整工作可
建立的訓練工作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50

否 使用隨機搜尋策略的每個超
參數調整工作可建立的訓練
工作數目上限

可以在執行子取樣資料集大小 AutoML 工作
的最大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可以在執行子取樣資料集大
小 AutoML 工作的最大值

可在所有無伺服器端點間配置的最大並行總
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

是 可在所有無伺服器端點變體
中配置的最大並行總數

跨作用中端點的彈性推論加速器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跨作用中端點的彈性推論加
速器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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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彈性推論加速器
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所有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彈性推論加速器數量

跨作用中端點的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跨作用中端點的執行個體數
量

所有處理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所有處理工作的執行個體數
目

所有 Spot 訓練工作中的執行個體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所有 Spot 訓練工作中的執行
個體數量

所有訓練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所有訓練工作的執行個體數
目

所有轉換工作的執行個體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所有轉換工作的執行個體數
目

任職團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任職團隊數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c5.24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c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c5-大型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c5-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g4dn.12 
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g4dn.12 個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g4 dn.2 
大型實例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g4 dn.2 大型實例上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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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在 ml.g4dn.4 大
實例上運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
在 ml.g4dn.4 大實例上運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g4dn.8 大
型實例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g4dn.8 大型實例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4dn.XL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
運行在 ml.g4dn.XL 實例上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5.large 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5.large 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m5d.12 
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m5d.12 個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m5d.16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m5d.16 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R 在毫升 .m5d.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
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 在毫升 .m5d.24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
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m5d.2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m5d.2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m5d.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m5d.4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m5d.8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m5d.8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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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在 ml.m5d 上運
行。大實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序
在 ml.m5d 上運行。大實例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大型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大型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p3dn.24xlarge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p3dn.24xlarge 執行個
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 .p4d.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 .p4d.24 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r5.12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r5.12 x 大型執行個
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無限執行個
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無限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r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r5.24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 .r5.2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 .r5.2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 .r5.4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毫升 .r5.4 x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 .r5.8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 .r5.8 x 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r5 大型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r5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 .r5.5 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 .r5.5 執行個體上執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大型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多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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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 大型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t3.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 中型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t3. 中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t3.micro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t3.micro 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 上執行
小型執行個體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l.t3 上執行小型執行個
體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t3.x 大型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essionGateway 應用程式
在 m.t3.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

RStudioServerPro 應用程式在 ml.c5.4 x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tudioServerPro 應用程式
在 ml.c5.4 x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

RStudioServerPro 應用程式在 ml.c5.9 x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RStudioServerPro 應用程式
在 ml.c5.9 x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

CreateEndpoin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Create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Endpoint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EndpointConfig 請求
的數量上限。

CreateModel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CreateMod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NotebookInstan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NotebookInstan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要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要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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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StudioLifecycle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Studio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CreateTrai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TrainingJob 請求的數
量上限。

CreateTransform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reateTransformJob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leteEndpoin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Delete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Endpoint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leteEndpointConfig 請求
的數量上限。

DeleteModel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DeleteModel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NotebookInstan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leteNotebookInstan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要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le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leteStudioLifecycle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leteStudio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Endpoin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Endpoint 請求的數
量上限。

DescribeEndpoint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EndpointConfig 請
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Model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DescribeModel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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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StudioLifecycleConfig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Studio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DescribeTrai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TrainingJob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scribeTransform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DescribeTransformJob 請求
的數量上限。

InvokeEndpoin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Invoke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EndpointConfig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EndpointConfig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Endpoint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ListEndpoints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Model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ListModel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MonitoringAlertHistory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MonitoringAlertHistory 請
求的數量上限。

ListMonitoringAlert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MonitoringAlert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s 要求
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NotebookInstanc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NotebookInstance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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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StudioLifecycleConfig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StudioLifecycleConfig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TrainingJob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ListTrainingJobs 
請求的數量上限。

ListTransformJob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ListTransformJob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StartNotebookInstan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artNotebookInstan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StopNotebookInstan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opNotebookInstan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StopTrai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StopTrainingJob 
請求的數量上限。

StopTransform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opTransformJob 請求的數
量上限。

UpdateEndpoin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允許
每秒可進行 UpdateEndpoint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EndpointWeightsAndCapacities 要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UpdateEndpointWeightsAndCapacities 
請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MonitoringAlert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UpdateMonitoringAlert 請求
的數量上限。

UpdateNotebookInstan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UpdateNotebookInstance 請
求的數量上限。

Upda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要
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UpdateNotebookInstanceLifecycleConfig 
請求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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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Trai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UpdateTrainingJob 請求的
數量上限。

處理工作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大小

訓練工作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大小

轉換工作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轉換工作執行個體的 EBS 磁
碟區大小

工作室 Jupyter 應用程序在系統實例上運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0

是 在系統實例上運行的 Jupyter 
應用程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c5.1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c5.18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c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c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c5.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c5.4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c5.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c5.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c5.xlarge 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g4dn.12 個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g4dn.12 個大型執行個體
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4dn.16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 ml.g4dn.2XL 實例上運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g4dn.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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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4dn.4XL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g4dn.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4dn.8XL 實例上運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g4dn.8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4dn.xlarge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g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g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5.2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5.4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5.8 x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g5.xlarge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毫升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m 上
執行大型執行個體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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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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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升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m5d.1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m5d.12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m5d.16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m5d.16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m5d.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m5d.24 大型執行個體上
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m5d.2XL 實例上運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m5d.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在毫
升 .m5d.4 大實例上運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m5d.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毫
升 .m5d.8 大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m5d.8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m5d. 大實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m5d 
上運行的應用程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m5d.xlarge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執行
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執行
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多個執行
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大型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 ml.p3dn.24xlarge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
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p3dn.24xlarge 執行個體
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
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
式

在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沒有可用的描述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r5.12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r5.1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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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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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無限的執
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r5.16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r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
升 .r5.2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
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r5.2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 .r5.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毫
升 .r5.4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 .r5.4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
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無限
的 .r5.8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 .r5.8 
x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
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毫
升 .r5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 .r5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毫
升 .r5.XL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KernelGateway 在多個 .r5.5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2 
大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t3.2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
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 上
執行大型執行個體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t3 大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
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式在 ml.t3 中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KernelGateway 在 ml.t3 中
型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
式

工作室 KernelGateway 應用程序運行在 
ml.t3.xlarge 實例上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KernelGateway 在毫升執行
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管線執行逾時的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72

否 管線執行逾時的時間

所有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總
大小 (G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00

否 所有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EBS 磁碟區總大小 (GB)

網域總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網域總數

允許的實驗總數，不包括由自動建立的實驗 
SageMak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允許的實驗總數，不包括由
自動建立的實驗 SageMaker

筆記本執行個總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8 個

是 筆記本執行個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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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Maker 前後關聯允許的試驗元件總
數，但不包括由自動建立的試驗元件數 
SageMaker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0 個

否 SageMaker 前後關聯允許
的試驗元件總數，但不包括
由自動建立的試驗元件數 
SageMaker

單一試用版允許的試用元件總數，但不包括
由自動建立的試用元件 SageMak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單一試用版允許的試用元件
總數，但不包括由自動建立
的試用元件 SageMaker

單一試驗元件可關聯的試驗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單一試驗元件可關聯的試驗
總數

單個實驗中允許的試驗總數，但不包括由自
動創建的試驗 SageMaker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單個實驗中允許的試驗總
數，但不包括由自動創建的
試驗 SageMaker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c4.2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毫升 c4.2 大，適用於現場訓
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4.2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c4.2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4.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4.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4.4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4.4x

毫升 .c4.4XL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4XL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c4.4XL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4XL 適用於現場訓練
工作的使用

毫升 c4.4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4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4.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4.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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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4.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4.8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毫升 c4.8 倍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8 倍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毫升 c4.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8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4.8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8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4.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4.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4.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4.8 
倍

毫升. c4. 大的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 大的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c4.xlarge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毫升。c4.xlarge 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4.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4.x 大，用於訓練工作
使用

ml.c4.xl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4.xl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
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1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1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18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18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c5.1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c5.18 倍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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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ageMak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毫升 c5.1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18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18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18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c5.1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5.18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18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c5.18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24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c5.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毫升 c5.2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2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2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5.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5.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4 倍

毫升 .c5.4XL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4XL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c5.4XL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毫升 c5.4XL 適用於現場訓練
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4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4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5.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5.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c5.4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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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Mak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9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9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9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9 倍

毫升 c5.9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9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9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9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5.9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5.9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9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9 
倍

m.c5. 大的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c5. 大的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x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c5.xlarge，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毫升 c5.xlarge，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毫升. c5.x 大，用於訓練工作
使用

ml.c5.xlarge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ml.c5.xlarge 用於訓練溫水池
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c5.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c5.xlarge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d.18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d.18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c5d.18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c5d.18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d.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d.2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c5d.2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c5d.2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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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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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d.4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c5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c5d.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5d.9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5d.9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c5d.9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c5d.9 倍

ml.c5d. 大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d. 大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5n.1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5n.18 倍大

毫升 c5n.1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c5n.18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n.18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c5n.18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c5n.1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18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5n.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5n.2

ml.c5n.2XL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2XL 適用於現場訓練
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n.2XL，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c5n.2XL，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c5n.2XL，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2XL，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5n.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5n.4XL

ml.c5n.4XL，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4XL，適用於現場訓
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c5n.4XL，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c5n.4XL，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c5n.4XL，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4XL，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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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5n.9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5n.9 倍

ml.c5n.9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9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毫升 c5n.9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
毫升 c5n.9

ml.c5n.9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9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ml.c5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用於端點使用的 ml.c5n.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的 ml.c5n.x 大

用於現場訓練工作使用的 ml.c5n.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現場訓練工作使用的 
ml.c5n.xlarge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 ML.c5n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 
ML.c5n

ml.c5n.XL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5n.XL 用於訓練溫水池
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16 倍大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16 倍大型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8 倍

ml.c6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6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升 .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升 .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升 .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升 .16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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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分。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 公
分。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d.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d.8 倍大

ml.c6g. 大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6g. 大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d.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d.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gn.1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6gn.12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6gn.16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2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c6gn.4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c6gn.8 
倍大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情況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情況的大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1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12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24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24 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2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8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6i.8x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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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12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7g.12 倍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 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 
g。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7g.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8 倍

ml.c7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c7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c7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c7g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大小

ml.eia1. 大型用於筆記型電腦例證加速器類
型的用法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eia1. 大型用於加速器類
型的用法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m.eia1. 中等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m.eia1. 
中等

ml.eia1. 中型筆記型電腦例證加速器類型用
法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eia1. 適用於加速器類型
用法的中型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eia1.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eia1.x

ml.eia1.xlarge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例證加速
器類型的用法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加速器類型用法的 
ML.eia1.xL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大型

ml.eia2. 大型用於筆記型電腦例證加速器類
型的用法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eia2. 大型用於加速器類
型的用法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m.eia2. 中等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 m.eia2. 
中等

ml.eia2. 中型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例證加速器
類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eia2. 中型，適用於加速
器類型的用法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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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eia2.xlarge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加速器類型的用法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加速器類型用法的 
ML.eia2.xL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4dn.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4dn.12 倍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
個體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
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毫升 .g4dn.12 倍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2 倍大，用於處
理工作使用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
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2 倍大，適用於
訓練工作使用

ml.g4dn.1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12 倍大，用於訓練
溫水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12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12 倍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4d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4dn.16 倍

毫升 .g4dn.16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6 倍大的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g4d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g4dn.16 倍

毫升 .g4dn.16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6 倍大，適用於
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g4dn.16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16 倍大，適用於
訓練工作使用

ml.g4dn.16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16 倍大，用於訓練
溫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16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16 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g4dn.2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g4dn.2 大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g4dn.2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g4dn.2XL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2 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2 x 大

ml.g4dn.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2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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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g4dn.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2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g4dn.2XL，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2XL，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2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2XL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g4dn.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g4dn.4 倍大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g4dn.4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g4dn.4xlarge

ml.g4dn.4 倍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4 倍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ml.g4dn.4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4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ml.g4dn.4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4 倍大，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g4dn.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4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4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4xlarge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g4d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g4dn.8 
倍大

毫升 .g4dn.8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8 倍大的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ml.g4dn.8 倍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8 倍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ml.g4dn.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8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g4dn.8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4dn.8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g4dn.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8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8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g4dn.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g4dn.x 
大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 
ml.g4dn.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 ml.g4dn.x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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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x 大

ml.g4dn.xlarge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xlarge 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大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
大小

ml.g4dn.x 大型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4dn.x 大型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 
ml.g4dn.xlarge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12 倍

毫升 .g5.12 倍大，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
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5.12 倍大，適用於筆
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1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5.12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5.1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5.12 倍大，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g5.1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g5.12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5.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5.16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5.16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16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g5.16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
毫升

ml.g5.16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16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毫升 .g5.24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24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24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24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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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g5.2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24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5.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5.2 倍

毫升 .g5.2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2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2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g5.2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2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g5.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5.4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5.48 倍

毫升 .g5.48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48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4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48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g5.48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g5.48 倍大，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g5.4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48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g5.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g5.4 倍

毫升 .g5.4XL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4XL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毫升 .g5.4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4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g5.4 倍大，用於培訓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g5.4 倍大，用於培訓
工作使用

ml.g5.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8 
倍

毫升 .g5.8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8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g5.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8 倍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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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g5.8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g5.8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g5.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8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毫升。g5.x 大，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g5.x 大，用於現場訓
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g5.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g5.x 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g5.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g5.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池
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24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6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1.6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4.10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4.10

毫升 .m4.10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0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m4.10 x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0 x 大，用於處理
工作使用

毫升 .m4.10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0 x 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4.10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0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m4.10 x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4.10 x 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4.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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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m4.16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6 x 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4.16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16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m4.16 克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4.16 克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m4.2 x 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2 x 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m4.2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

是 毫升 m4.2 x 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4.2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2 倍大，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m4.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4.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4.4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4.4x

毫升 .m4.4XL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4XL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m4.4XL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毫升 .m4.4XL 適用於現場訓
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4.4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4 倍大，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m4.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4.4XL 適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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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m4.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m4.4XL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4.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4.x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毫升. m4.x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x 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毫升 .m4.xlarge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

是 毫升 .m4.xlarge 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4.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4.x 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m4.xXL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4.xXL 用於訓練溫水池
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1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12

毫升 .m5.12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12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12 倍

毫升 .m5.12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12 x 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5.1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5.12 倍大，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m5.12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12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m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m5.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毫升 .m5.24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24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處理
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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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m5.24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24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5.24 倍大，適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m5.24x 大, 適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24x 大, 適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24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
個體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m5.2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

是 毫升 m5.2 x 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5.2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2 倍大，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m5.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4 倍

毫升 .m5.4XL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4XL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5.4XL

毫升 5.4XL，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毫升 5.4XL，適用於現場訓
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5.4XL，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5.4XL，用於訓練工作
使用

ml.m5.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4 倍大，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m5.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m5.4XL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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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5.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ml.m5.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ml.m5.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

是 ml.m5. 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
的使用

ml.m5.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ml.m5.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
使用

ml.m5. 大型用於轉換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 大型用於轉換工作使
用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x

毫升為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毫升為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m5.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4

是 毫升 .m5.x 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m5.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x 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m5.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12 倍

毫升 .m5d.12 倍大，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
個體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d.12 倍大，適用於
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16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m5d.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m5d.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2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24 倍大

毫升 .m5d.24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d.24 倍大的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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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2

毫升 .m5d.2x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d.2x 適用於筆記型
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4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m5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m5d.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8 倍

毫升 .m5d.8 倍大的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m5d.8 倍大的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m5d. 大的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5d. 大的端點使用

ml.m5d. 大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ml.m5d. 大適用於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x

毫升 .m5d.xlarge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
體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毫升 .m5d.xlarge 適用於筆
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16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2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24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2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2 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4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8 倍大

ml.m5d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d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dn.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dn.xlarge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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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16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2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24 倍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4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4XL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8 倍

ml.m5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m5n.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5n.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5n.xlarge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12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12 倍大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

m6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是 m6g.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 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 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d.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d.16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m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m6g。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m6g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m6gd.4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m6gd.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m6gd.8 倍

版本 1.0
75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2B921E2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A2C9F8F4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F8B07B25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63D6BD3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1F61C5B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AD7FD6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943961F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9D10CA98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AF1BC9E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BCBC84A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8EE25AE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DE9841A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C1E62DF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2D2AAC6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B25B9B9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B46EE84C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AB53E0C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CCA2CA4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agemaker/quotas/L-95B12835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ageMak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m6g. 大適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6g. 大適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升 .m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的毫
升 .m6g。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2.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p2.16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p2.16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2.16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ml.p2.16 克大, 適合訓練溫水池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2.16 克大, 適合訓練溫水
池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2.16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2.16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2.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2.8 
倍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毫升。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p2.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2.8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p2.8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2.8 倍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p2.8 倍大,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2.8 倍大, 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2.8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2.8xL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2.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2.x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毫升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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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p2.xlarge，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2.xlarge，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用於訓練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訓練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ml.p2.xlarge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2.xlarge 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2.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2.xlarge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3.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p3.16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3.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3.16

毫升 .p3.16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16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毫升 .p3.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訓練工作使用情況的毫
升 .p3.16

毫升 .p3.16 克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16 克大，用於訓練
溫水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3.16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3.16 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3.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3.2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毫升。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毫升 .p3.2 x 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2 x 大，適用於現場
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p3.2 x 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2 x 大，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p3.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2 x 大，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3.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3.2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3.8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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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p3.8 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
毫升 .p3.8 x 大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毫升 .p3.8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8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p3.8 倍大，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p3.8 倍大，用於訓練
工作使用

ml.p3.8 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8 x 大號用於訓練溫水
池的使用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p3.8XL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轉換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p3.8XL

ml.p3dn.24xlarge 適用於筆記本執行個體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dn.24xlarge 適用於筆
記本執行個體的使用

ml.p3dn.24xlarge，用於現場訓練任務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dn.24xlarge，用於現場
訓練任務的使用

ml.p3dn.24xlarge 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dn.24xlarge 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ml.p3dn.24 倍大，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3dn.24 倍大，用於訓練
溫水池的使用

p4d.24xlar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p4d.24xlarge

ml.p4d.24xlarge 可用於現場訓練任務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4d.24xlarge 可用於現場
訓練任務的使用

ml.p4d.24xlarge 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4d.24xlarge 用於訓練工
作使用

ml.p4d.24 倍大,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p4d.24 倍大, 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4 德 .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p4 
德 .24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12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r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12 倍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r5.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r5.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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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r5.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16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r5.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r5.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24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
升 .r5.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24 倍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r5.24 小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r5.24 小時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2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r5.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2 倍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r5.2 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r5.2 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4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r5.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4 倍

毫升 .r5.4 倍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毫升 .r5.4 倍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8 倍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r5.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8 倍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升 .r5.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毫
升 .r5.8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ml.r5.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使用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的 
ml.r5. 大

ml.r5. 大型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ml.r5. 大型用於處理工作使
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x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r5.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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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r5.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處理工作使用量的 .r5.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2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24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4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8 倍

大型適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大型適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n.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n.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n.16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n.2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n.24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2 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2 
x 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dn.4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dn.4 倍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8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大型 .r5dn。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大
型 .r5dn。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x 大型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dn.x 大型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16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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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24 小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24 小時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2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2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4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4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8 倍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8 倍大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n。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5n。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5n.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5n.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2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2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4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4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8 x 大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8 x 大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g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12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12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升 .16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升 .16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公分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gd.8 倍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
升 .r6gd.8 倍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6g。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 
ml.r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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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gd.x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r6 
gd.x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適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ml.t2.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t2. 大型用於端點使用

ml.t2.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ml.t2.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
行個體使用

ml.t2.medium，適用於端點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ml.t2.medium，適用於端點
的使用

ml.t2.medium 筆記本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ml.t2.medium 筆記本執行個
體使用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用於端點使用量的毫升。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的毫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的毫升。

毫升 .t3.2 x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3.2 x 大用於處理工作
使用

ml.t3.large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ml.t3.large 適用於筆記型電
腦執行個體使用

ml.t3.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ml.t3.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ml.t3.medium 筆記本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ml.t3.medium 筆記本執行個
體使用

ml.t3.medium，適用於處理工作的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4

是 ml.t3.medium，適用於處理
工作的工作使用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6

是 適用於筆記型電腦執行個體
使用

毫升。t3.x 大，用於處理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2

是 毫升。t3.x 大，用於處理工
作使用

毫升 .trn1.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使
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rn1.2 倍大，適用於現
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trn1.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rn1.2 倍大，適用於訓
練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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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s Manager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ml.trn1.2 倍大,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ml.trn1.2 倍大, 用於訓練溫
水池的使用

毫升 .trn1.32 倍大，適用於現場訓練工作的
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rn1.32 倍大，適用於
現場訓練工作的使用

毫升 .trn1.32 倍大，適用於訓練工作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rn1.32 倍大，適用於
訓練工作使用

毫升 .trn1.32 倍大, 用於訓練溫水池的使用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小時 0

是 毫升 .trn1.32 倍大, 用於訓練
溫水池的使用

AWS Secret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cretsmanager.us-east-2.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cretsmanager.us-east-1.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ecretsmanager.us-west-1.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cretsmanager.us-west-2.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ecretsmanag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cretsmanag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ecretsmanager.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ecretsmanag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ecretsmanager.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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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ecretsmanag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ecretsmanag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cretsmanag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cretsmanag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cretsmanag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cretsmanag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cretsmanag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cretsmanag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cretsmanag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cretsmanag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ecretsmanag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cretsmanag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ecretsmanager.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cretsmanag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ecretsmanager.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cretsmanag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ecretsmanag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cretsmanag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cretsmanag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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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cretsmanag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secretsmanager-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leteResourcePolicy、 
GetResourcePolicy、和 
ValidateResourcePolicy API 請求的綜合率 
PutResourcePolicy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DeleteResourcePolicy、 
GetResourcePolicy和 
ValidateResourcePolicy API 
合併請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
限。 PutResourcePolicy

DescribeSecret 和 GetSecretValue API 請
求的綜合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萬個

否 DescribeSecret 和 
GetSecretValue API 合併請
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PutSecretValue、、 
RemoveRegionsFromReplication、 
ReplicateSecretToRegion和 
UpdateSecretVersionStage API 請求的綜合
率 StopReplicationToReplica UpdateSecret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PutSecretValue、、、、 
RemoveRegionsFromReplication
和 
UpdateSecretVersionStage 
API 請求的每秒交
易數目上限合併。 
ReplicateSecretToRegion 
StopReplicationToReplica 
UpdateSecret

RestoreSecret API 合併請求的合併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RestoreSecret API 請求的每
秒交易數量上限。

RotateSecret 和 CancelRotateSecret API 
請求的綜合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RotateSecret 和 
CancelRotateSecret API 合
併請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
限。

TagResource 和 UntagResource API 請求
的綜合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TagResource 和 
UntagResource API 合併請
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CreateSecre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CreateSecret API 請求的每
秒交易數量上限。

DeleteSecret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DeleteSecret API 請求的每
秒交易數量上限。

GetRandomPassword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GetRandomPassword API 
請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ListSecretVersionId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0 個

否 ListSecretVersionIds API 請
求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版本 1.0
76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ecurity Lak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Secrets API 請求的速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0

否 ListSecrets API 請求的每秒
交易數量上限。

以資源為基礎的政策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480 個

否 連接至機密之以資源為基礎
的許可政策中每秒交易數量
上限。

機密值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5,536 個位元組

否 加密之機密值的大小上限。
如果機密值是字串，則這是
機密值中允許的字元數。

秘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萬個

否 此 AWS 帳戶的每個 AWS 區
域中的機密數量上限。

機密的所有版本附加的預備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機密的所有版本連接之預備
標籤的數量上限。

每個機密的版本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機密的版本數上限。

Amazon Security Lak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標準AWS端點
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點 (p. 5)。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curitylak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curitylak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curitylak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curitylak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curitylak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curitylak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curitylak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curitylak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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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curitylak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curitylak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Security Hub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curityhub.us-east-2.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curityhub.us-east-1.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ecurityhub.us-west-1.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curityhub.us-west-2.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ecurityhub.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curityhub.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ecurityhub.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ecurityhub.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ecurityhu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ecurityhub.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curityhub.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curityhu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版本 1.0
769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安全中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curityhu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curityhu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curityhu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curityhu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curityhu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curityhu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ecurityhub.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curityhub.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ecurityhub.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curityhub.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ecurityhub.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curityhub.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ecurityhub.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curityhu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curityhub.us-gov-east-1.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curityhub.us-gov-west-1.amazonaws.com

securityhub-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ecurity Hub 成員帳戶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1,000

否 每個區域中每個 Security 
Hub 系統管理員帳戶可新
增的安全性中樞成員帳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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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T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目上限。若要新增 5,000 個
以上的帳戶，您必須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以允許列
出您的組織。

安全中心未完成邀請的數量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區域每AWS個帳戶 
(Security Hub 系統管理員帳
戶) 可傳送的未完成 Security 
Hub 成員帳戶邀請數目上
限。

自訂動作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區域的每個帳戶可建立
的自訂動作數目最大值。

自訂洞見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區域的每個AWS帳戶可
建立的使用者定義的自訂見
解數目最大值。

洞見結果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針對 GetInsightsResults API 
作業傳回的彙總結果數目上
限。

Security Hub 問題清單保留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Security Hub 找到的儲存天
數上限。這是最近更新後 90 
天，如果沒有更新，則為建
立日期後 90 天。

如需有關 Security Hub 配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curity Hub使用者指南中的配額。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根據預設，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是以全球服務形式提供，而且所有 STS 請求都移至
單一端點，網址為 https://sts.amazonaws.com 。AWS 建議使用區域性 STS 端點，以降低延遲、內
建備援，並提高工作階段字符有效性。根據預設，大多數區域端點皆為作用中，但是您必須手動啟用某些區
域的端點，例如亞太區域 (香港)。對於預設為啟用的任何區域，如果您不打算使用這些區域，則可以停用其 
STS 端點。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在 AWS 區域內啟用和停用 AWS ST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ts.us-east-2.amazonaws.com

st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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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ts.us-east-1.amazonaws.com

st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ts.us-west-1.amazonaws.com

st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ts.us-west-2.amazonaws.com

st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t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t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t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t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t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t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t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t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t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t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t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t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t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t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t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t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t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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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t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t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t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t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t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t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t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t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AWS Server Migration Service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ms.us-east-2.amazonaws.com

sm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ms.us-east-1.amazonaws.com

sm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ms.us-west-1.amazonaws.com

sm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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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ms.us-west-2.amazonaws.com

sm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frica 
(Cape 
Town)

af-south-1 sm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m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m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m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m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m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m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m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m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m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m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m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m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m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m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m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m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m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ms.us-gov-west-1.amazonaws.com

sm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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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並行 VM 遷移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並
行虛擬機器移轉 (複寫任務) 
的最大數量。

每個虛擬機器的服務使用持續時間 (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每
個 VM 的服務使用天數上
限。

Service Quota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rvicequota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rvicequota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ervicequota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rvicequota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ervicequota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rvicequota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ervicequota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ervicequota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ervicequota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ervicequota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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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ervicequota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rvicequota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rvicequota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rvicequota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rvicequota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rvicequota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rvicequota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rvicequota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rvicequota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ervicequota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rvicequota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ervicequota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rvicequota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ervicequota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rvicequota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ervicequota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rvicequota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rvicequota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rvicequota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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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帳戶的有效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帳戶允許的使用中服務
配額增加要求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有效請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所允
許每個帳戶所允許的使用中
服務配額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配額的作用中要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配額的作
用中服務配額提高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個範本的請求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範本允許的服務配額增
加要求數目上限

節流率 AssociateServiceQuota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AssociateServiceQuota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Delete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From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Delete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From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DisassociateServiceQuota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DisassociateServiceQuota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取得的節流率AWSDefaultServiceQuota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GetAWSDefaultServiceQuota 
請求的數量上限

節流率 
GetAssociationForServiceQuota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GetAssociationForServiceQuota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Ge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Ge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GetServiceQuota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個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GetServiceQuota 請
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Ge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From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Ge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From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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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清單的節流率AWSDefaultServiceQuotas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ListAWSDefaultServiceQuotas 
請求的數量上限

節流率 
Lis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History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History 
請求數量上限

Lis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HistoryBy
配額的節流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秒可進行 
ListRequestedServiceQuotaChangeHistoryBy
配額請求的數量上限

節流率 
Lis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sIn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2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sIn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ListServiceQuotas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ListServiceQuotas 請
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ListServices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ListServices 請求數
量上限

節流率 ListTagsForResourc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數量上限

節流率 
Pu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IntoTemplat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PutServiceQuotaIncreaseRequestIntoTemplat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RequestServiceQuotaIncreas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3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
個帳戶允許地的 
RequestServiceQuotaIncrease 
請求數量上限

節流率 TagResourc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TagResource 請求數
量上限

節流率 UntagResource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允
許地的 UntagResource 請求
數量上限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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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rverlessrepo.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rverlessrepo.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erverlessrepo.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rverlessrepo.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rverlessrepo.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erverlessrepo.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rverlessrepo.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rverlessrepo.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rverlessrepo.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rverlessrepo.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rverlessrepo.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rverlessrepo.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rverlessrepo.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rverlessrepo.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rverlessrepo.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rverlessrepo.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rverlessrepo.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rverlessrepo.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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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rverlessrepo.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rverlessrepo.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應用程式政策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144

否 應用程式原則長度上限 (以字
元為單位)。

免費 Amazon S3 儲存體的程式碼套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每個AWS區域每個AWS帳戶
的程式碼套件免費 Amazon 
S3 儲存容量上限 (以 GB 為
單位)。

公有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秒AWS帳戶的公有應用程
式數量上AWS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配額。

Service Catalog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標
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服務端
點。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服務配額。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rvicecatalog.us-east-2.amazonaws.com

servicecatalog-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ervicecatalog.us-east-1.amazonaws.com

servicecatalog-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ervicecatalog.us-west-1.amazonaws.com

servicecatalog-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ervicecatalog.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版本 1.0
780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serverlessrepo/quotas/L-38772E7B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erlessrepo/latest/devguide/limi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erlessrepo/latest/devguide/limi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_service_limi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_service_limits.html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ervice Catalog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servicecatalog-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ervicecatalog.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ervicecatalog.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ervicecatalog.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ervicecatalog.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ervicecatalog.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ervicecatalog.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ervicecatalog.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ervicecatalog.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ervicecatalog.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ervicecatalog.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ervicecatalog.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ervicecatalog.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ervicecatalog.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ervicecatalo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ervicecatalo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ervicecatalog.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ervicecatalog.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ervicecatalog.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ervicecatalog.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ervicecatalog.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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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ervicecatalog.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ervicecatalog.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ervicecatalo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ervicecatalog.us-gov-east-1.amazonaws.com

servicecatalog-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ervicecatalog.us-gov-west-1.amazonaws.com

servicecatalog-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屬性群組的申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屬性群組的應用程式數
量上限

每個區域的申請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應用程式
數目上限

每個程式的屬性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應用程式的屬性群組的
最大數量

每區域的屬性群組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每個區域可建立的屬性群組
數目上限

每個組織的委派管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組織可註冊的委派管理
員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的組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每個區域創建的投
資組合的最大數量

各產品的產品版本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為每個產品建立的產
品版本數目上限

各產品組合的產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是 產品的最大數量，你可以創
建每個投資組合

每個區域的產品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50

是 您可以在每個地區建立的產
品數量上限

每個程式的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應用程式的資源數量上
限

每個佈建成品的服務動作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佈建人工因素可建立的
服務動作關聯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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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服務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否 您可以在每個區域建立的服
務動作數目上限

各產品組合的共享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每個投資組合的共享帳戶數
量上限

TagOptions 每個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可與資源建立關聯的最大數
目 TagOptions

各產品組合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投資組合的標籤數量上
限

各產品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產品可建立的標籤數量
上限

各佈建產品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為每個佈建的產品建
立的標籤數量上限

各產品組合的使用者、群組和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學檔可建立的使用者、
群組和角色數目上限

各產品的使用者、群組和角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學檔可建立的使用者、
群組和角色數目上限

每個值 TagOption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不同值的最大數量 
TagOptio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rvice Catalog 管理員指南中的 Service Catalog 預設服務配額。

AWS Shield Advanced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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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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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hield.us-east-1.amazonaws.com

shield-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Global Accelerator 保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監控和保護的AWS全
域加速器數目上限。

Amazon Route 53 託管區域保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監控和保護的 
Amazon Route 53 託管區域
的最大數量。

CloudFront 分配保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監控和保護的最大 
Amazon CloudFront 分發數
量。

彈性 IP 地址保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監控和保護的彈性 IP 
位址數目上限。

Elastic Load Balancing 負載平衡器保護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監控和保護的 Elastic 
Load Balancing 器的最大數
目。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的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PI 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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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mail.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email.us-east-1.amazonaws.com

email-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email.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mail.us-west-2.amazonaws.com

email-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email.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emai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mail.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emai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emai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email.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email.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emai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email.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mail.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mail.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mai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mail.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mail.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mail.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email.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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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email.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email.us-gov-west-1.amazonaws.com

email-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MTP 端點

Note

SMTP 端點目前不適用於非洲 (開普敦)、亞太區域 (雅加達)、歐洲 (雅加達)、中東 (巴林)。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Email s-
east-2.amazonaws.com

SMTP

美國東部 (維吉尼
亞北部)

us-east-1 email-smtp.us-
east-1.amazonaws.com

email-smtp-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SMTP

美國西部 (加利佛
尼亞北部)

us-west-1 Email s-
west-1.amazonaws.com

SMTP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email-smtp.us-
west-2.amazonaws.com

email-smtp-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email-smtp.ap-
south-1.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Email s-
northeast-3.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Email s-nortp.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Email s-
southeast-1.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email-smtp.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SMTP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Email s-nortp.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SMTP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email-smtp.ca-
central-1.amazonaws.com

SMTP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email-smtp.eu-
central-1.amazonaws.com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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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email-smtp.eu-
west-1.amazonaws.com

SMTP

歐洲 (倫敦) eu-west-2 email-smtp.eu-
west-2.amazonaws.com

SMTP

歐洲 (巴黎) eu-west-3 Email s-
west-3.amazonaws.com

SMTP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Email s-
nor1.amazonaws.com

SMTP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email-smtp.sa-
east-1.amazonaws.com

SMTP

AWS GovCloud 
(US)

us-gov-west-1 電子郵件 
SMTP。 us-gov-
westst-1.amazonaws.com

email-smtp-
fips。 us-gov-
westst-1.amazonaws.com

SMTP

網域名稱

區域名稱 區域 AWSDKIM 網域名
稱

非洲 (開普敦) af-south-1 dkim.af-south 
1.amazonses.com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southeast-3 dkim.ap-
southeast-3.amazonses.com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dkim.ap-
northeast-3.amazonses.com

歐洲 (米蘭) eu-south-1 dkim.eu-south 
1.amazonses.com

所有其他區域 亚马逊公司

電子郵件接收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接收端點

美國東部 (維吉尼
亞北部)

us-east-1 inbound-smtp.us-
east-1.amazonaws.com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nbound-smtp.us-
west-2.amazonaws.com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inbound-smtp.eu-
west-1.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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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ES 不支援在下列區域 (首爾)、美國西部 (新加坡)、美國西部 (新加利佛尼亞)、亞太區域 (東京)、
亞太區域 (東京)、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
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新加坡)、亞太區域 (雪
梨)歐洲 (巴黎)、歐洲 (斯德哥爾摩)、中東 (巴林)、中東 (巴林)、南美洲 (聖保羅) 和AWS GovCloud (U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傳送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在目前的區域中，您在 24 小
時期間內可為此帳戶傳送的
電子郵件數量上限。

傳送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在目前的區域中，Amazon 
SES 為此帳戶每秒可接收的
電子郵件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簡單電子郵件服務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SES 中的服務配額。

AWS Sign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使用 Lambda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igner.us-east-2.amazonaws.com

sign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igner.us-east-1.amazonaws.com

sign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signer.us-west-1.amazonaws.com

sign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igner.us-west-2.amazonaws.com

sign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ign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ign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ign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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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ign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ign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ign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ign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ign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ign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ign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ign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ign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ign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ign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ign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ign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利用 IoT 的服務端點

地區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sig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signer.west-1.amazonaws.com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I-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敦) af-south-1 signer.af-南
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ig.ap-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igner.ap-南
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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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簽名者 .ap-
northeast-2.amazona.ap-
northeast-2.amazon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簽名者 .ap-
southeast-1.amazona.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簽名者 .ap-
southeast-2.amazona.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簽名者 .ap-
northeast-1.amazona.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簽名者 .ca-central-1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cn-
northeast-1.amazonaw.cn

HTTPS

中國 (寧夏) cn-northwest-1 ac.cn-
northwest-1.amazonaws.1.amazona.1.amazonaw.nors.1.amazona.1.amazona.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符號者 .eu-central-1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u-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u-west-3 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eu-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south-1 簽名者 .me-southeas.com HTTPS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 API 呼叫次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API 呼叫的數量上限。

AddProfilePermiss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AddProfilePermission 請求
的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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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ancelSigningProfi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CancelSigningProfile 請求的
數量上限。

DescribeSig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DescribeSigningJob 請求的
數量上限。

GetSigningPlatform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GetSigningPlatform 請求的
數量上限。

GetSigningProfi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GetSigningProfile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ProfilePermission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ProfilePermission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ListSigningJob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SigningJobs 請求的數量
上限。

ListSigningPlatform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SigningPlatforms 請求的
數量上限。

ListSigningProfiles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SigningProfiles 請求的數
量上限。

ListTagsFor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TagsForResourc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PutSigningProfi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PutSigningProfile 請求的數
量上限。

RemoveProfilePermission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RemoveProfilePermiss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RevokeSignatur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RevokeSignature 請求的數
量上限。

RevokeSigningProfil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RevokeSigningProfile 請求
的數量上限。

StartSigningJob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StartSigningJob 請求的數量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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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ag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上
限。

UntagResource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UntagResource 請求的數量
上限。

AWS登入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us-east-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us-we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us-west-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f-south-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ap-ea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ap-south-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ap-southeast-3.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ap-southeast-4.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ap-south-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ap-northeast-3.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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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ap-northeast-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ap-southea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ap-southeast-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ap-northea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ca-central-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eu-central-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u-we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u-west-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eu-south-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u-west-3.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eu-south-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eu-north-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eu-central-2.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me-south-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me-central-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a-east-1.signin.aws.amazon.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us-gov-east-1.signin.amazonaws-us-gov.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ignin.amazonaws-us-gov.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WS登入沒有可增加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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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imSpace Weaver端點和配額
下表說明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AWS SimSpace Weaver。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
目上限AWS 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the section called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模擬太空天氣。us-east-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模擬太空天氣。us-east-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模擬太空天氣。us-west-
west-west-west-west-
west-west-west-2。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模擬太空天氣者 .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模擬太空天氣
者 .ap-southeast-2. 
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eu-we-we-we-we-
west-west-west-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eu-central-central-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eu-west-west-
west-west-west-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Name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模擬計數 每個支持地區：2 是 您帳戶中可以擁有的執
行中和失敗模擬的最大
數目，每個AWS 區域。
您可以請求將配額增加
至最多 10 個。

工人, 為, a, 模擬 每個支持地區：2 是 您可以指派給每個模擬
的工作者數目上限。您
可以請求將配額增加至
最多 10 個。

每個運算資源單位的 
vCPUs

每個支持地區：2 否 應用程式為每個計算單
元所取得虛擬中央處理
單元 (vCPUs) 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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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每個運算資源單位的記
憶體

每個支援的地區：1 GB 否 應用程式為每個計算資
源單位取得的隨機存取
記憶體 (RAM) 數量。

計算每個工作站的資源
單位

每個支持地區：17 否 每個 Worker 可用的計算
資源單位數目。

計算每個應用程式的資
源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4 否 您可以配置給每個應用
程式的運算資源單位數
目上限。

每個工作人員的遠端訂
閱

每個支持地區：24 否 每個工作者的遠端訂閱
數目上限。

分割區中的實體 每個支持的地區：8,192 否 每個分割區中的實體數
目上限。

員工之間的實體轉移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5 否 每個分區和每個刻度之
間的實體傳輸數目上
限。

在同一個 Worker 上進行
實體轉移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500 否 相同 Worker、每個分割
區和每個刻度的實體傳
輸數目上限。

每個實體的索引欄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 否 實體可以擁有的索引欄
位數目上限。

每個實體的資料欄位 每個支持地區：7 否 實體可以擁有的資料 (非
索引) 欄位數目上限。

實體資料欄位大小 每個支持的地區：0 B 否 實體資料 (非索引) 欄位
的大小上限。

時脈速率
模擬資料架構指定模擬的時脈速率 (也稱為刻度速率)。下表指定您可以使用的有效時脈速率。

Name 有效值 描述

時脈頻率 每個支持的地區：10，15，30 模擬的有效時脈速率。

的服務配額SimSpace Weaver Local
下列服務配額SimSpace Weaver Local僅適用於。所有其他配額也適用於SimSpace Weaver Local。

Name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分割區中的實體 SimSpace Weaver 
Local:

否 每個分割區中的實體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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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n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n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n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n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n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n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n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n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n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n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n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n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n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n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n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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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n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n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n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n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n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n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n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n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n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n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n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n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n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n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FIFO 主題

下列地區支援 FIFO 主題：

區域名稱 區域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us-east-1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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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southeast-3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southeast-4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亞太區域 (大阪) ap-northeast-3

亞太區域 (首爾) ap-northeast-2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中國 (北京) cn-north-1

中國 (寧夏) cn-northwest-1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歐洲 (倫敦) eu-west-2

歐洲 (米蘭) eu-south-1

歐洲 (西班牙) eu-south-2

歐洲 (斯德哥爾摩) eu-north-1

歐洲 (蘇黎世) eu-central-2

中東 (巴林) me-south-1

中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me-central-1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Service Quotas
以下配額決定了您可以在AWS帳戶中建立的 Amazon SNS 資源數量，並決定您可以發出 Amazon SNS API 
請求的費率。

Amazon SNS 資源

如需申請提高，請提交 SNS 配額提高案例。

資源 預設

主題 • 標準：每個帳戶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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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預設
• FIFO：每個帳戶 1,000

訂閱 • 標準：每個主題 1250 萬

對於 Kinesis Data Firehose 傳
遞串流，每個主題 5 個，每位
訂閱擁有者

• 先進先出先出：每個主題 100

等待訂閱 每個帳戶 5,000 個

SMS 帳戶花費閾值 每個帳戶 1.00 美元

促銷 SMS 訊息傳遞率 每秒 20 個訊息

交易 SMS 訊息傳遞率 每秒 20 個訊息

電子郵件訊息傳遞率 每秒 10 個訊息

中的訊息數目最大值 PublishBatchRequest 10 PublishBatchRequestEntries

訂閱篩選政策 • 每個主題 200 個過濾策略
• 每個AWS帳戶 10,000 個過濾策

略

Amazon SNS API 節流
下列配額會調節您可以發出 Amazon SNS API 請求的速率。

硬式

下列配額無法增加。

API 每秒交易數

AddPermission 10

CheckIfPhoneNumberIsOptedOut 50

創建短信SandboxPhoneNumber 1

刪除SandboxPhoneNumber 1

GetSMSAttributes 20

GetSMSSandboxAccountStatus 10

ListEndpointsByPlatformApplication 30

ListOriginationNumbers 1

ListPhoneNumbersOptedOut 10

ListPlatformApplications 15

列表短信SandboxPhoneNumbers 1

ListSubscription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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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每秒交易數

ListSubscriptionsByTopic 30

ListTagsForResource 10

ListTopics 30

OptInPhoneNumber 20

RemovePermission 10

SetSMSAttributes 1

訂閱 100

TagResource 10

取消訂閱 100

UntagResource 10

驗證碼SandboxPhoneNumber 1

軟式

下列配額因 AWS 區域而異。每秒訊息配額取決於發佈到 Amazon SNS 區域的訊息數目，以Publish及合併
和PublishBatch API 請求。您可以透過在 Amazon Support 中心開啟配額增加案例來申請軟限制。

例如，如果您的地區配額為每秒 30,000 封郵件，則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達到此配額：

• 以每秒 30,000 個 API 請求的速率使用此Publish動作來發佈 30,000 則訊息 (每個 API 請求一則訊息)。
• 以每秒 3,000 個 API 請求的速率使用PublishBatch動作來發佈 30,000 則訊息 (每個批次 API 要求 10 則

訊息)。
• 以每秒 10,000 個 API 請求的速率使用此Publish動作來發佈 10,000 則訊息 (每個 API 請求一則訊息)，

並以每秒 2,000 個 API 請求的速率發佈 20,000 則訊息 (每個批次 API 要求 10 則訊息)，每秒總共發佈 
30,000 則訊息。PublishBatch

發佈 API 節流

API AWS 區域 標準主題 FIFO 主題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

每秒 3 萬則訊息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歐洲 (愛爾蘭) 區域

每秒 9,000 則訊息

發布和 PublishBatch

美國東部 (俄亥俄) 區域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
部) 區域

亞太區域 (孟買) 區域

亞太區域 (首爾) 區域

亞太區域 (新加坡) 區域

每秒 1,500 則訊息

每個主題每秒 300 則訊
息或每秒 10 MB，以先
到者為準。這是硬性限
制，無法再增加。

對於跨區域傳遞案
例，FIFO 主題支援每
秒 100 則訊息或每秒 3 
MB，以先到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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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WS 區域 標準主題 FIFO 主題
亞太區域 (雪梨) 區域

Asia Pacific (Tokyo) 
Region

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Africa (Cape Town) 
Region

亞太區域 (香港) 區域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亞太 (大阪) 區域

加拿大 (中部) 區域

中國 (北京) 區域

中國 (寧夏) 區域

歐洲 (倫敦) 區域

Europe (Milan) Region

歐洲 (巴黎) 區域

歐洲 (西班牙)

歐洲 (斯德哥爾摩) 區域

Middle East (Bahrain) 
Region

南美洲 (聖保羅) 區域

每秒 300 則訊息

其他 API 節流

API AWS 區域 每秒交易數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域 3,000

美國西部 (奧勒岡) 區域

歐洲 (愛爾蘭) 區域

900

ConfirmSubscription

CreatePlatformApplication

CreatePlatformEndpoint

CreateTopic

DeleteEndpoint

DeletePlatformApplication

DeleteTopic

GetEndpointAttributes

GetDataProtectionPolicy

美國東部 (俄亥俄) 區域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區域

亞太區域 (孟買) 區域

亞太區域 (首爾) 區域

亞太區域 (新加坡) 區域

亞太區域 (雪梨) 區域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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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WS 區域 每秒交易數
Asia Pacific (Tokyo) Region

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GetPlatformApplicationAttributes

GetSubscriptionAttributes

GetTopicAttributes

SetEndpointAttributes

SetPlatformApplicationAttributes

SetSubscriptionAttributes

SetTopicAttributes

Africa (Cape Town) Region

亞太區域 (香港) 區域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亞太 (大阪) 區域

加拿大 (中部) 區域

中國 (北京) 區域

中國 (寧夏) 區域

歐洲 (倫敦) 區域

Europe (Milan) Region

歐洲 (巴黎) 區域

歐洲 (西班牙)

歐洲 (斯德哥爾摩) 區域

Middle East (Bahrain) Region

南美洲 (聖保羅) 區域

30

PutDataProtectionPolicy 所有商業地區 1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端點與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SQ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qs.us-east-2.amazonaws.com

sq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qs.us-east-1.amazonaws.com

sq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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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qs.us-west-1.amazonaws.com

sq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qs.us-west-2.amazonaws.com

sq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q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q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q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q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q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q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q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q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q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q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q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q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q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q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q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q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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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巴黎) eu-west-3 sq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q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q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q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q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q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q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q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q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舊版端點

如果您使用 Python 版AWS CLI或 SDK，您可以使用下列舊版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
亥俄)

us-east-2 us-ea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美國東部 (維
吉尼亞北部)

us-east-1 隊列. 亞馬遜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
利佛尼亞北
部)

us-west-1 us-we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
勒岡)

us-west-2 us-we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af-southeast-1. Queue. HTTP

亞太區域 (孟
買)

ap-south-1 ap-southea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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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
阪)

ap-
northeast-3

ap-northeast-3. Queue.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首
爾)

ap-
northeast-2

ap-northea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
加坡)

ap-
southeast-1

ap-southea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
梨)

ap-
southeast-2

ap-southea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
京)

ap-
northeast-1

ap-northea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ca-central-1. Queue. HTTP 和 
HTTPS

中國 (北京) cn-north-1 cn-north1. Queue. HTTP 和 
HTTPS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cn-northwe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歐洲 (法蘭克
福)

eu-central-1 eu-central-1. Queue.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eu-we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eu-west-2. Queue. HTTP 和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eu-west-3. Queue. HTTP 和 
HTTPS

歐洲 (斯德哥
爾摩)

eu-north-1 eu-northwe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保
羅)

sa-east-1 sa-east-1. Queue.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每個佇列政策的動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7 否 佇列原則中的動作數
目。

每個訊息的屬性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0 否 新增至郵件的屬性數
目。

批次訊息 ID 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80 否 批次訊息 ID 的長度。

FIFO 佇列的批次訊息輸
送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FIFO 佇列每秒的批次交
易數目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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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FIFO 佇列的批次訊息高
輸送量

受支援的區域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美國
東部 (俄亥俄)、美國西
部 (奧勒岡)、歐洲 (法蘭
克福)、歐洲 (愛爾蘭)：
60,000

所有其他支援的區域：
15,000

否 FIFO 佇列每秒的批次交
易數目 (TPS)。

每個佇列政策的條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0 否 佇列原則中的條件數
目。

每個 FIFO 佇列的傳輸中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0

否 FIFO 佇列中進行中訊息
的數目。

每個標準佇列的傳送中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2 
萬個

是 標準佇列中進行中訊息
的數目。

訊息隱形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0 秒 否 Amazon SQS 在未刪
除訊息時保留訊息的
時間長度 (以秒為單
位)。最長時間為 14 天
（1,209，600 秒）。

訊息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56 
KB

否 訊息的大小，以 KB 為單
位。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
的訊息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 
GB

否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
的訊息大小，以 GB 為
單位。

每 Batch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0 否 訊息批次中的訊息數
目。

每個佇列政策的主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50 否 延遲初始傳遞訊息至佇
列的時間長度 (以分鐘為
單位)。

佇列名稱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80 否 佇列名稱長度。

佇列政策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92 個位元組

否 佇列政策的大小 (以位元
組為單位)。

每個佇列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0 否 新增至佇列的標籤數
目。

UTF-8 佇列標記金鑰長
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28 否 UTF-8 佇列標記金鑰的
長度。

UTF-8 佇列標記值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56 否 UTF-8 佇列標記值的長
度。

FIFO 佇列的未批次處理
訊息輸送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300 否 FIFO 佇列每秒未批次處
理的交易數目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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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FIFO 佇列的未批次處理
訊息高輸送量

受支援的區域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美國
東部 (俄亥俄)、美國西
部 (奧勒岡)、歐洲 (法蘭
克福)、歐洲 (愛爾蘭)：
6,000

受支援的區域 (亞太區域 
(孟買)、亞太區域 (新加
坡)、亞太區域 (雪梨)：
3,000

所有其他受支援的區
域：1,500

否 FIFO 佇列每秒未批次處
理的交易數目 (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簡單佇列服務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SQS 配額和 Amazon SQS 常見問
答集的「限制和限制」一節。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Amazon S3 端點

當您使用 REST API 將要求傳送至下表所示的端點時，您可以使用虛擬主控的樣式和路徑樣式方法。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儲存貯體的虛擬託管相關文章。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標準端點：

• s3.us-east-2.amazonaws.com
• s3-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us-

east-2.amazonaws.com**
• s3-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
• account-id.s3-control.us-

east-2.amazonaws.com
• #### .S3-控制-菲普斯我-東-2.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us-
east-2.amazonaws.com**

us-east-2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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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 ## ID .s3-控制-菲爾斯. 雙堆
棧. 我們東部-2. 亞馬遜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us-
east-2.amazonaws.com

• s3-adst-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us-
east-2.amazonaws.com**

• s3-Accenst-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標準端點：

• s3.us-east-1.amazonaws.com
• s3-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 s3.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us-

east-1.amazonaws.com**
• s3-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
• account-id.s3-control.us-

east-1.amazonaws.com
• ##### .s3-控制-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us-
east-1.amazonaws.com**

• ## ID .s3-control-fips.雙
堆 .us-east-1.amazonaws.com 
**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us-
east-1.amazonaws.com

• s3-us-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us-

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nst-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

us-ea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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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
北部)

us-west-1 標準端點：

• s3.us-west-1.amazonaws.com
• s3-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us-

west-1.amazonaws.com**
• s3-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
• account-id.s3-control.us-

west-1.amazonaws.com
• ##### .s3-控制-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us-
west-1.amazonaws.com**

• ## ID .s3-control-fips.雙
堆 .us-west-1.amazonaws.com 
**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us-
west-1.amazonaws.com

• s3-Acc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us-

west-1.amazonaws.com**
• s3-Accenst-fips.us-

west-1.amazonaws.com **

us-we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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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標準端點：

• s3.us-west-2.amazonaws.com
• s3-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us-

west-2.amazonaws.com**
• s3-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
• account-id.s3-control.us-

west-2.amazonaws.com
• ##### .s3-控制-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us-
west-2.amazonaws.com**

• ## ID .s3-控制-fips.dust-.us-
west-2.amazonaws.com **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us-
west-2.amazonaws.com

• s3-cost-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us-
west-2.amazonaws.com**

• s3-Accenst-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

us-west-2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版本 1.0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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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標準端點：

• s3.af-south-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f-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f-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f-
south-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f-
sou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f-
south-1.amazonaws.com**

af-sou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亞太區域 
(香港) ***

ap-east-1 標準端點：

• s3.ap-ea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east-1.amazonaws.com**
• ##### .s3-control.ap-

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east-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east-1.amazonaws.com**

ap-east-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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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標準端點：

• 南 2. 亚马孙
• s3. 雙堆棧. AP-南部 2. 亞馬遜.
• ##### .3-控制. AP-南 2.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訪問. AP-南 2. 亞馬遜
• S3-訪問. 雙堆棧. AP-南部 2.

ap-south-2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標準端點：

• s3.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 s3. 雙堆棧 .ape-東南部-3. 亞馬
遜

• #### .S3-控制 .ape-東南部-3.
• ## ID。S3-控制。雙堆棧 .ap

－ 東南部-3.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st-3-存取 .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 S3-訪問. 雙堆. AP-東南部-3. 亞
馬遜. COM

ap-
southeast-3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標準端點：

• S3.p-東南部 4-亞馬遜
• s3. 雙堆棧 .ape-東南部-4. 亞馬

遜
• ##### .s3.p-東南部 4.
• ##### .s3. 雙堆棧 .p-東南部-4. 

亞馬遜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3-訪問. AP-東南部-4. 亞馬遜
• S3-訪問. 雙堆. AP-東南部-4. 亞

馬遜. COM

ap-
southeast-4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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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標準端點：

• s3.ap-south-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south-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sou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south-1.amazonaws.com**

ap-sou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標準端點：

• s3.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ap-
northeast-3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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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標準端點：

• s3.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ap-
northeast-2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標準端點：

• s3.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ap-
southea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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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標準端點：

• s3.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ap-
southeast-2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標準端點：

• s3.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ap-
northea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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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中
部)

ca-central-1 標準端點：

• s3.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fip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菲普斯. 雙重堆棧 .ca-中央 
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 .S3-控制-中央 
-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 ID。S3-控制-菲
爾。雙堆棧 .ca-中央 
-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訪問-菲普斯卡中央 
-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ca-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訪問-菲普斯. 雙重堆棧 .ca-
中央 1.Amazonaws.com

ca-central-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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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北京) cn-north-1 此區域的有效端點名稱：

• s3.cn-
north-1.amazonaws.com.cn

• s3.dualstack.cn-
north-1.amazonaws.com.cn

• account-id.s3-control.cn-
north-1.amazonaws.com.cn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cn-
north-1.amazonaws.com.cn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cn-
nor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cn-
north-1.amazonaws.com

cn-nor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中國 (寧夏) cn-
northwest-1

此區域的有效端點名稱：

• s3.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 s3.dualstack.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 account-id.s3-control.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

cn-
northwest-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818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S3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歐洲 (法蘭
克福)

eu-central-1 標準端點：

• s3.eu-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central-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central-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central-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central-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central-1.amazonaws.com**

eu-central-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標準端點：

• s3.eu-we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we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we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west-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we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west-1.amazonaws.com**

歐洲或 eu-
we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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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倫敦) eu-west-2 標準端點：

• s3.eu-west-2.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we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west-2.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west-2.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west-2.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west-2.amazonaws.com**

eu-west-2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歐洲 (米蘭) eu-south-1 標準端點：

• s3.eu-south-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south-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sou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south-1.amazonaws.com**

eu-sou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820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S3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位置限制 通訊協定 Signature 
版本 
Support

歐洲 (巴黎) eu-west-3 標準端點：

• s3.eu-west-3.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west-3.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west-3.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west-3.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west-3.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west-3.amazonaws.com**

eu-west-3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標準端點：

• s3.eu-north-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eu-

nor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eu-

nor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eu-
north-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eu-
nor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eu-
north-1.amazonaws.com**

eu-nor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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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標準端點：

• s3.eu-soust-2.amazonaws.com
• s3. 雙堆棧. 歐洲-南部 2. 亞馬

遜.
• ##### .3-控制歐盟-南部 2.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歐-南 

2.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ount .eu-
soust-2.amazonaws.com

• S3-訪問. 雙堆. 歐洲-南部 2. 亞
馬遜

eu-south-2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歐洲 (蘇黎
世)

eu-central-2 標準端點：

• S3. 歐洲中央-亞馬遜
• s3. 雙堆棧. 歐盟中央-2. 亞馬遜. 

COM
• ##### .3-控制歐盟中央 2. 亞馬

遜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歐洲

中央-2. 亞馬遜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欧盟中央 2. 亚马逊
• S3-訪問。雙堆棧。歐盟中央-2. 

亞馬遜。

eu-central-2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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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標準端點：

• s3.sa-east-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sa-

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sa-

east-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sa-
east-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sa-
east-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sa-
east-1.amazonaws.com**

sa-east-1 HTTP 和 
HTTPS

第 2 版和第 
4 版

中東 (巴林) me-south-1 標準端點：

• s3.me-
south-1.amazonaws.com

• s3.dualstack.me-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control.me-
south-1.amazonaws.com

• account-id.s3-
control.dualstack.me-
south-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accesspoint.me-
south-1.amazonaws.com

• s3-accesspoint.dualstack.me-
south-1.amazonaws.com**

me-south-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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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標準端點：

• S3. 我中央-1. 亞馬遜
• s3. 雙堆棧. 我中央-1. 亞馬遜
• ## ID。S3-控制。我中央-1. 

亞馬遜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我中

心 1.Amazonaws.com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訪問. 我中央-1. 亞馬遜
• S3-訪問. 雙堆棧. 我中心 

1.Amazonaws.com

me-
central-1

HTTP 和 
HTTPS

僅限第 4 版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標準端點：

• S3。 us-gov-east-1. 亞馬遜
• S3-菲普斯。 us-gov-east-1. 亞

馬遜
• s3. 雙堆棧。 us-gov-east-1. 亞

馬遜公司 **
• s3-菲普斯. 雙堆棧. us-gov-

east-1. 亞馬遜公司 **
• ## ID .S3-控制。 us-gov-

east-1. 亞馬遜
• ##### .S3-控制菲普斯。 us-

gov-east-1. 亞馬遜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us-

gov-east-1. 亞馬遜公司 **
• ##### .S3-控制。雙堆棧。 us-

gov-east-1. 亞馬遜公司 **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附件。 us-gov-east-1. 亞馬
遜

• S3-訪問-FIPS。 us-gov-east-1. 
亞馬遜

• S3-訪問. 雙堆棧. us-gov-
east-1. 亞馬遜公司 **

• S3-訪問-菲普斯. 雙堆棧. us-
gov-east-1. 亞馬遜公司 **

us-gov-
east-1

HTTP 和 
HTTPS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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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標準端點：

• S3。 us-gov-west-1. 亞馬遜
• S3-菲普斯。 us-gov-west-1. 亞

馬遜
• s3. 雙堆棧。 us-gov-west-1. 亞

馬遜公司 **
• s3-菲普斯. 雙堆棧. us-gov-

west-1. 亞馬遜公司 **
• ## ID .S3-控制。 us-gov-

west-1. 亞馬遜
• ##### .S3-控制菲普斯。 us-

gov-west-1. 亞馬遜
• ## ID .S3-控制. 雙堆棧。 us-

gov-west-1. 亞馬遜公司 **
• ##### .S3-控制。雙堆棧。 us-

gov-west-1. 亞馬遜公司 **

Amazon S3 存取點端點 (僅限 
HTTPS)：

• S3-附件。 us-gov-west-1. 亞馬
遜

• S3-訪問-FIPS。 us-gov-west-1. 
亞馬遜

• S3-訪問. 雙堆棧. us-gov-
west-1. 亞馬遜公司 **

• S3-訪問-菲普斯. 雙堆棧. us-
gov-west-1. 亞馬遜公司 **

us-gov-
west-1

HTTP 和 
HTTPS

 

** Amazon S3 雙堆疊端點支援透過 IPv6 和 IPv4 對 S3 儲存貯體發出請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雙堆
疊端點相關文章。

***您必須啟用此區域，然後才能使用它。

使用前述端點時，需要考量下列其他事項：

• s3-control端點與 Amazon S3 帳戶層級操作搭配使用。
• s3-accesspoint端點僅用於透過 Amazon S3 存取點提出請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mazon S3 

存取點。
• Amazon S3 將美國標準區域重新命名為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區AWS域。端點本身沒有任何變更，所

以不必變更您的應用程式。
• 如果您使用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端點以外的區域建立儲存貯體，則必須將LocationConstraint儲

存貯體參數設定為相同區域。AWS SDK for Java 和 AWS SDK for .NET 兩者都會使用列舉來設定位置
限制 (對於 Java 使用 Region、對於 .NET 使用 S3Region)。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PI 參考》中的 Create Bucket。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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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3 會針對其端點的網域名稱系統 (DNS) 查詢傳回多個答案。此行為可讓應用程式在多個 Amazon 
S3 IP 地址平行處理其請求，藉此改善效能和可用性。Amazon S3 多值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在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美國西部 (奧勒岡)、歐洲 (愛爾蘭) 及亞太區域 (東京) 區域全面發行。舊版全球端點不支援 
Amazon S3 多值回答 DN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多值答案路由。

Amazon S3 網站端點
將儲存貯體設定為網站時，便可透過下列區域專用的網站端點來提供該網站。請注意，網站端點與先前表
格中所列的 REST API 端點不同。有關 Amazon S3 上的託管網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S torage 
Service 使用者指南》中的 AmazonS3 上的託管網站。使用 Amazon Route 53 API 將別名記錄新增至託管區
域時，您需要託管區域 ID。

Note

Amazon S3 網站端點不支援 HTTPS 或 Amazon S3 存取點。若要使用 HTTPS，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Front 為 Amazon S3 上託管的靜態網站提供服務。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3 使用者指南 CloudFront中的使用向 Route 53 註冊的自訂網域設定靜態網站。

區域名稱 網站端點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美國東部 (俄亥
俄)

s3-website.us-east-2.amazonaws.com Z2O1EMRO9K5GLX

美國東部 (維吉尼
亞北部)

s3website-us-east--1. 亞馬遜 Z3AQBSTGFYJSTF 

美國西部 (加利佛
尼亞北部)

s3website-us-west--1. 亞馬遜 Z2F56UZL2M1ACD 

美國西部 (奧勒
岡)

s3website-us-west-2. 亞馬遜 Z3BJ6K6RIION7M

非洲 (開普敦) s3-website.af-south-1.amazonaws.com Z2 奧斯弗爾 5 彼得

亞太區域 (香港) s3-website.ap-east-1.amazonaws.com ZNB98KWMFR0R6

亞太區域 (海德拉
巴)

S3 网站. 阿拉伯南 2. 亚马孙 Z02976202B4 電子郵
件

亞太區域 (雅加
達)

s3-us-southeast-3.amazonaws.com Z01846753K324LI26A3V

亞太區域 (墨爾
本)

S3-網站 .ape-東南部-亞馬遜 Z0312387243XT5FE

亞太區域 (孟買) s3-website.ap-south-1.amazonaws.com Z11RGJOFQNVJUP

亞太區域 (大阪) s3-websit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Z2YQB5RD63NC85

亞太區域 (首爾) s3-websit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Z3W03O7B5YMIYP

亞太區域 (新加
坡)

s3website-ap-southeast--1. 亞馬遜 Z3O0J2DXBE1FTB

亞太區域 (雪梨) s3website-ap-southeast-2. 亞馬遜 Z1WCIGYICN2BYD

亞太區域 (東京) s3website-ap-northeast--1. 亞馬遜 Z2M4EHUR26P7ZW

加拿大 (中部) s3-website.ca-central-1.amazonaws.com Z1QDHH18159H29

中國 (北京) S3-网站. CN-北-亚马孙 Z5CN8UMX 92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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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網站端點 Route 53 託管區域 ID

中國 (寧夏) s3-website.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Z282HJ 1 公里 
0DH03

歐洲 (法蘭克福) s3-website.eu-central-1.amazonaws.com Z21DNDUVLTQW6Q

歐洲 (愛爾蘭) s3website-eu-west--1. 亞馬遜 Z1BKCTXD74EZPE

歐洲 (倫敦) s3-website.eu-west-2.amazonaws.com Z3GKZC51ZF0DB4

歐洲 (米蘭) s3-website.eu-south-1.amazonaws.com 41N7K

Europe (Paris) s3-website.eu-west-3.amazonaws.com Z3R1K369G5AVDG

Europe 
(Stockholm)

s3-website.eu-north-1.amazonaws.com Z3BAZG2TWCNX0D

歐洲 (西班牙) s3-us-west-2.amazonaws.com Z0081959F7139GRJJ

歐洲 (蘇黎世) S3 網站歐盟中央 2. 亞馬遜 Z030506016 年份英
鎊

以色列 (特拉維
夫)

S3-中央網站 1. 亞馬遜 Z09640613K4A3 在
中国

Middle East 
(Bahrain)

s3-website.me-south-1.amazonaws.com Z1MPMWCPA7YB62

中東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S3 網站. 我中心 1. 亞馬遜 Z06143092I8HRXZRUZROF

南美洲 (聖保羅) s3website-sa-east--1. 亞馬遜 Z7KQH4QJS55SO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s3-website。 us-gov-east-1. 亞馬遜 Z2 尼夫年 W2 VKV1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s3website-us-gov-west--1. 亞馬遜 Z31 GFT0UA1I2HV

Service Quotas

Amazon S3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存取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帳戶中每個區域可建立的 
Amazon S3 存取點數量

儲存貯體政策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KB

否 Amazon S3 儲存貯體的儲存
貯體政策大小上限 (以 KB 為
單位)

桶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指派給 Amazon S3 
儲存貯體的標籤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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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儲存貯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帳戶中建立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數量

事件通知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的事件通知數目上限

週期規則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為 Amazon S3 生命
週期組態指定的規則數目上
限

最大零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使用 API 進行多部分上傳
時，Amazon S3 物件零件的
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最小零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MB

否 使用 API 進行多部分上傳
時，Amazon S3 物件零件的
大小下限 (以 MB 為單位)。
上傳的最後一部分可以小於
規定的最小值

多區域存取點區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每個多區域存取點的區域數
上限。

多區域存取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帳戶提供多區域存取
點。

物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TB

否 Amazon S3 物件的大小上限 
(TB)

物件大小 (主控台上傳)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0 GB

否 您可以使用主控台上傳的 
Amazon S3 物件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物件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指派給 Amazon S3 
物件的標籤數目上限

部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多部分上傳的 Amazon 
S3 物件部件數目上限

複寫規則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您可以在 Amazon S3 複寫
組態中指定的規則數目上限

複寫傳輸速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1 GB

是 您可以從此帳戶的來源區域
複製的最大複製時間控制傳
輸速率。

S3 冰川：隨機還原請求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5

否 每天存放之每個 PIB 的 S3 
Glacier 儲存類別隨機還原要
求數目。

S3 冰川：佈建的容量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每個帳戶可購買的 S3 
Glacier 儲存類別佈建容量單
位數目上限。

S3 冰川：每秒擷取請求率。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帳戶每秒允許的擷取要
求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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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3 on Outpost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存取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在目前 OutpostsAWS 
帳戶的 Outposts 儲存貯
體上針對 S3 建立的最大 
Amazon S3 數量。

儲存貯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可以在目前 Outposts 每個
AWS帳戶建立的前哨儲存貯
體上的 Amazon S3 數量上
限。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資源或限制，即您帳戶的服務資源或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限制。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wf.us-east-2.amazonaws.com

swf-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wf.us-east-1.amazonaws.com

swf-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wf.us-west-1.amazonaws.com

swf-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wf.us-west-2.amazonaws.com

swf-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wf.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wf.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wf.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wf.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wf.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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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wf.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wf.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wf.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wf.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wf.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wf.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wf.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wf.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wf.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wf.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wf.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wf.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wf.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wf.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wf.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wf.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wf.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wf.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wf.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wf.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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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oun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
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Coun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呼叫數量。

Coun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
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Coun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通話數量。

CountOpen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
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CountOpenWorkflowExecutions 
呼叫數量。

CountOpen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
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CountOpenWorkflowExecutions 
通話數量。

CountPendingActivityTasks 每秒交易的油門
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CountPendingActivityTasks 
呼叫數量。

CountPendingActivityTasks 每秒交易的節流
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CountPendingActivityTasks 
通話數量。

CountPendingDecisionTasks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CountPendingDecisionTasks 
呼叫數量。

CountPendingDecisionTasks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CountPendingDecisionTasks 
電話數量上限。

Deprecate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precateActivityType 呼叫
數量。

Deprecate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precateActivityType 電
話數量上限。

DeprecateDomain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precateDomain 呼叫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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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DeprecateDomain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precateDomain 電話數
量上限。

Deprecate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
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precateWorkflowType 呼
叫數量。

Deprecate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
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precateWorkflowType 
電話數量上限。

Describe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scribeActivityType 呼叫數
量。

Describe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scribeActivityType 電
話數量上限。

DescribeDomain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
突發的最大 DescribeDomain 
呼叫數量。

DescribeDomain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scribeDomain 電話數
量上限。

Describe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scribe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Describe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Describe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Describe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
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DescribeWorkflowType 呼叫
數量。

Describe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
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DescribeWorkflowType 
電話數量上限。

工作流程執行歷程記錄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0

否 指定工作流程執行的事件數
目上限。

GetWorkflowExecutionHistory 每秒交易的
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GetWorkflowExecutionHistory 
呼叫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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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GetWorkflowExecutionHistory 每秒交易的
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GetWorkflowExecutionHistory 
電話數量上限。

輸入/結果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7770

否 此限制會影響活動或工作流
程執行結果資料、排程活動
任務或工作流程執行時的輸
入資料，以及使用工作流程
執行訊號傳送的輸入。

ListActivityTypes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ListActivityTypes 呼叫數
量。

ListActivityTypes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ListActivityTypes 電話數
量上限。

Lis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
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Lis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呼叫數量。

Lis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
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ListClosedWorkflowExecutions 
電話數量上限。

ListDomains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
突發的最大 ListDomains 呼
叫數量。

ListDomains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ListDomains 電話數量上
限。

ListOpen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ListOpenWorkflowExecutions 
呼叫數量。

ListOpenWorkflowExecutions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8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ListOpenWorkflowExecutions 
電話數量上限。

ListWorkflowTypes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ListWorkflowTypes 呼叫數
量。

ListWorkflowTypes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ListWorkflowTypes 電話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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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網域最大工作流程和活動類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已
註冊的工作流程與活動類型
數量上限。

依工作流程執行開啟活動任務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此限制包含已排程的活動任
務和工作者正在處理的活動
任務。

開啟子工作流程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工作流程執行的開啟子
工作流程執行數目上限。

每個工作流程執行開啟計時器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工作流程執行同時開啟
的計時器數目上限。

開啟每個網域的工作流程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開
啟工作數量上限。

PollForActivityTask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PollForActivityTask 呼叫數
量。

PollForActivityTask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PollForActivityTask 電話
數量上限。

PollForDecisionTask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PollForDecisionTask 呼叫數
量。

PollForDecisionTask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PollForDecisionTask 電
話數量上限。

每個任務清單的輪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可同時輪詢特定任務清單的
輪詢器上限為 1,000 個。

RecordActivityTaskHeartbeat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cordActivityTaskHeartbeat 
呼叫數量。

RecordActivityTaskHeartbeat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cordActivityTaskHeartbeat 
電話數量上限。

Register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gisterActivityType 呼叫數
量。

RegisterActivity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
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RegisterActivityType 電話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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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RegisterDomain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
突發的最大 RegisterDomain 
呼叫數量。

RegisterDomain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RegisterDomain 電話數
量上限。

Register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gisterWorkflowType 呼叫
數量。

RegisterWorkflowType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RegisterWorkflowType 電
話數量上限。

已註冊網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已
註冊的網域數量。

請求規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每個簡單工作流程 API 請求
的總資料大小 (以 MB 為單
位)，包括請求標頭和所有其
他相關聯的請求資料。

RequestCance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questCance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RequestCance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questCance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RequestCance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
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questCancel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RequestCance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
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questCancel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RespondActivityTaskCanceled 每秒交易的
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spondActivityTaskCanceled 
呼叫數量。

RespondActivityTaskCanceled 每秒交易的
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spondActivityTaskCanceled 
電話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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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ActivityTaskCompleted 每秒交易的
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spondActivityTaskCompleted 
呼叫數量。

RespondActivityTaskCompleted 每秒交易的
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spondActivityTaskCompleted 
電話數量上限。

RespondActivityTaskFailed 每秒交易的油門
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spondActivityTaskFailed 
呼叫數量。

RespondActivityTaskFailed 每秒交易的節流
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spondActivityTaskFailed 
電話數量上限。

RespondDecisionTaskCompleted 每秒交易
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RespondDecisionTaskCompleted 
呼叫數量。

RespondDecisionTaskCompleted 每秒交易
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RespondDecisionTaskCompleted 
電話數量上限。

年份佇列中的 SWF 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任務處於佇列狀態的最長時
間 (受工作流程執行時間限制
的限制)。

ScheduleActivityTask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ScheduleActivityTask 呼叫
數量。

ScheduleActivityTask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
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ScheduleActivityTask 電
話數量上限。

Signa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
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Signa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Signa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
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SignalExternal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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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門
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SignalWorkflowExecution 呼
叫數量。

Signal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流
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Signal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StartChild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StartChild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StartChild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StartChild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StartTimer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
突發的最大 StartTimer 呼叫
數量。

StartTimer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StartTimer 電話數量上
限。

Start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門爆
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StartWorkflowExecution 呼
叫數量。

Start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流補
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而不受限制
的 Start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一年中的任務執行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任務處於執行狀態的最長時
間 (受工作流程執行時間限制
的限制)。

Terminate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油
門爆發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您可以在不受限制的
情況下突發的最大 
TerminateWorkflowExecution 
呼叫數量。

TerminateWorkflowExecution 每秒交易的節
流補充限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您每秒可以提出
而不受限制的 
TerminateWorkflow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工作流程執行閒置時間限制 (年)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工作流程執行可閒置的時間
上限 (受工作流程執行時間限
制的限制)。

工作流程執行時間 (年)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工作流程執行可執行的最長
時間 (以年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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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保留時間 (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是 在這個時間之後，就不能再
擷取或檢視工作流程歷史記
錄。Amazon SWF 保留的已
關閉工作流程執行次數沒有
進一步限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簡單工作流程服務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SWF 配額。

Amazon SimpleDB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db.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db.us-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db.us-we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d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d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d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d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db.sa-east-1.amazonaws.com HTTP 和 
HTTPS

Service Quotas

資源 預設

網域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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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SimpleDB 配額在Amazon SimpleDB 開發人員指南。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IAM Identity Center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so.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so.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so.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so.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so.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so.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so.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so.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so.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so.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so.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so.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so.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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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so.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so.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so.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so.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so.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so.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so.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so.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so.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so.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so.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身分存放區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dentitystor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dentitystor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dentitystor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identitystor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identitystore.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identitystor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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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identitystore.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identitystor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identitystor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identitystor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identitystor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identitystore.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dentitystor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dentitystor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identitystor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identitystore.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identitystor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identitystor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identitystor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identitystore.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dentitystore.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服務提供者 SAML 2.0 憑證的檔案大小 
(PEM 格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服務提供者 SAML 2.0 憑證
的檔案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
位) (PEM 格式)。

IAM 中支援的群組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

否 IAM 身分中心支援的群組數
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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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IAM 中允許的權限集 每個支援的區域：
2,000

是 IAM 身分中心中預設的權限
集數目。

每個 AWS 帳戶允許的許可集合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允許的預設權限集
數AWS目。

可用來評估使用者權限的唯一群組數目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可用來評估使用者權限的唯
一群組數目上限。在AWS存
取入口網站中顯示使用者可
用AWS帳戶和應用程式圖示
之前，IAM Identity Center 
會評估使用者的群組成員資
格，以評估使用者的有效許
可。

IAM 中支援的使用者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00

是 IAM 身分中心支援的預設使
用者數量。

可設定的AWS帳戶或應用程式總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3,000

是 可以設定的預設AWS帳戶
或應用程式總數 (合計)。例
如，您可以設定 2750 個帳
戶和 250 個應用程式，產生
總共 3000 個帳戶和應用程
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使用者指南中的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配額。

AWS雪家族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Snow 系列裝置可在以下AWS地區使用。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nowball.us-east-2.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nowball.us-ea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nowball.us-we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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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nowball.us-west-2.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nowball.af-south-1.amazonaws.com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nowball.ap-east-1.amazonaws.com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nowbal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nowball.ap-south-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nowbal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nowbal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nowball.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nowball.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nowbal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nowball.ca-central-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nowball.eu-central-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nowball.eu-we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nowball.eu-west-2.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nowball.eu-south-1.amazonaws.com  

歐洲 (巴黎) eu-west-3 snowball.eu-west-3.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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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nowball.eu-north-1.amazonaws.com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nowball.me-central-1.amazonaws.com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nowball.sa-ea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nowball.us-gov-ea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nowball.us-gov-west-1.amazonaws.com

snowball-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Snowcone僅適用於以下AWS區域：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加拿大 (中部)
• 南美洲 (聖保羅)
• 歐洲 (愛爾蘭)
• 歐洲 (法蘭克福)
• 歐洲 (倫敦)
• Europe (Paris)
• 亞太區域 (孟買)
• 亞太區域 (雪梨)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 亞太區域 (東京)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nowball Edge 裝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Snowball 邊緣裝置的數量上
限。

Snowcone 裝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Snowcone 裝置的數量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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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tep Functions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tates.us-ea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ea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state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ea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tates.us-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stat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tates.us-we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we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state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we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tates.us-we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we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stat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we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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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tates.af-south-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f-south-1.amazonaws.com

sync-state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tates.ap-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tates.ap-south-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2.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tate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tate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tates.ap-south-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1.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tate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tat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tat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tat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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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tat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tates.ca-central-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ca-central-1.amazonaws.com

sync-state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tat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tates.eu-we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we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tates.eu-west-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west-2.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tates.eu-south-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south-1.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tates.eu-west-3.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west-3.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tates.eu-south-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south-2.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tates.eu-north-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north-1.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tates.eu-central-2.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eu-central-2.amazonaws.com

sync-state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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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Functions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tates.me-south-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me-south-1.amazonaws.com

sync-state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tates.me-central-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me-central-1.amazonaws.com

sync-state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tates.sa-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sa-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tates.us-gov-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tates-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gov-ea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tates.us-gov-west-1.amazonaws.com

autobahn-states.us-gov-west-1.amazonaws.com

sync-state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ARN 的活動輪詢器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每個活動資源 ARN 可以等待
的輪詢數量。

CreateActivity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CreateActivity 電
話數量上限。

CreateActivity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CreateActivity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CreateStateMachin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CreateStateMachine 電話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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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Function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CreateStateMachin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CreateActivity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DeleteActivity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DeleteActivity 電話
數量上限。

DeleteActivity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DeleteActivity 通話的令
牌補充率。

DeleteStateMachin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DeleteStateMachine 電話數
量上限。

DeleteStateMachin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DeleteStateMachine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DescribeActivity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用的 DescribeActivity 電
話數量上限。

DescribeActivity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DescribeActivity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DescribeExecution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300

us-west-2：300

eu-west-1 歐洲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250 個

是 您可用的 Describe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DescribeExecution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15

us-west-2：15

eu-west-1：15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秒 DescribeExecution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DescribeStateMachin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用的 
DescribeStateMachine 電話
數量上限。

DescribeStateMachin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秒 DescribeStateMachine 
通話的令牌補充率。

DescribeStateMachineForExecution 油門令
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用的 
DescribeStateMachineForExecution 
電話數量上限。

DescribeStateMachineForExecution 節流令
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DescribeStateMachineForExecution 
通話的令牌補充率。

執行歷史大小中的事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0

否 執行時，一個給定的事件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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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Function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執行歷程記錄保留時間 (天)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執行資訊在完成後儲存的時
間 (以天為單位)。

執行閒置時間 (年)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執行可以閒置的時間 (以年為
單位)。

執行時間 (以年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執行可執行的最長時間 (以年
為單位)。

Step Functions 主控台中顯示的執行 每個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Step Functions」儀表板中
顯示的最大執行量。

GetActivityTask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3

us-west-2：3

eu-west-1 歐洲 — 3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1,500 個

是 您可用的 GetActivityTask 電
話數量上限。

GetActivityTask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500

us-west-2：500

eu-west-1 eu-west-1 
歐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秒 GetActivityTask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GetExecutionHistory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0

是 您可用的 
GetExecutionHistory 電話數
量上限。

GetExecutionHistory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秒 GetExecutionHistory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工作狀態或執行中的輸入或結果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62,144 個位元組

否 作業、狀態或執行項目的 
UTF-8 編碼字串的最大輸入
或結果資料大小 (以位元組為
單位)。

ListActivities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ListActivities 電話
數量上限。

ListActivities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10

us-west-2：10

eu-west-1：10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ListActivities 通話的令
牌補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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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Function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ListExecutions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200

us-west-2：200

eu-west-1 eu-west-1 
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ListExecutions 電
話數量上限。

ListExecutions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5

us-west-2：5

eu-west-1：5

其他支援的地區：2

是 每秒 ListExecutions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ListStateMachines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ListStateMachines 
電話數量上限。

ListStateMachines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 ListStateMachines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ListTagsForResourc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ListTagsForResource 電話
數量上限。

ListTagsForResourc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ListTagsForResource 
通話的令牌補充率。

開放的執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的
開放執行數量上限。

已登記活動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活
動數量上限。

已註冊狀態機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狀
態機數量上限。

資源名稱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0

否 狀態機器、執行和活動資源
類型的最大字元長度

SendTaskFailure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3

us-west-2：3

eu-west-1 歐洲 — 3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1,500 個

是 您可用的 SendTaskFailure 
電話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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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endTaskFailur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500

us-west-2：500

eu-west-1 eu-west-1 
歐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秒 SendTaskFailure 通話
的令牌補充率。

SendTaskHeartbeat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3

us-west-2：3

eu-west-1 歐洲 — 3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1,500 個

是 您可用的 
SendTaskHeartbeat 電話數
量上限。

SendTaskHeartbeat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500

us-west-2：500

eu-west-1 eu-west-1 
歐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秒 SendTaskHeartbeat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SendTaskSuccess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3

us-west-2：3

eu-west-1 歐洲 — 3

每個其他支援的地
區：1,500 個

是 您可用的 SendTaskSuccess 
電話數量上限。

SendTaskSuccess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500

us-west-2：500

eu-west-1 eu-west-1 
歐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300

是 每秒 SendTaskSuccess 通
話的令牌補充率。

每個 API 請求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MB

否 每個 Step Functions 數 API 
請求的總資料大小 (以 MB 為
單位)，包括請求標頭和所有
其他相關聯的請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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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tartExecution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

us-west-2：

eu-west-1 eu-west-1 
歐洲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800

是 您可用的 StartExecution 電
話數量上限。

StartExecution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300

us-west-2：300

eu-west-1 歐洲

其他每個支援的區
域：150

是 每秒 StartExecution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StateTransition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5

us-west-2：5

eu-west-1 歐洲 — 
eu-west-1：5

每個其他支援的區
域：800

是 您可用的 StateTransition 電
話數量上限。

StateTransition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1

us-west-2：1

eu-west-1 歐洲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秒 StateTransition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年份隊列中的 Step Functions 任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Step Functions 在佇列中保
留工作的最長時間 (以年為單
位)。

StopExecution 油門令牌桶大小 us-east-1：1

us-west-2：1

eu-west-1 歐洲 — 1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用的 StopExecution 電
話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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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Gateway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StopExecution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us-east-1：200

us-west-2：200

eu-west-1 eu-west-1 
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秒 StopExecution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TagResourc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用的 TagResource 電話
數量上限。

TagResourc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TagResource 通話的令
牌補充率。

一年中的任務執行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任務可以執行的最長存留期
（以年為單位）。

UntagResourc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您可用的 UntagResource 電
話數量上限。

UntagResourc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是 每秒 UntagResource 通話的
令牌補充率。

UpdateStateMachine 油門令牌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可用的 
UpdateStateMachine 電話數
量上限。

UpdateStateMachine 節流令牌每秒補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秒 UpdateStateMachine 
通話的令牌補充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tep Functions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AWS Storage Gatewa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AWS使用端點。除了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
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
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Storage Gatewa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toragegateway.us-east-2.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toragegateway.us-east-1.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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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toragegateway.us-west-1.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toragegateway.us-west-2.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toragegatewa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toragegatewa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toragegatewa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toragegatewa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toragegatewa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toragegateway.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toragegatewa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toragegatewa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toragegateway.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toragegateway.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toragegateway.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toragegateway.ca-central-1.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toragegateway.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toragegateway.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toragegatewa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toragegatewa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toragegatewa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toragegatewa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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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toragegateway.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toragegatewa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toragegatewa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toragegatewa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toragegateway.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toragegateway.us-gov-east-1.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toragegateway.us-gov-west-1.amazonaws.com

storagegateway-fip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torage Gateway 硬體設備區域

在美國政府合法允許並允許出口的情況下，Storage Gateway 硬體設備可用於全球運送。

下列AWS區域支援 Storage Gateway 硬體設備。

• 美國東部 (俄亥俄)
•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亞北部)
• 美國西部 (奧勒岡)
• 亞太區域 (孟買)
• 亞太區域 (首爾)
• 亞太區域 (新加坡)
• 亞太區域 (雪梨)
• 亞太區域 (東京)
• 加拿大 (中部)
• 歐洲 (法蘭克福)
• 歐洲 (愛爾蘭)
• 歐洲 (倫敦)
• 歐洲 (巴黎)
• Europe (Stockholm)
• 南美洲 (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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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TiB 中的快取磁碟區閘道快取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快取磁碟區閘道的最大快取
大小

GiB 中的快取磁碟區閘道快取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快取磁碟區閘道的最小快取
大小

快取磁碟區閘道上傳 TiB 中的緩衝區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快取磁碟區閘道的上傳緩衝
區大小上限

快取磁碟區閘道上傳 GiB 中的緩衝區最小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快取磁碟區閘道的上傳緩衝
區大小下限

TiB 中的快取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否 快取的大小上限

每個閘道快取磁碟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否 每個閘道的最大快取磁碟區
數

TiB 中的檔案閘道快取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檔案閘道的最大快取大小

以 GiB 為單位的檔案閘道快取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檔案閘道的最小快取大小

每個 S3 儲存貯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每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的檔案共用數目上限

每個閘道的檔案共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閘道的檔案共享數目上
限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TB

否 個別檔案的大小上限，也就
是 Amazon S3 中個別物件
的大小上限

TiB 中虛擬磁帶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虛擬磁帶的大小上限

VTL 中的虛擬磁帶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0

否 虛擬磁帶媒體櫃 (VTL) 的虛
擬磁帶數目上限

以 GiB 為單位的虛擬磁帶大小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虛擬磁帶的大小下限

路徑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最大路徑長度

TiB 中每個閘道的所有快取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閘道的所有快取磁碟區總大
小

TiB 中每個閘道的所有儲存磁碟區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12

否 閘道的所有儲存磁碟區總大
小

儲存磁碟區閘道上傳 TiB 緩衝區最大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儲存磁碟區閘道的上傳緩衝
區大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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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儲存磁碟區閘道上傳緩衝區最小值 (G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儲存磁碟區閘道的上傳緩衝
區大小下限

儲存磁碟區大小 (T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儲存的大小上限

每個閘道的儲存磁碟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2

否 每個閘道的最大儲存磁碟區
數

TiB 中的磁帶閘道快取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

否 磁帶閘道的最大快取大小

磁帶閘道快取下限 (G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磁帶閘道的最小快取大小

磁帶閘道上傳緩衝區最大值 (T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磁帶閘道的上傳緩衝區大小
上限

磁帶閘道上傳緩衝區最小值 (GiB)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0

否 磁帶閘道的最小上傳緩衝區
大小

PIB 中虛擬磁帶櫃中磁帶的磁帶總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虛擬磁帶媒體櫃 (VTL) 中的
所有磁帶總大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torage Gateway使用指南中的 S torage Gateway 配額。

AWS Support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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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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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upport.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uppor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upport.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AWSSupport API 操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每秒可以執行的 SupAWS 
port API API 作業數上限。

AWSTrusted Advisor API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每秒可以執行的AWS 
Trusted Advisor API API 作
業數上限。

您可以建立的AWS Support 案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每小時可以建立的 
SupAWS port 案例數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upport 使用者指南。

AWS SupportSlack 端點中的應用程式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upportapp.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upportapp.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upportapp.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Systems Manager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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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sm.us-east-2.amazonaws.com

ss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sm.us-east-1.amazonaws.com

ss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sm.us-west-1.amazonaws.com

ssm-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sm.us-west-2.amazonaws.com

ss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sm.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sm.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ssm.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sm.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ssm.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sm.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sm.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sm.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sm.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s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s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sm.ca-central-1.amazonaws.com

ssm-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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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s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sm.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sm.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sm.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sm.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ssm.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sm.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ssm.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sm.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ssm.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sm.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ssm.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ss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除了ssm.*端點以外，您的代管執行個體也必須允許 HTTPS (連接埠 443) 傳出流量至下列端點。有關更多
信息，請參閱AWS Systems Manager用戶指南中的參考：ec2消息，ssm消息和其他 API 調用。

• ec2messages.*
• ssmmessages.*

如需AWS AppConfig端點和配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AWS AppConfig端點和配額 (p. 26)。

Service Quotas

功能 資源 預設

Application Manager 應用程式管理員中的最大應用程式 100

當您在應用程式管理員中
新增應用程式時，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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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資源 預設
Manager 會自動建立資源群
組來組織該應用程式的所有
資源。應用程式數目上限是根
據的基礎配額AWS Resource 
Groups。

Application Manager 您可以指派給應用程式的AWS資源數目上
限

對於基於AWS 
CloudFormation堆棧的應用
程序：200

對於基於以AWS Resource 
Groups下條件的應用程序

 自動化 同時執行自動化 100

每個 AWS 帳戶 可以同時執
行 100 個自動化作業。這
包括子系自動化 (由另一個
自動化啟動的自動化)，以
及速率控制自動化。如果您
嘗試執行超過此數量的自動
化，Systems Manager 會將
額外自動化新增至佇列並顯
示Pending。

 自動化 自動化佇列 1000

如果您嘗試執行的自動化超
過並行自動化限制，則後續的
自動化會新增至佇列。每個 
AWS 帳戶 可將 1,000 個自動
化排入佇列。自動化完成時 
(或達到結束狀態)，佇列中的
第一個自動化就會啟動。

 自動化 同時運行速率控制自動化 25

每個 AWS 帳戶 可以同時執
行 25 個自動化作業。如果您
嘗試執行的速率控制自動化超
過並行速率控制自動化限制，
則 Systems Manager 會將後
續速率控制自動化新增至佇列
並顯示Pending。

 自動化 速率控制自動化佇列 1000

如果您嘗試執行的自動化超過
並行速率控制自動化限制，則
後續的自動化會新增至佇列。
每個 AWS 帳戶 可將 1,000 
個速率控制自動化排入佇列。
自動化完成時 (或達到結束狀
態)，佇列中的第一個自動化
就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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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 巢狀自動化的層級數 5

父級自動化手冊可以啟動兒
童級自動化手冊。這代表巢狀
自動化的一個層級。子級自動
化手冊可以啟動另一個自動化
手冊，從而產生兩個級別的嵌
套自動化。這可以繼續最多五
（5）個級別，低於頂級父自
動化手冊。

 自動化 自動化執行歷程記錄儲存在系統中的天數 30

 自動化 可加入佇列的額外自動化執行數 1,000

 自動化 在使用者的內容中執行時自動化執行可以
執行的持續時間上限

12 小時

如果您預計自動化會執行超過 
12 小時，您必須使用服務角
色 (或採用角色) 來執行自動
化。

 自動化 executeScript 動作執行時間 10 分鐘

每個 executeScript 動作
最多可執行 10 分鐘。

 自動化 executeScript動作最大輸出 最多可達 100 KB

 自動化 invokeLambdaFunction 動作執行時間 5 分鐘

每個
invokeLambdaFunction
動作最久可執行五 (5) 分鐘。

 自動化 invokeLambdaFunction動作最大輸出 最多 200 KB

 自動化 自動化手冊附件數量 5

每個 Runbook 最多可有 5 個
附件。

 自動化 Automation Runbook 附件大小 256 MB

每個附件最大可達 256 MB。

合規 任何單一AWS:ComplianceItem物件的
大小上限

八千克

Distributor 經銷商封裝中的附件數目上限 20

Distributor 經銷商套件中每個附件的最大尺寸 1 GB

Distributor 代理商套件中的檔案數目上限 1000

Distributor 每個AWS 帳戶區域的最大代理商套件數 500

Distributor 每個分發者套件的套件版本數上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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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or 分發者中的套件大小上限 20 GB

Distributor 分發者中的套件資訊清單大小上限 64 KB

Explorer 資源資料同步次數上限 (AWS 帳戶每個區
域)

5

Fleet Manager 遠端桌面工作階段上限 60 分鐘

Fleet Manager 遠端桌面工作階段的最大數目 (AWS 帳戶
每個區域)

同時遠端桌面工作階段的數目上限 (AWS 
帳戶每個區域)。系統會自動核准最多 25 
個服務配額增加要求。增加服務配額最多
可能需要兩個半小時才會生效。

5

庫存 資源資料同步次數上限 (AWS 帳戶每個區
域)

5

庫存 每個呼叫每個執行個體收集的庫存資料 1 MB

這樣做可以讓大部分庫存集合
案例的支援達到最大。當達到
此配額時，就不會再為執行個
體收集新的庫存資料。先前收
集的庫存資料會存放著，直到
過期為止。

庫存 每日每個執行個體收集的庫存資料 千斤

當達到此配額時，就不會再為
執行個體收集新的庫存資料。
先前收集的庫存資料會存放
著，直到過期為止。

庫存 自訂庫存類型 20

您可以新增最多 20 個自訂庫
存類型。

庫存 自訂庫存類型大小 200 KB

這是類型的大小上限，而非所
收集的庫存大小上限。

庫存 自訂庫存類型屬性 50

這是自訂庫存類型中屬性的數
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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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 庫存資料過期 30 天

如果您終止設定為收集庫存
資料的執行個體，Systems 
Manager 會保留庫存資料 30 
天，然後將其刪除。對於執行
中的執行個體，超過 30 天的
庫存資料就會遭到刪除。如果
您需要存放庫存資料超過 30 
天，可以使用AWS Config來
記錄歷史記錄，或定期查詢
並上傳資料至 Amazon S3 儲
存貯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Config 開發人員指
南》中的記錄 Amazon EC2 
受管執行個體庫存。

維護時段 每個維護時段AWS 帳戶 50

維護時段 每個維護時段的任務數 20

維護時段 每個維護時段的目標數 100

維護時段 每個目標的執行個體 ID 50

維護時段 每個任務的目標數 10

維護時段 單一維護時段的並行執行數 1

維護時段 維護時段的並行執行數 5

維護時段 執行歷史記錄保留 30 天

受管執行個體 - 混合環境 混合環境中已註冊之現場部署伺服器和虛
擬機器 (VM) 的總數

標準執行個體：1,000 個 (每
個區域每個帳戶)

進階執行個體：進階執pay-
per-use 行個體是可用的。
進階執行個體也可讓您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 工作
階段管理員連接到您的混合
機器。如需啟用內部部署執行
個體以在混合式環境中使用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中
的建立受管執行個體啟AWS 
Systems Manager用。如需
有關啟用進階方案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 使用 advanced-
instances 方案。

OpsCenter 每AWS 帳戶個區域 OpsItems 允許的總數 
(包括「開啟」和「已解決」 OpsItems)

500,000

OpsCenter OpsItems 每AWS 帳戶月的最大數量 10,000

OpsCenter 營運資料值大小上限 20 KB

OpsCenter 每個相關自動化手冊的最大數量OpsIte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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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存放在單一關聯 Runbook 下之營運資料中
的自動化 Runbook 執行數量上限

10

OpsCenter 您可以指定的最大相關資源數OpsItem 100

OpsCenter OpsItems 您可以指定的相關數目上限
OpsItem

10

OpsCenter 重複資料刪除字串的長度上限 64 個字元

OpsCenter 系統自動封存之前的持續時間 (無論狀態 
OpsItem 為何)

三十六個月

參數存放區 允許的參數總數

（每個AWS 帳戶和地區）

標準參數：10,000

進階參數：100,000

如需進階參數的更多資
訊，請參閱《使用指南》
中的〈Systems Manager 
進階參數AWS Systems 
Manager〉。

參數存放區 參數值的大小上限 標準參數：4 KB

進階參數：8 KB

參數存放區 每個進階參數的參數政策數量上限 10

參數存放區 最大輸送量 (每秒交易數) 預設輸送量：40 (由
下列 API 動作共
用：GetParameter、GetParameters、GetParametersByPath)

更高的吞吐量：
100（GetParametersByPath）

更高的輸送量：3000（由
下列 API 動作共
用：GetParameter和GetParameters）

如需參數存放區輸送量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AWS Systems 
Manager使用指南中的增加參
數存放區輸送量。

參數存放區 參數的歷史記錄上限 100 個過去值

修補程式管理員 修補程式基準每AWS 帳戶 50

修補程式管理員 每個修補程式基準的修補程式群組數 25

修補程式管理員 保留操作歷程記 最近的 150 項操作

版本 1.0
867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advanced-paramet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advanced-paramet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advanced-paramet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advanced-paramet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throughpu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throughpu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parameter-store-throughput.html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ystems Manager

功能 資源 預設

Run Command 執行歷史記錄保留 30 天

每個命令的歷史記錄最多可供
使用 30 天。此外，您可以在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中存放
所有日誌檔的副本，或在中存
放所有 API 呼叫的稽核追蹤
AWS CloudTrail。

工作階段管理員 工作階段終止之前的閒置 預設值：20 分鐘

可配置為 1 到 60 分鐘之間。

工作階段管理員 執行歷史記錄保留 30 天

每個命令的歷史記錄最多可供
使用 30 天。此外，您可以在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中存放
所有日誌檔的副本，或在中存
放所有 API 呼叫的稽核追蹤
AWS CloudTrail。

SSM 文件 文件大小 64 KB

單個 SSM 文件大小的上限為 
64 KB。

SSM 文件 文件總數 500

每個區域的每個文件最多
AWS 帳戶可以建立最多 500 
個文件。

SSM 文件 文件版本 1000

單個 SSM 文件最多可有 
1,000 個版本。

SSM 文件 私人共用 Systems Manager 文件 1000

單個 SSM 文件最多可以與 
1000 個共用文件AWS 帳戶。

SSM 文件 公開共用 Systems Manager 文件 5

每個人最多AWS 帳戶可以公
開共用五個文件。

SSM 文件 每個文件類型的最大收藏夾數 20

狀態管理員 每個區域AWS 帳戶的關聯 2,000

每個區域的每個關聯最多
AWS 帳戶可以有 2,000 個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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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管理員 關聯版本 1,000

單個狀態 Manager 會有最多 
1,000 個版本。

AWS Systems Manager適用於 SAP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ssm-sap.us-east-2.amazonaws.com

ssm-sap-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ssm-sap.us-east-1.amazonaws.com

ssm-sap-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ssm-sap.us-west-1.amazonaws.com

ssm-sap-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ssm-sap.us-west-2.amazonaws.com

ssm-sap-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ssm-sap.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ssm-sap.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ssm-sap.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ssm-sap.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ssm-sap.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ssm-sap.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ssm-sap.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ssm-sap.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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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ssm-sap.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ssm-sap.ca-central-1.amazonaws.com

ssm-sap-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ssm-sap.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ssm-sap.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ssm-sap.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ssm-sap.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ssm-sap.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ssm-sap.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ssm-sap.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ssm-sap.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每個區域中的 SAP 應用
程式AWS 帳戶

10 是 您可以AWS Systems 
Manager針對中每個區域
的 SAP 註冊 SAP 應用
程式的最大數目AWS 帳
戶。

各 SAP 應用程式的元件 5 是 AWS Systems Manager
針對 SAP 註冊的每個 
SAP 應用程式，您可以
註冊的ssm-sap元件數
目上限。

每元件的資料庫 20 是 每個ssm-sap元件可以
註冊的ssm-sap資料庫
數目上限。

Amazon Textract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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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extract.us-east-2.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extract.us-east-1.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textract.us-west-1.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extract.us-west-2.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textract.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extract.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textract.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extract.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extract.ca-central-1.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extract.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extract.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extract.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textract.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textract.us-gov-east-1.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extract.us-gov-west-1.amazonaws.com

textract-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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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資源 區域

同步操作 API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美國西部 
(奧勒岡)

美國東部 
(俄亥俄)

歐洲 (愛爾
蘭)

亞太區域 
(孟買)

其他區

AnalyzeDocument10 10 10 5 5 1

DetectDocumentText25 25 10 5 5 1

AnalyzeExpense5 5 1 1 1 1

同步操作的
每個帳戶的
每秒交易

分析 5 5 1 1 1 1

非同步操作 API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美國西部 
(奧勒岡)

美國東部 
(俄亥俄)

歐洲 (愛爾
蘭)

亞太區域 
(孟買)

其他區

StartDocumentAnalysis10 10 10 5 5 2

StartDocumentTextDetection15 15 5 5 5 1

StartExpenseAnalysis5 5 1 1 1 1

所有啟動 
(非同步) 作
業的每帳戶
每秒交易

StartLendingAnalysis5 5 1 1 1 1

GetDocumentAnalysis10 10 10 5 5 5

GetDocumentTextDetection25 25 10 5 5 5

GetExpenseAnalysis5 5 5 5 5 5

GetLendingAnalysis25 25 5 5 5 5

所有 get 
(非同步) 作
業的每帳戶
每秒交易

GetLendingAnalysisSummary5 5 1 1 1 1

每個帳戶最
多可同時存
在的非同步
任務數

除之外的所 
AnalyzeLending

600 600 100 100 100 100

可同時存在
的非同步分
析借出工作
數目上限

  100 100 50 50 50 50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Textract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Amazon Textract 配額。

Amazon Timestream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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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端點
使用下列端點取得寫入 API 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ingest.timestream.us-east-2.amazonaws.com

ingest.timestrea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ingest.timestream.us-east-1.amazonaws.com

ingest.timestrea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ingest.timestream.us-west-2.amazonaws.com

ingest.timestrea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ingest.timestrea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ingest.timestrea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ingest.timestrea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ingest.timestream.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ingest.timestrea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使用下列端點取得查詢 API 的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query.timestream.us-east-2.amazonaws.com

query.timestream-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query.timestream.us-east-1.amazonaws.com

query.timestream-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query.timestream.us-west-2.amazonaws.com

query.timestream-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query.timestream.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query.timestream.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query.timestream.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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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query.timestream.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query.timestream.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Timestream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 API。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查詢結果的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GB

否 查詢結果的資料料料料料大
小上限。

資料庫名稱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6 位元組

否 資料庫名稱的最大位元組
數。

每個帳戶資料庫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否 每個AWS帳戶可以建立的數
量上限。

維度名稱維度值對每個系列的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KB

否 每個系列的維度名稱和尺寸
值對的最大大小。

維度名稱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60 
個位元組

否 維度名稱的最大位元組數。

每個表格的維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28

否 每個資料表的維度數量上
限。

查詢的執行持續時間 (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查詢的最長執行持續時間 (以
小時為單位)。需要較長時間
的查詢將逾時。

未來擷取期 (以分鐘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時間序列資料與目前系統時
間的最大前置時間 (以分鐘
為單位)。例如，如果 future 
的擷取期間為 30 分鐘，則 
Timestream 將接受比目前系
統時間提前 30 分鐘的資料。

每個資料庫有效磁性儲存分割區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否 每個資料庫的使用中磁性儲
存分割區數目上限。在接收
擷取之後，分割區最多可能
會保持作用中 6 小時。

磁性存儲的最長保留期限（以天為單位 每個支援的區域：
73,000 個

否 資料可以保留在磁性存放區
中的最長持續時間 (以天為單
位)。

記憶體儲存區的最長保留期限 (以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766

否 資料可以保留在每個資料表
的記憶體儲存區中的最長持
續時間 (以小時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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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度量名稱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6 位元組

否 量值名稱的最大位元組數。

測量每個多量測記錄的值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48 個位元組

否 每個多量測記錄的最大量測
值大小。

每個多測量記錄的量值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每個多重測量記錄的最大量
測數。

每份資料表測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192

否 每個資料表的量值上限。

查詢結果的中繼資料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KB

否 查詢結果的中繼資料大小上
限。

磁性存儲的最短保留期（以天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資料必須保留在每個資料表
的磁性存放區中的最短持續
時間 (以天為單位)。

記憶體儲存區的最短保留期限 (以小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資料必須保留在每個資料表
的記憶體存放區中的持續時
間 (以小時為單位)。

QueryString 以 KiB 為單位的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查詢的 UTF-8 編碼字元中查
詢字串的最大長度 (以 KiB 
為單位)。

每個 WriteRecords API 請求的記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WriteRecords API 請求中記
錄的最大記錄。

每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您可以為每個AWS帳戶建立
的排程查詢數目上限。

資料表名稱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256 位元組

否 資料表名稱的最大位元組
數。

每帳戶資料表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00 個

否 您可以為每個AWS帳戶建立
的資料表數量上限。

CRUD API 的節流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在目前區域中，每個帳戶每
秒允許的建立/更新/清單/描
述/刪除資料庫/表格 API 要
求數目上限。

每個表格跨多測量記錄的獨特度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24

否 在單一表格中定義的所有多
重測量記錄中的唯一度量。
單一多測量記錄可以具有 
MaximumMeasureAttributesPerRecord 
唯一的量值，而且表格可
以在多測量記錄中定義 
MaximumMeasureAttributesPerTable 
唯一的量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Timestream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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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crib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批次和串流轉錄的支援服務端點有所不同。此外，端點在Amazon Transcribe、Amazon Transcribe 
Medical和Amazon Transcribe呼叫分析之間有所不同。請參閱以下表格以了解詳細資訊：

下表顯示支援的批次端點Amazon Transcrib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ranscribe.us-east-2.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ranscribe.us-east-1.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transcribe.us-west-1.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ranscribe.us-west-2.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transcribe.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transcrib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transcrib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ranscrib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transcrib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ranscrib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transcrib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ranscribe.ca-central-1.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ranscrib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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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ranscrib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ranscrib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transcrib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transcrib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transcribe.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transcribe.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transcribe.us-gov-east-1.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ranscribe.us-gov-west-1.amazonaws.com

fips.transcribe.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下表顯示的是支援的串流端點Amazon Transcribe。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ranscribestreaming.us-east-2.amazonaws.com

transcribestreaming-fip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ranscribestreaming.us-east-1.amazonaws.com

transcribestreaming-fip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ranscribestreaming.us-west-2.amazonaws.com

transcribestreaming-fip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ranscribestreaming.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ranscribestreaming.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transcribestreaming.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ranscribestreaming.ca-central-1.amazonaws.com

transcribestreaming-fip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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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ranscribestreaming.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ranscribestreaming.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ranscribestreaming.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transcribestreaming.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transcribestreaming.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ranscribestreaming.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下表顯示支援AWS 區域的Amazon Transcribe Medical和Amazon Transcribe呼叫分析。請注意，'post-
call'指的是批量轉錄，並'real-time'指的是流轉錄。

若要取得這些區域的端點，請參閱前面的Amazon Transcribe端點資料表。

Amazon Transcribe Medical

區域 轉錄類型

ap-east-1 (香港) 批次

ap-northeast-1 (東京) 批次，串流

ap-northeast-2 (首爾) 批次，串流

ap-south-1 (孟買) 批次

ap-southeast-1 (新加坡) 批次

ap-southeast-2 (雪梨) 批次，串流

ca-central-1 (加拿大、中部) 批次，串流

eu-central-1 (法蘭克福) 批次，串流

eu-west-1 (愛爾蘭) 批次，串流

eu-west-2 (倫敦) 批次，串流

eu-west-3 (巴黎) 批次

me-south-1 (巴林) 批次

sa-east-1 (聖保羅) 批次，串流

us-east-1 1 1 1 1 (維吉尼亞北部) 批次，串流

us-east-2 (俄亥俄州) 批次，串流

us-gov-east-1 (GovCloud, 美國東部)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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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轉錄類型

us-gov-west-1 (GovCloud, 美國西部) 批次

us-west-1 (舊金山西部) 批次

us-west-2 (奧勒岡) 批次，串流

Amazon Transcribe Call Analytics

區域 轉錄類型

ap-northeast-1 (東京) post-call, real-time

ap-northeast-2 (首爾) post-call, real-time

ap-south-1 (孟買) post-call

ap-southeast-1 (新加坡) post-call

ap-southeast-2 (雪梨) post-call, real-time

ca-central-1 (加拿大、中部) post-call, real-time

eu-central-1 (法蘭克福) post-call, real-time

eu-west-2 (倫敦) post-call, real-time

us-east-1 1 1 1 1 (維吉尼亞北部) post-call, real-time

us-west-2 (奧勒岡) post-call, real-time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任務佇列頻寬比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0.9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 Image

最大音訊檔按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14,400

否 音訊檔案的最大長度 (以秒為
單位)。

最大音訊檔案長度 (醫療) 每個支援的區域：
14,400

否 最大音訊檔案長度 (以秒為單
位) (醫療)。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大音訊檔案長度 每個支援的區域：
14,400

否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大音
訊檔案長度 (以秒為單位)。

音訊檔案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GB

否 音訊檔案的大小上限 (以 GB 
為單位)。

最大音訊檔案大小 (醫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GB

否 醫療轉錄的最大音訊檔案大
小 (以 GB 為單位)。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大音訊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MB

否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大
音訊檔案大小 (以 MB 為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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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mazon Transcribe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自訂詞彙片語的長度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6

否 自訂詞彙詞彙中的最大字元
數。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類別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每個帳戶
的類別數目上限。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每個類別的規則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呼叫分析批次任務的數量上
限。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每個類別允許的目標數目
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呼叫分析批次任務每個類別
允許地的目標數量上限

詞彙篩選器的最大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詞
彙篩選數量上限。

自訂詞彙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KB

否 自訂字彙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詞彙篩選器的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KB

否 字彙篩選器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最短音訊檔案持續時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 毫秒 500 毫

否 最低音頻文件持續時間（以
毫秒為單位）。

最短音訊檔案持續時間 (醫療)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 毫秒 500 毫

否 醫療轉錄的最短音訊檔案持
續時間，以毫秒為單位。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短音訊檔案持續時間 每個支援的區域：
500 毫秒 500 毫

否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最短音
訊檔案持續時間 (以毫秒為單
位)。

StartMedicalStreamTranscription 網路通訊
端要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StartMedicalStreamTranscription 
網路通訊端要求的最大數
目。

StartStreamTranscription 網路通訊端要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StartStreamTranscription 
Websocket 請求的數量上
限。

用於管道識別的管道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音訊檔案可以包含用於頻道
識別轉錄工作的頻道數目上
限。

頻道識別（醫療）的通道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通道識別的最大數量（醫
療）。

呼叫分析批次作業的通道識別通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的通道識
別的最大通道數目。

同時呼叫分析批次作業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並行呼叫分析批次處理作業
的最大數目。

用於串流轉錄的並行 HTTP/2 串流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同
時資料流轉錄工作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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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並行批次轉錄任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同
時轉錄任務數量上限

同時醫療批量轉錄工作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

是 最大數量的醫療批次轉錄工
作。

同時訓練自訂語言模型的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
行自訂語言模型的數量上
限。

保留任務記錄的天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保留工作記錄的天數。

工作記錄保留天數 (醫療)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工作記錄保留的最大天數 (醫
療)。

為呼叫分析批次工作保留工作記錄的天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90

否 呼叫分析批次工作會保留工
作記錄的天數。

待定醫學詞彙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未決的醫學詞彙數量上限。

待決定的詞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之此
帳戶之此帳戶之此帳戶之此
帳戶可進行擱置的詞彙數量
上限。

並行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HTTP/2 串流要求的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
此帳戶的並行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自訂語言模型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自
訂語言模型數量上限。

每個帳戶的醫療詞彙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最大醫療詞彙總
數。

每個帳戶的詞彙總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在
此帳戶建立的詞彙總數量。

每秒交易數， Crea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Crea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CreateVocabula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CreateVocabulary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Dele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Dele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DeleteCallAnalytics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DeleteCallAnalyticsJob 作業
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Delete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Delete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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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交易數， DeleteMedicalVocabulary 作
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DeleteMedicalVocabulary 作
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Delete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DeleteTranscriptionJob 請求
的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DeleteVocabula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DeleteVocabulary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
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Get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
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CallAnalytics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GetCallAnalyticsJob 作業的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Get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MedicalVocabula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GetMedicalVocabulary 作業
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GetTranscriptionJob 請求的
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GetVocabula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GetVocabulary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CallAnalyticsCategorie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ListCallAnalyticsCategories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CallAnalyticsJob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ListCallAnalyticsJobs 作業的
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MedicalTranscriptionJob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ListMedicalTranscriptionJobs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MedicalVocabularie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ListMedicalVocabularies 作
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TranscriptionJob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TranscriptionJobs 請求
的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ListVocabularies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ListVocabularies 請求的數量
上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CallAnalytics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StartCallAnalyticsJob 作業
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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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秒交易，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網路
通訊端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所
允許每秒允許每秒可進行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WebSocket 請求的數量上
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
戶所允許每秒可進行 
StartCallAnalyticsStreamTranscription 
請求的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MedicalStreamTranscription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StartMedicalStreamTranscription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StartMedicalTranscriptionJob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StreamTranscription 作
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StartStreamTranscription 請
求的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StartTranscriptionJob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StartTranscriptionJob 請求
的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Upda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UpdateCallAnalyticsCategory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UpdateMedicalVocabulary 作
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UpdateMedicalVocabulary 
作業的每秒交易數量上限。

每秒交易數， UpdateVocabulary 作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進行 
UpdateVocabulary 請求的數
量上限。

您可以在中檢視目前的配額AWS Management Console。

AWS Transfer Famil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ransfer.us-east-2.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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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ransfer.us-east-1.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transfer.us-west-1.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ransfer.us-west-2.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transfer.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transfer.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transfer.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transfer.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transfer.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ransfer.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transfer.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ransfer.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transfer.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ransfer.ca-central-1.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ransfer.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ransfer.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ransfer.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transfer.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transfer.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transfer.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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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transfer.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transfer.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transfer.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transfer.us-gov-east-1.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ransfer.us-gov-west-1.amazonaws.com

transfer-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台伺服器的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服務器的協議數目上傳

每個帳戶的憑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帳戶的憑證數目上傳

每個設定檔的憑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設定檔的憑證數目上傳

每個連接器的並行 AS2 訊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以由連接器處理的並行並
行並行的並行並行並行的並
行並行並行並行

每個服務器並發 AS2 消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以由服務器處理的並行並
行並行的並行並行並行的並
行並行並行並行

每個伺服器並行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服務器並行並行並行並
行並行

每個帳戶的連線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帳戶的連線器數目上傳

檔案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TB

否 個別檔案的大小上限，也就
是 Amazon S3 中個別物件
的大小上限

閒置連線逾時 每秒受支援的區域：
1,800 秒

否 SFTP/FTP (S) 連線的閒置逾
時。如果期限過後沒有任何
活動，用戶端可能會中斷連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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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輸入 AS2 郵件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MB

是 輸入 AS2 郵件的大小上限 
(MB)

可存取的 AD 群組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部伺服器允許對應至存取
的作用中目錄群組數目

每個工作流程的新執行次數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每個工作流程一次允許的最
大新執行次數。

輸出 AS2 郵件大小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MB MB

是 輸出 AS2 郵件的大小上限 
(MB)

每秒每個工作流程的新執行重新填充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新的執行每個工作流程每秒
重新填充率

每部伺服器的服務受管理使用者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每部伺服器的服務管理使用
者數目上限

每秒使用者的驗證請求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否 如果您的身分識別提供者
類型為「AWSDirectory 
Service」，則每個目錄每位
使用者每秒有 2 次驗證的限
制

每個 StartFileTransfer 請求的文件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每
秒 10

否 每個 StartFileTransfer 請求
的最大文件數

每個帳戶的檔案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每個帳戶的設定檔案數目上
傳

每部伺服器的 AS2 訊息速率 每秒受支援的區域：
每秒 25 個

否 伺服器每秒可接收的 AS2 訊
息數目上限

每個連接器的 StartFileTransfer 要求率 每秒 3 個受支援的區
域：每秒 3 個

是 每個連接器每秒的 
StartFileTransfer 請求數目
上傳

每位服務管理使用者的 SSH 金鑰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位服務受管理使用者的 
SSH 金鑰數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機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帳戶的服務器數目上傳

每個帳戶的 VPC_ 端點伺服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每個帳號的 
VPC_ENDPOINT 伺服器數
目上限

每個帳戶的流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帳戶的工作階段上傳

Amazon Translate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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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Translate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translate.us-east-2.amazonaws.com

translate-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translate.us-east-1.amazonaws.com

translate-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translate.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translate.us-west-2.amazonaws.com

translate-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translate.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translate.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translate.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translat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translat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translat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translate.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translate.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translat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translate.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translate.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translate.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translate.us-gov-west-1.amazonaws.com

translate-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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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並行批次轉譯工作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並
行批次換算工單數量上限。

自訂術語檔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可以
儲存的自訂術語檔案數量上
限。

平行資料資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parallel 資料資源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導方針和配額在Amazon Translate 開發人員指南。

AWS使用者通知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配額。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服務端點不適用於此服務。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通知組態總
計AWS 帳戶

50 個通知配置。 否 您可以在的通知組態數AWS 
帳戶。

單一服務的
通知組態

任何特定服務的 20 通知配置
AWS 帳戶.

否 您可以為中的指定服務建立
的通知組態數目上限AWS 帳
戶。

每個服務和
事件類型的
通知配置

10 通知配置為每個服務和事
件類型的AWS 帳戶.

否 您可以針對指定的「服務」
和「事件」類型建立的通知
組態數目上限AWS 帳戶。

給定通知配
置的事件規
則

10 個活動規則 否 您的事件規則數上限AWS 帳
戶。

給定通知配
置的通道

每個通知設定有 50 個頻道 
(電子郵件、行動裝置或聊天
頻道)。

否 您可以在. 中建立的每個通知
組態的通道數目上限AWS 帳
戶。

電子郵件 每個 500 個電子郵件聯繫人
AWS 帳戶。

否 您可以為每個人新增的電子
郵件連絡人數目上限AWS 帳
戶。

通知中樞 每個 3 個集線器AWS 帳戶。 否 您可以新增至每個中樞的通
知中樞數目上限AWS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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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指定的來
源事件比率
AWS 帳戶

每 1。 否 每秒可接收的來源事件數目
上限AWS 帳戶。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
端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用於管理 Amazon VPC 資源的 API 動作 (例如虛擬私有雲端、子網路和閘道) 是 Amazon EC2 API 的一部
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C2 API 參考中的 Amazon IPAM 動作。

如需 Amazon EC2 的服務端點資訊，請參閱the section called “Amazon EC2” (p. 263)。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VPC 的作用中 VPC 對等連接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VPC 的作用中 VPC 對
等連接數量上限。此配額可
提高至上限 125。

每個 VPC 端點政策的字元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480 個

否 VPC 端點政策中的字元數量
上限。

每個區域的輸出限定網際網路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僅限輸出 (僅限輸
出) 的網際網路閘道數目上
限。此配額直接與每個區域
的 VPC 數量上限相關聯。若
要增加此配額，請增加每個
區域的 VPC 數量。

每個 NAT 閘道的彈性 IP 地址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可與單一 NAT 閘道連線類型
公用關聯的彈性 IP 位址數目
上限。

每個區域的閘道 VPC 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區域的閘道 VPC 端點數
量上限。每個 VPC 的最大值
為 255 個閘道端點。

每個 VPC 的 IPv4 CIDR 區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 VPC 的 IPv4 CIDR 區
塊數量上限。主要 CIDR 區
塊和所有輔助 CIDR 區塊會
計為此配額。此配額可提高
至上限 50。

每個 VPC 的 IPv6 CIDR 區塊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 VPC 的 IPv6 CIDR 區
塊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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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安全群組的傳入或傳出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0

是 每個 VPC 安全群組的輸入或
輸出規則數目上限 (總共 120 
個規則)。此配額由 IPv4 和 
IPv6 規則強制執行。參考安
全群組或字首清單 ID 的規則
會計為 IPv4 和 IPv6 的一個
規則。此配額乘以每個網路
界面配額的安全群組數量不
得超過 1000。

每個 VPC 的界面 VPC 端點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VPC 的介面 VPC 端點
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的網際網路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的網際網路閘道數
量上限。此配額直接與每個
區域的 VPC 數量上限相關
聯。若要增加此配額，請增
加每個區域的 VPC 數量。

每個可用區域的 NAT 閘道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可用區域的 NAT 閘道
數量上限。這包括處於擱置
中、作用中或刪除狀態的 
NAT 閘道。

每個 VPC 的網路 ACL 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 VPC 的網路 ACL 數量
上限。

網路地址使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000

是 單一 VPC 的最大網路位址使
用量。

每個區域的網路介面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是 每個區域的網路介面數目上
限。

未完成的 VPC 對等連接請求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您要求的未完成 VPC 對等連
接請求數量上限。

每個 VPC 的參與者帳戶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可以共享 VPC 中子網路的不
同參與者帳戶數量上限。這
是每個 VPC 的配額，並且會
套用至 VPC 中共享的所有子
網路。

對等網路地址使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8,000

是 VPC 及其對等的最大網路位
址使用量。

每個 NAT 閘道的私人 IP 位址配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8

否 可指派給連線類型為私有之
單一 NAT 閘道的私人 IP 位
址數目上限。

每個 VPC 的路由表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 VPC 的路由表數量上
限。主要路由表計數趨近此
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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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路由表的路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路由表的非傳播路由數
量上限。此配額最多可增加
至 1000，但網路效能可能會
受到影響。此配額由 IPv4 和 
IPv6 路由分別強制執行。

每個網路 ACL 的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是 每個網路 ACL 的輸入規則
或輸出規則數目上限 (總共 
40 個規則)。這包括 IPv4 
和 IPv6 規則以及預設拒絕
規則。此配額最多可增加至 
40，但網路效能可能會受到
影響。

每個網路介面的安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網路界面的安全群組數
量上限。最多 16 個。此配額
乘以每個安全群組規則的配
額，不得超過 1000。

每個 VPC 的子網路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

是 每個 VPC 的子網路數量上
限。

可與帳戶共享的子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可以與AWS帳戶共享的子網
路數量上限。

VPC 對等連接請求過期時間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68

否 未接受 VPC 對等連接請求
過期的時數上限。預設值為 
168 小時 (一週)。

每個區域的 VPC 安全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00

是 每個區域的 VPC 安全群組數
量上限。

每個區域的 VPC 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每個區域的 VPC 數量上限。
此配額直接與每個區域的網
際網路閘道數目上限相關
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Amazon VPC 配額
• VPC 對等互連配額
• 流量鏡像配額
• AWS Transit Gateway 配額
• AWS Network Manager 配額
• Reachability Analyzer 配額
• Network Access Analyzer 配額
• AWS PrivateLink 配額
• AWS Client VPN 配額
• Site-to-Site VPN 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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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tice

Amazon VPC Lattice tice tice tice tice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 (也稱為限制) 是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vpc-lattice.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vpc-lattice.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vpc-lattice.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vpc-lattice.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vpc-lattice.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vpc-lattice.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vpc-lattice.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驗證原則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KB

否 驗證策略中 JSON 文件的最
大大小。

每個服務的監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

是 您可以為服務建立的監聽
器數目上限。如需額外的
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監聽器的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以為服務接聽程式定義
的規則數目上限。如需額外
的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關聯安全群組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新增至 VPC 與服務網
路之間關聯的安全群組數目
最大。

版本 1.0
892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vpc-lattice/quotas/L-D64E952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vpc-lattice/quotas/L-CF78395E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服務網路的服務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建立關聯單一服務網路
的服務數目上限。如需額外
的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區域的服務網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區域的服務網路數目
的最大數目。如需額外的
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區域的服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區域的服務數量上限。
如需額外的容量和上限增
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
門。

每個區域的目標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每個區域的目標群組數目
的最大數目。如需額外的
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服務的目標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可建立關聯的目標群組數
目上限。如需額外的容量和
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目標群組的目標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是 您可建立關聯的目標數目上
限的目標數目。如需額外的
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每個服務網路的 VPC 關聯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是 您可建立關聯單一服務網路
的 VPC 數目上限。如需額外
的容量和上限增加，請聯絡 
SupAWS port 部門。

AWS WAF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此頁面提供了 2019 年 11 月發布的最新版本的AWS WAF相關信息。您用來存取AWS WAF的實體
名稱 (例如端點和命名空間) 都會新增版本控制資訊，例如V2或v2，以區分先前的版本。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wafv2.us-east-2.amazonaws.com

wafv2-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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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afv2.us-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wafv2.us-we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afv2.us-west-2.amazonaws.com

wafv2-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wafv2.af-south-1.amazonaws.com

wafv2-fi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wafv2.ap-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wafv2.ap-south-2.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wafv2.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wafv2.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afv2.ap-south-1.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wafv2.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wafv2-fip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wafv2.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wafv2-fi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afv2.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afv2.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wafv2-fi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afv2.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wafv2.ca-central-1.amazonaws.com

wafv2-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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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wafv2.eu-central-1.amazonaws.com

wafv2-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afv2.eu-we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afv2.eu-west-2.amazonaws.com

wafv2-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wafv2.eu-south-1.amazonaws.com

wafv2-fi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wafv2.eu-west-3.amazonaws.com

wafv2-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wafv2.eu-south-2.amazonaws.com

wafv2-fip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wafv2.eu-north-1.amazonaws.com

wafv2-fip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wafv2.eu-central-2.amazonaws.com

wafv2-fip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wafv2.me-south-1.amazonaws.com

wafv2-fi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wafv2.me-central-1.amazonaws.com

wafv2-fip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wafv2.sa-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wafv2.us-gov-ea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wafv2.us-gov-west-1.amazonaws.com

wafv2-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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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WAF 中每個帳戶的 IP 設定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在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IP 集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WAF 中每個地區每個帳戶的 IP 集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您在區域的帳戶中可以建立
的 IP 集數目上限。

單一規則群組或單一 Web ACL 的所有回應
主體內容的最大組合大小 (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單一規則群組或單一 Web 
ACL 的所有回應主體內容合
併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單一規則群組或單一 Web ACL (地區) 的所
有回應主體內容的最大組合大小 (以 KB 為
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單一規則群組或區域單一 
Web AC 的所有回應主體內
容的最大組合大小 (以 KB 為
單位)。

在 WAF 中設定的 IP 位址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IP 集中允許的最大 IP 位址
數目 CloudFront。

地區的 WAF 中 IP 位址設定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區域 IP 集中允許的 IP 位址
數目上限。

WAF 中字符串匹配（字節匹配）字符串中
的最大字節數 CloudFront

每個區域：200 否 您可以在字符串匹配（字節
匹配）字符串中創建的最大
字節數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字符串匹配（字節匹配）字符
串中的最大字節數

每個區域：200 否 您可以在區域的字符串匹配
（字節匹配）字符串中創建
的最大字節數。

Cloudfront 的 WAF 中每個帳戶的正則表達
式模式中允許的最大字符數

每個區域：200 否 您在帳戶中允許的正則運算
式模式中允許的字元數目上
限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每個帳戶的正則表達式模式中
允許的最大字符數

每個區域：200 否 您帳戶中區域的正則表達式
模式允許的最大字符數。

單一自訂要求定義的自訂標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單一自訂要求定義的自訂標
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區域單一自訂要求定義的自訂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區域單一自訂要求定義的自
訂標頭數目上限。

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訂標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的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訂
標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區域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訂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區域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
訂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的自訂要求標頭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
的自訂要求標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版本 1.0
89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home/services/wafv2/quotas/L-3A878263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群組的自訂要求
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
群組的自訂要求標頭數目上
限。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的自訂回應主體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
的自訂回應主體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群組的自訂回應
主體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
群組的自訂回應主體數目上
限。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的自訂回應標頭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Web ACL 或規則群組
的自訂回應標頭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群組的自訂回應
標頭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每個 Web ACL 或地區規則
群組的自訂回應標頭數目上
限。

雲端 WAF 中每個 Web ACL 的記錄目的地
設定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Web ACL 中允許的記
錄目的地組態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地區 WAF 中每個 Web ACL 的記錄目標設
定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區域網頁 ACL 中允許的最大
記錄目標設定數目。

Cloudfront 的 WAF 中每個帳戶設置的正則
表達式模式中的最大模式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在帳戶中創建的正則
表達式模式集中的最大模式
數量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每個帳戶設置的正則表達式模
式中的最大模式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在您的帳戶中為區域
建立的正則表達式模式集中
的最大模式數量。

雲端 WAF 中每個 Web ACL 的以速率為基
礎的陳述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Web ACL 中允許的以速率
為基礎的敘述句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地區 WAF 中每個 Web ACL 的以速率為基
礎的陳述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地區的 Web ACL 中允許的
以速率為基礎的敘述句數目
上限。

雲端 WAF 中每個規則群組的參考陳述式數
目上限或 Web AC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規則群組或 Web ACL 中所
允許的參照陳述式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每個規則群組或 Web ACL 的
參考陳述式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區域規則群組或 Web ACL 
中允許的參照陳述式數目上
限。

每個 Web ACL 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區域：25,000 是 每個 Web ACL 每秒請求數
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區域的 Web ACL 每秒請求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25,000 是 每個區域的 Web ACL 每秒
請求數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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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規則陳述式的文字轉換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區域：3 否 每個規則陳述式的文字轉換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地區每個規則陳述式的文字轉換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3 否 地區每個規則陳述式的文字
轉換數目上限。

每個以速率為基礎的規則可封鎖的唯一 IP 
位址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以速率為基礎的規則可
封鎖的唯一 IP 位址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地區以速率為基礎的規則可封鎖的唯一 
IP 位址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地區以速率為基礎的規
則可封鎖的唯一 IP 位址數目
上限。

WAF 中規則群組中 Web ACL 容量單位的最
大數目 CloudFront

每個區域：1,500 是 規則群組中允許的 Web 
ACL 容量單位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規則群組中的 Web ACL 容量
單位數目上限

每個區域：1,500 是 區域規則群組中允許的 Web 
ACL 容量單位數目上限。

在 WAF 中，網頁 ACL 中的網頁 ACL 容量
單位數目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網頁 ACL 中允許的網頁 
ACL 容量單位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地區 WAF 中網頁 ACL 中網頁 ACL 容量單
位的最大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0

否 區域網頁 ACL 中允許的最大 
Web ACL 容量單位數。

WAF 中每個帳戶的最大正則表達式模式集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在帳戶中可以建立的正
則表達式模式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區域 WAF 中每個帳戶的最大正則表達式模
式集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在區域的帳戶中可以建立
的正則表達式模式數目上
限。

WAF 中每個帳戶的規則群組上限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帳戶中可以建立的規則
群組數目上限 CloudFront。

地區的 WAF 中每個帳戶的規則群組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區域的帳戶中可以建立
的規則群組數目上限。

可以檢查的 Web 請求主體的最大大小（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每個區域：8 否 可以檢查的 Web 請求主體的
最大大小（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可以檢查區域的 Web 請求主體的最大大小
（以 KB 為單位）

每個區域：8 否 可以檢查區域的 Web 請求主
體的最大大小（以 KB 為單
位）。

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訂回應主體內容的大
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的單一自訂回應定義之自訂
回應主體內容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CloudFront。

針對地區的單一自訂回應定義，自訂回應主
體內容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

否 地區單一自訂回應定義的自
訂回應主體內容的大小上限 
(以 K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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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Classic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WAF 中每個帳戶的最大網頁 ACL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Web 
ACL 數目上限 CloudFront。

WAF 中每個地區每個帳戶的最大網頁 AC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區域的帳戶中可以建立
的 Web ACL 數目上限。

可針對以費率為基準的規則定義的最低要求
率，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針對以費率為基準的
規則定義的最低請求率 
CloudFront。

可針對以速率為基礎的區域規則定義的最低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可針對以比率為基準的區域
規則定義的最低要求率。

每個 Web ACL 的 CloudWatch 記錄檔資料
流數 CloudFront

每個區域：35 是 每個 Web ACL 的 
CloudWatch 記錄檔串流數
目 CloudFront。

地區每個 Web ACL 的 CloudWatch 記錄資
料流數

每個區域：35 是 地區每個 Web ACL 的 
CloudWatch 記錄資料流數
目。

每個 Web ACL 的權杖網域數目 CloudFron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每個 Web ACL 的權杖網域
數目 CloudFront。

地區每個 Web ACL 的權杖網域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是 區域中每個 Web ACL 的權
杖網域數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WAF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WAF配額。

AWS WAF傳統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Note

此頁面提供與 AWS WAF Classic 相關的資訊。如果您在 2019 年 11 月AWS WAF之前建立了規則
和 Web ACL 等AWS WAF資源，但尚未移轉 Web ACL，則必須使用AWS WAF典型來存取這些資
源。否則，請勿使用此版本。
如需最新版本的相關資訊AWS WAF，請參閱AWS WAF端點和配額 (p. 893)。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af.amazonaws.com

waf-fips.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WAF應用程式負載平衡器和 API Gateway API 的典型具有下列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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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Classic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waf-regional.us-east-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af-regional.us-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waf-regional.us-we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af-regional.us-west-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waf-regional.af-south-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waf-regional.ap-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waf-regional.ap-south-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waf-regiona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waf-regional.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af-regional.ap-south-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waf-regiona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waf-regiona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af-regional.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af-regional.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af-regiona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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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Classic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waf-regional.ca-central-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waf-regional.eu-central-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af-regional.eu-we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af-regional.eu-west-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waf-regional.eu-south-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waf-regional.eu-west-3.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waf-regional.eu-south-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waf-regional.eu-north-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waf-regional.eu-central-2.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waf-regional.me-south-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waf-regional.me-central-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waf-regional.sa-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waf-regional.us-gov-ea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waf-regional.us-gov-west-1.amazonaws.com

waf-regional-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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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AF Classic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規則的條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規則的條件數
量上限。

每個 SQL injection 比對條件的篩選條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 SQL 插入相符
條件的篩選器數目上限。

每個跨網站指令碼比對條件的篩選條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跨網站指令碼
比對條件的篩選器數目上
限。

每個大小限制條件的篩選條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大小限制條件
的篩選器數目上限。

每個字串比對條件的篩選條件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添加到字符串匹配條
件的過濾器的最大數量。

GeoMatchSets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添加到 
GeoMatchSets 您的帳戶的
最大數量。

HTTP 標頭名稱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40

否 您希望AWS WAF 在大小限
制條件下檢查 HTTP 標頭的
長度（以字節為單位）。

每個 IP 組符合條件的 IP 位址範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您可以新增至 IP 集符合條件
的 IP 位址範圍數目上限 (以 
CIDR 標記法表示)。

每個以速度為基礎的規則，受封鎖的 IP 地
址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否 每個速率規則封鎖的 IP 位址
數量上限。

每個位置 GeoMatchSet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可以新增至的位置數目上
限 GeoMatchSet。

記錄每個 Web ACL 的目的地組態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可以新增至 Web ACL 的
記錄目的地組態數目上限。

每個正則表達式匹配條件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

否 您可以添加到正則表達式匹
配條件的模式集的最大數
量。

每個模式集的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添加到正則表達式匹
配條件中的模式集的最大數
量。

要求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0

是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每秒請求數
量上限。此限制只適用
於 Ap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AWS您可以使用
控制台增加此限AWS制。

基於速率的規則費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00

否 五分鐘內允許的單一 IP 地址
數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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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速率為基礎的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是 您在您的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速率數量上限。

正則表達式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0

否 您希望AWS WAF 在正則表
達式匹配條件下的模式中搜
索的字符數。

正則表達式模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

否 您可以添加到帳戶的正則表
達式模式集的最大數量。

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是 您在您的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規則數量上限。

每個 Web ACL 的規則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您可以新增至 Web ACL 的
規則數量上限。

搜尋長度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您希望AWS WAF 在大小限
制條件下監視的長度（以位
元組為單位）。

Web ACL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您在您的帳戶中可以建立的 
Web ACL 數量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WAF開發人員指南中的AWS WAF傳統配額。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wellarchitected.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ellarchitected.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加州北部)

us-west-1 wellarchitected.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ellarchitected.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wellarchitected.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ellarchitected.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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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wellarchitected.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ellarchitected.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ellarchitected.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ellarchitected.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wellarchitected.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wellarchitected.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ellarchitected.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ellarchitected.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wellarchitected.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wellarchitected.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wellarchitected.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wellarchitected.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wellarchitected.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wellarchitected.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問題的選項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問題相同可建立的最大選項
數量。

鏡頭尺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千字節

否 最大鏡頭尺寸，以 KB 為單
位。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鏡頭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5

否 每個區域中每個帳號可建立
的鏡頭數量上限。

版本 1.0
904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亞馬遜 WorkDoc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工作負載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能與工作負載相關聯的鏡頭
數量上限。

每個工作負載的里程碑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工作負載相同可建立的最大
值數量。

每個鏡頭的支柱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

否 鏡頭相同可建立的最大數
量。

每個支柱的問題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可建立的最大問題數量。

每個鏡頭的股份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0

否 鏡頭相同可建立的最大共用
數量。

每個工作負載的股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0

否 工作負載相同可建立的最大
共用數量。

每個鏡頭的版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否 鏡頭相同可建立的最大版數
量。

每個區域每個帳戶的工作負載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0

否 一個區域中每個帳戶可建立
的最大工作負載數量。

亞馬遜 WorkDoc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orkdocs.us-east-1.amazonaws.com

workdoc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orkdocs.us-west-2.amazonaws.com

workdoc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orkdoc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orkdoc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orkdoc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orkdoc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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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此服務沒有配額。

亞馬遜 WorkMail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服務 端點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亞馬遜 WorkMail 
SDK

https://workmail.us-
east-1.amazonaws.com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亞馬遜 WorkMail 消
息流 SDK

https://workmailmessageflow.us-
east-1.amazonaws.com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亞馬遜 WorkMail 
SDK

https://workmail.us-
west-2.amazonaws.com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亞馬遜 WorkMail 消
息流 SDK

https://workmailmessageflow.us-
west-2.amazonaws.com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亞馬遜 WorkMail 
SDK

https://workmail.eu-
west-1.amazonaws.com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亞馬遜 WorkMail 消
息流 SDK

https://workmailmessageflow.eu-
west-1.amazonaws.com

電子郵件通協定

區域名稱 區域 服務 端點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Autodiscover https://autodiscover-service.mail.us-
east-1.awsapps.com/autodiscover/
autodiscover.xml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交易所網路服務 
(EWS)

https://ews.mail.us-east-1.awsapps.com/
EWS/Exchange.asmx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交易所 ActiveSync 
(EAS)

https://mobile.mail.us-
east-1.awsapps.com/Microsoft-Server-
ActiveSync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通過 SSL/TLS（圖
像）的地圖

影像 .us-east-1.aw-east-1.aw-
east-1.aw.centr.us-east-1.aws.com：993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透過 SSL/TLS 進行 
SMTP (SMTPS)

smtp.us-east-1.aw-east-1.aw.us-
east-1.aw-east-1.aw-east-1.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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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服務 端點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Autodiscover https://autodiscover-service.mail.us-
west-2.awsapps.com/autodiscover/
autodiscover.xml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交易所網路服務 
(EWS)

https://ews.mail.us-west-2.awsapps.com/
EWS/Exchange.asmx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交易所 ActiveSync 
(EAS)

https://mobile.mail.us-
west-2.awsapps.com/Microsoft-Server-
ActiveSync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通過 SSL/TLS（圖
像）的地圖

imap.us-west-2.aw-west-2.aw-west-2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透過 SSL/TLS 進行 
SMTP (SMTPS)

smtp.us-west-2.aw-west-2.aw.us-
west-2.aw-west-2.aw-west-2.aw-west-2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Autodiscover https://autodiscover-service.mail.eu-
west-1.awsapps.com/autodiscover/
autodiscover.xml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交易所網路服務 
(EWS)

https://ews.mail.eu-west-1.awsapps.com/
EWS/Exchange.asmx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交易所 ActiveSync 
(EAS)

https://mobile.mail.eu-
west-1.awsapps.com/Microsoft-Server-
ActiveSync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通過 SSL/TLS（圖
像）的地圖

今天。eu-west-1.aw-west-1.aw-west-1.aw-
west-1.aw-west-1.aw-west-1.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透過 SSL/TLS 進行 
SMTP (SMTPS)

smtp.eu-west-1.aw-west-1.aw-west-1.aw-
west-1.aw-west-1.aw-west-1.aw.

Service Quota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WorkMail 配額。

WorkSpaces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AWS帳戶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orkspaces.us-east-1.amazonaws.com

workspaces-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orkspace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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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workspaces-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workspaces.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orkspaces.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workspaces.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orkspaces.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orkspaces.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orkspaces.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workspaces.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workspaces.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orkspaces.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orkspaces.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workspaces.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workspaces.us-gov-west-1.amazonaws.com

workspaces-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資源 預設 描述 可調整

WorkSpaces 1 在目前區域 WorkSpaces 
中，此帳戶的最大數
量。

是

圖形 WorkSpaces 0 在目前區域 WorkSpaces 
中，此帳戶的圖形數量
上限。

是

GraphicsPro 
WorkSpaces

0 在目前區域 GraphicsPro 
WorkSpaces 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是

映像 4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圖像的最大數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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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預設 描述 可調整

束 5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此配額僅
適用於自訂套裝軟體，
不適用於公用套裝軟
體。

否

連線 2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連線的最大數量。

否

目錄 5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 Amazon 的目前區域 
WorkSpaces 中，此帳戶
的最大數量。

否

IP 存取控制群組 10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 IP 存取控制群組的最
大數量。

否

每個 IP 存取控制群組的
規則數量

10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 IP 存取控制群組的規
則的最大數量。

否

每個目錄的 IP 存取控制
群組數量

25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 IP 存取控制群組的最
大數量。

否

以下是 Amazon WorkSpaces 應用程式管理員的配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WAM 管理指南中的 
Amazon WorkSpaces  應用程式管理員配額。

Name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用戶的應用程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應
用程式的最大數量。

應用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域：5 
GB

否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
應用程式大小 (以 GB 為單
位)。大於 5 GB 的應用程
式，無法使用 Amazon 應
用 WorkSpaces 程式管理員 
(Amazon WAM) 進行封裝的
應用程式。

總包裝尺寸 (不含儲存費用) 每個受支援的域：
100 GB

否 您所有軟件包的最大總大小
（以 GB 為單位），無存儲
費用，在當前區域中的此帳
戶中。您可以打包的應用程
序數量沒有配額，但是如果
您的軟件包超過 100 GB，則
將收取存儲費用。

每個應用程式的使用者/WorkSpace 或群組
指派

每個受支援的域：
200

是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的使
用者WorkSpace 或群組的最
大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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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WorkSpaces Web 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
了標準AWS端點, 一些AWS服務在選取的區域中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量上限。AWS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workspaces-web.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workspaces-web.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workspaces-web.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workspaces-web.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workspaces-web.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workspaces-web.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workspaces-web.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workspaces-web.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workspaces-web.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workspaces-web.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每個入口網站同時工作
階段數目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25 是 Amazon 的並行工作階段
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入口網站。

入口網站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 是 亞馬遜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
域中，此帳戶的入口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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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預設 可調整 描述

瀏覽器設定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3 是 亞馬遜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的網路瀏覽
器設定。

每個信任存放區的憑證
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00 是 在 Amazon 的證書數量
上限 WorkSpaces 網路
信任存放在目前區域中
的此帳戶。

每個入口網站的身分識
別提供者數目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1 是 Amazon 的身分提供者的
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域中，此帳戶
的入口網站。

網路設定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3 是 亞馬遜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
域中，此帳戶的網路設
定。

信託商店數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3 是 亞馬遜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網路信任將
此帳戶儲存在目前區域
中。

使用者設定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3 是 亞馬遜的數量上限 
WorkSpaces 在目前區域
中，此帳戶的網路使用
者設定。

AWS X-Ray端點和配額
以下是此服務的服務端點和服務配額。若要透過程式設計方式連接到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端點。除了
標準AWS端點之外，某些AWS服務還在選取的區域提供 FIPS 端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服務端
點 (p. 5)。服務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的服務資源或操作數目最大值相AWS對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Service Quotas (p. 8)。

服務端點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美國東部 
(俄亥俄)

us-east-2 xray.us-east-2.amazonaws.com

xray-fips.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
北部)

us-east-1 xray.us-east-1.amazonaws.com

xray-fips.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加利佛尼
亞北部)

us-west-1 xray.us-west-1.amazonaws.com

xray-fips.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xray.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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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xray-fips.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 (開普
敦)

af-south-1 xray.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香港)

ap-east-1 xray.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海德拉巴)

ap-south-2 xray.ap-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雅加達)

ap-
southeast-3

xray.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墨爾本)

ap-
southeast-4

xray.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xray.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大阪)

ap-
northeast-3

xray.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首爾)

ap-
northeast-2

xray.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xray.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雪梨)

ap-
southeast-2

xray.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亞太區域 
(東京)

ap-
northeast-1

xray.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 (中
部)

ca-
central-1

xray.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法蘭
克福)

eu-
central-1

xray.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愛爾
蘭)

eu-west-1 xray.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倫敦) eu-west-2 xray.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米蘭) eu-south-1 xray.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巴黎) eu-west-3 xray.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西班
牙)

eu-south-2 xray.eu-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斯德
哥爾摩)

eu-north-1 xray.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歐洲 (蘇黎
世)

eu-
central-2

xray.eu-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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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區域名稱 區域 端點 通訊協定

中東 (巴林) me-
south-1

xray.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東 (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me-
central-1

xray.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 (聖
保羅)

sa-east-1 xray.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東部)

us-gov-
east-1

xray.us-gov-east-1.amazonaws.com

xray-fips.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AWS 
GovCloud 
(美國西部)

us-gov-
west-1

xray.us-gov-west-1.amazonaws.com

xray-fips.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HTTPS

Service Quotas

名稱 預設 可調
整

描述

每個區域的自訂取樣規則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是 每個區域的自訂取樣規則的
最大數量。

帳戶中的群組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25

否 每個帳戶的群組數量上限。

每個追蹤的索引註釋數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可新增到單一追蹤的數量上
限。

區段文件大小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64 KB

否 區段文件的大小上限。

每秒區段數 每個支援的區域：
2,600

否 每秒可傳送至 X-Ray 的最大
區段數。

每個自訂取樣規則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自訂取樣規則的標籤數
量上限。

每個群組的標籤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

否 每個群組的標籤數量上限。

追蹤和服務圖保留 (以天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30

否 追蹤和服務對應資料的保留
天數量。

追蹤資料修改期 (以天為單位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7

否 無需額外費用即可更新記錄
資料的天數。

追蹤文件大小 (動態上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500 KB

否 追蹤文件的大小上限。

追蹤文件大小 (下限) 每個受支援的區域：
100 KB

否 追蹤文件的大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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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重試

AWS API
以下頁面提供了使用AWS API 時非常有用的信息。

內容
• AWS 中的錯誤重試與指數退避 (p. 914)

AWS 中的錯誤重試與指數退避
網路上有許多元件 (例如 DNS 伺服器、交換器、負載平衡器和其他項目) 可以在指定請求之生命週期中的任
何階段產生錯誤。一般在網路環境中處理這些錯誤回應的技術，就是在用戶端應用程式中實作重試。此技術
可以提高應用程式的可靠性，並降低開發人員的營運成本。

每個 AWS 軟體開發套件會實作自動重試邏輯。AWS SDK for Java 會自動重試請求，而且您可以使用
ClientConfiguration 類別進行重試設定。例如，您可能想要關閉網頁的重試邏輯，讓請求的延遲降到
最低，而且無需重試。使用 ClientConfiguration 類別並提供 maxErrorRetry 價值 0，即可關閉重
試。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 AWS 軟體開發套件，請讓原本收到伺服器 (5xx) 或調節錯誤的請求重試。不過，用戶端錯
誤 (4xx) 表示，您需要修訂請求更正問題，才能再試一次。

除了簡單的重試，每個AWS開發套件會實作指數退避演算法，以獲得更佳的流程控制。指數退避的背後概念
是，對於連續錯誤回應，讓重試之間的等待時間漸進拉長。您應該實作延遲間隔上限，以及重試次數上限。
延遲間隔上限和重試次數上限不一定是固定值，且應根據所執行的操作，以及像是網路延遲等其他本機因素
來設定。

大多數指數退避演算法會使用抖動 (隨機延遲)，以防止連續衝突。由於您在這些情況下並未嘗試避免這種衝
突，因此不需要使用此亂數。不過，如果您使用並行用戶端，抖動有助於讓請求更快取得成功。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指數退避和抖動」的相關部落格文章。

以下虛擬程式碼顯示，使用遞增延遲輪詢狀態的一種方式。

Do some asynchronous operation.

retries = 0

DO 
    wait for (2^retries * 100) milliseconds 

    status = Get the result of the asynchronous operation. 

    IF status = SUCCESS 
        retry = false 
    ELSE IF status = NOT_READY 
        retry = true 
    ELSE IF status = THROTTLED 
        retry = true 
    ELSE 
        Some other error occurred, so stop calling the API. 
        retry = false 
    END IF 

    retries = retries + 1

WHILE (retry AND (retries < MAX_RE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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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詞彙表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數字和符號
100-continue 一種方法，使客戶端能夠查看服務器是否可以在實際發送請求之前接受請求。用於大

型 PUT 請求時，這個方法可以同時節省時間和頻寬費用。

A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AD See 額外的驗證資料.

存取控制清單 (ACL) 定義誰能存取特定 bucket (p. 920) 或物件的文件。bucket (p. 920)Amazon 
S3 (p. 956)中的每個 和物件都有一個 ACL。本文檔定義了每種類型的用戶可以執
行的操作，例如寫入和讀取權限。

存取識別符 See 登入資料.

存取金鑰 (例如，AKIAIOSFODNN7EXAMPLE) 和 a存取金鑰 ID (p. 915)私密存取金
鑰 (p. 959) (例如，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的組
合。您可以使用存取金鑰來簽署對 AWS 提出的 API 請求。

存取金鑰 ID 與 a 相關聯的唯一識別碼私密存取金鑰 (p. 959)；存取金鑰 ID 和秘密存取金鑰會
一起用來以加密方式簽署程式設計AWS要求。

存取金鑰輪換 透過變更AWS存取金鑰 ID 來提高安全性的方法。您可以自行決定使用此方法淘汰舊
金鑰。

存取原則語言 一種用於編寫文件的語言（特別是策略 (p. 950)），用於指定哪些人可以在何種情
況下存取特AWS資源 (p. 955)定文件。

帳戶 與AWS以下所有內容相關的正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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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
• 在其保護傘下創建的資源的控制
• 支付與這些資源相關的AWS活動

AWS 帳戶有權對所有AWS 帳戶資源做任何事情和一切。這與 使用者 (p. 967) 的
情況相反，因為它是帳戶內包含的實體。

帳戶活動 顯示您的 month-to-date AWS使用情況和費用的網頁。帳戶活動頁面位於 https://
aws.amazon.com/account-activity/。

AWS Account Management AWS Account Management是一種工具，您可以用來更新您的每個聯繫信息AWS 帳
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

ACL See 存取控制清單 (ACL).

ACM AWS Certificate Manager是用於佈建、管理和部署安全通訊端層/傳輸層安全
性 (p. 966) (SSL/TLS) 憑證的 Web 服務，以便搭配使用AWS 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e-manager/.

動作 一種 API 函數。此外，也稱為操作或呼叫。委託人 (p. 951) 活動擁有執行許
可。動作是陳述式「A 有許可對適用 D 的 C 執行 B」中的 B。例如，Jane 使用
Action=ReceiveMessage 將請求傳送到 Amazon SQS (p. 962)。

CloudWatch (p. 922)：警示狀態變更所起始的回應 (例如，從OK到ALARM)。狀
態變更可能是由達到警示臨界值的量度或SetAlarmState要求所造成。每個警示
可以有一或多個指派給每個狀態的動作。每次警示變更為已指派動作的狀態時，就
會執行動作。範例動作包括Amazon SNS (p. 961)通知、執行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政策 (p. 950)和 Amazon EC2 執行個體 (p. 930)停止/終止動
作。

作用中信任金鑰群組 顯示每個金鑰群組中受信任金鑰群組 (p. 966)針對 Amazon 分發作用中的每個公開
金鑰和 ID 的清單 CloudFront。 CloudFront 可以使用這些金鑰群組中的公有金鑰來
驗證已簽CloudFront 署 URL 和已簽署 Cookie 的簽章。

作用中可信任簽署者 請參閱 作用中信任金鑰群組 (p. 916)。

額外的驗證資料 已檢查完整性但未加密的資訊，例如標頭或其他內容中繼資料。

管理暫停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可能會暫停重複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無
法啟動實例的進程。Auto Scaling 群組最常遇到管理暫停的 Auto Scaling 群組具有零
執行個體、嘗試啟動執行個體超過 24 小時，並且在該時間內沒有成功。

警示 在指定時間段內監視單一量度並開始Amazon SNS (p. 961)topic (p. 966)或的項
目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政策 (p. 950)。如果指標值在預定期間內超
過閾值，則會啟動這些動作。

允許 在評估 拒絕 (p. 928)IAM (p. 937) 存取 時，兩種可能結果之一 (另一個是 政
策 (p. 950))。當使用者提出要求時AWS，AWS會根據套用至使用者的所有權限評
估要求，然後傳回 allow 或拒絕。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是儲存在Amazon EBS (p. 930)或中的一種加密機
器映像Amazon S3 (p. 956)。AMI 的功能與電腦根磁碟機的範本類似。它們包含操
作系統，還可以包括軟件和應用程序的層，例如數據庫服務器，中間件和 Web 服務
器。

Amazon Web 
Services（AWS）

雲端中的基礎設施 Web 服務平台，適用於各種規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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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hat-is-cloud-computing/.

AMI See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Amplify AWS Amplify是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前端 Web 和移動開發人員可以使用它來
構建和部署由支持的安全，可擴展的全堆棧應用程序AWS。Amplify 提供兩種服
務：Amplify 託管 (p. 917)和Amplify Studio (p. 917).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plify/ .

Amplify Android Amplify Android 是開放源代碼客戶端庫的集合，可為許多用例的特定用例提供接
口AWS 服務。Amplify 安卓系統是建立搭載的原生 Android 應用程式的推薦方式
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plify/ .

Amplify 託管 AWS Amplify託管是一種全受管的持續集成和持續交付（CI/CD）和託管服務，用於
快速，安全和可靠的靜態和服務器端渲染應用程序。Amplify Hosting 提供了一個 GIT 
型工作流程，適用於持續部署的全堆疊無伺服器 Web 應用程式託管。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plify/hosting/ .

iOS Amplify iOS Amplify iOS 是開放原始碼用戶端程式庫的集合，可為許多使用案例提供介面AWS 服
務。Amplify iOS 是建立由支援的原生 iOS 應用程式的建議方式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plify/ .

Amplify Studio AWS AmplifyStudio 是一種視覺化開發環境，Web 和行動開發人員可以使用它來建
置前端 UI 元件和全堆疊應用程式的後端環境。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plify/studio/ .

分析方案 CloudSearch (p. 922)：語言特定的文字分析選項，可套用到文字欄位，以控制相
關字詞功能並設定停用詞和同義詞。

API Gateway Amazon API Gateway 是一項全受管服務，開發人員可用於建立、發佈、維護、監控
和保護任何規模的 API。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i-gateway.

AWS App2Container AWS App2Container是一種轉換工具，可將 .NET 和 Java 應用程式遷移到容器化應
用程式中，將其現代化。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2container.

AWS AppConfig AWS AppConfig是用來在執行階段更新軟體而不部署新程式碼的服務。使用AWS 
AppConfig，您可以設定、驗證和部署功能旗標和應用程式組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features/appconfig.

亞馬遜 AppFlow Amazon AppFlow 是全受管的整合服務，您可以使用它在軟體即服務 (SaaS) 應用程
式和AWS 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flow.

application Elastic Beanstalk (p. 931)：邏輯收集的元件，包括環境、版本和環境資訊。應用程
式在概念上類似於某個資料夾。

CodeDeploy (p. 923)：可唯一識別要部署應用程式的名稱。AWS CodeDeploy 使
用此名稱來確保在部署期間參考正確的修訂版本、部署規劃和部署群組組合。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WS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是一種 Web 服務，您可以用來為 Amazon EC2 
以外的AWS資源設定自動擴展，例如 Amazon ECS 服務、亞馬遜 EMR 叢集和 
DynamoDB 表。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應用程式帳單 您的客戶管理他們購買的 Amazon DevPay 產品的位置。Web 地址為  http://
www.amazon.com/dp-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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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Composer AWS應用程式撰寫器是可視化設計工具，可用來從多個建置無伺服器應用程
式AWS 服務。當您設計應用程式時，應用程式撰寫器會自動產生具有範本資
源CloudFormation (p. 922)的 YAMLAWS SAM (p. 956) 範本。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lication-composer/ .

Application Cost Profiler AWS應用程式成本分析工具是一種解決方案，可追蹤軟體應用程式使用的共用AWS
資源使用量，並報告整個租用戶群的精細成本明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application-cost-
profiler/.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是一種 Web 服務，可協助您AWS透過識別資料
中心中的 IT 資產 (包括伺服器、虛擬機器、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應用程式相依性和
網路基礎結構)，協助您規劃移轉至。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lication-discovery/.

應用程式修訂版 CodeDeploy (p. 923)：一種封存檔案，其中包含來源內容，如原始程式碼、網頁、
可執行檔和部署指令碼，以及一個 應用程式規格檔案 (p. 918)。修訂版本存儲在存
儲Amazon S3 (p. 956)桶 (p. 920)或存儲GitHub (p. 935)庫中。對於 Amazon 
S3，修訂版本是由其 Amazon S3 物件金鑰及其 ETag、版本或兩者唯一識別的。對
於 GitHub，修訂是由其提交 ID 唯一標識。

應用程式規格檔案 CodeDeploy (p. 923)：YAML 格式的檔案，用途是將應用程式修訂版中的原始檔
案，對應到執行個體的目的地。此檔案也可用來為部署檔案指定自訂許可，以及指定
將在部署程序各個階段中，執行於每個執行個體上的指令碼。

應用程式版本 Elastic Beanstalk (p. 931)：特定且加註標記的應用程式反覆項目，代表一組在功能
上一致的可部署應用程式碼。指向其中包含應用程式碼之 Amazon S3 (p. 956) 物
件 (JAVA WAR 檔案) 的版本。

AppSpec 文件 See 應用程式規格檔案.

AppStream 2.0 Amazon AppStream 2.0 是一項全受管的安全服務，可將桌面應用程式串流至使用
者，而無需重新撰寫這些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stream/.

AWS AppSync AWS AppSync 是企業級的全受管 GraphQL 服務，具有即時同步資料和離線程式設
計的功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ppsync/.

ARN See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成品 CodePipeline (p. 923)：由管道所處理的檔案或變更的副本。

非對稱加密 加密 (p. 932)，其同時使用公有金鑰和私有金鑰。

非同步退信 一種 退信 (p. 920) 類型，發生於 接收器 (p. 953) 一開始先接受要傳送的電子郵
件訊息，但後來無法傳送的情況。

Athena Amazon Athena 是一種互動式查詢服務，可用來使用 ANSI SQL 分析 Amazon S3 
中的資料。Athena 無伺服器，所以不需管理基礎設施。Athena 會自動調整規模且易
於使用，因此您可以在幾秒鐘內開始分析資料集。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原子計數器 DynamoDB：一種增加或減少現有屬性值的方法，而不影響其他寫入請求。

屬性 一個基本的數據元素，不需要進一步細分的東西。在 DynamoDB 中，屬性與其他資
料庫系統中的欄位或資料行有許多相似之處。

Amazon Machine Learning：資料集中觀察結果中的唯一具名屬性。在表格式資料
中，例如試算表或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欄標題代表屬性，而列則包含各個屬性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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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曲線下的區域。一種產業標準的指標，可評估二元分類機器學習模型的品質。預測有
效的模型 (例如「正確」) 的 AUC 能力評分，比預測無效 (例如「不正確」) 的模型來
得高。AUC 指標會傳回介於 0 至 1 的小數值。接近 1 的 AUC 值表示非常精確的 ML 
模型。

Aurora Amazon Aurora 是與 MySQL 相容的完全受管關聯式資料庫引擎，結合了商用資料庫
的速度和可用性，以及開源資料庫的簡易性和成本效益。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ds/aurora/.

驗證加密 加密 (p. 932)，可為加密資料提供機密性、資料完整性和可靠性的保證。

驗證 向系統表明身分的程序。

AWS Auto Scaling AWS Auto Scaling是一項完全受控的服務，您可以使用它來快速探索屬於應用程式一
部分的可擴充AWS資源，並設定動態擴展。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Auto Scaling 群組 具有相似特性的多個 EC2 執行個體 (p. 930)的表示法，並視為執行個體擴展和管理
目的而言被視為一個邏輯分組。

可用區域 一區域中其他區域的價廉、低延遲網路連線能力。區域 (p. 954)

AWS See Amazon Web Services（AWS）.

B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Backint Agent AWS適用於 SAP HANA 的 Backint Agent 是 SAP 認證的備份和還原解決方案，適用
於在雲端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 SAP HANA 工作負載。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backint-agent.

AWS Backup AWS Backup是一項受管的備份服務，可用於AWS 服務在雲端和內部署環境內集中
管理各資料備份，並予以自動化。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backup/.

基本監控 監控 AWS 所提供以 5 分鐘頻率衍生的指標。

批次 See 文件批次.

批次預測 Amazon Machine Learning：一次處理多個輸入資料觀測的作業 (非同步)。與即時預
測不同，批次預測在處理完所有預測之前無法使用。
See Also 即時預測.

BGP ASN 邊界網關協議自主系統編號是網絡的唯一標識符，用於 BGP 路由。 Amazon 
EC2 (p. 930)支援所有 2 位數的 ASN 編號，範圍為 1-65335，以保留的 7224 除
外。

計費 See the section called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是您根據需求支付服務費用的AWS 雲端運算模
型，並根據需要盡可能少地使用。當您的帳戶下的資源 (p. 955)處於作用中狀態
時，您需要支付配置這些資源的成本。並支付與這些資源相關的任何事件使用費，例
如資料傳輸或分配儲存。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billing/new-user-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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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屬性 Amazon Machine Learning：可能有兩個可能值之一的屬性。有效正值是 
1、y、yes、t 和真實的答案。有效負值為 0，N，否，F 和假。Amazon Machine 
Learning 輸出 1 表示正值，負值則輸出 0。
See Also 屬性.

二元分類模型 Amazon Machine Learning：一種機器學習模型，可預測問題的答案，其中答案可以
表示為二進位變數。例如，答案為「1」或「0」、「是」或「否」、「按一下」或
「不會按一下」的問題，就是二元答案的問題。二元分類模型的結果一律為「1」(也
就是「true」或正面答案) 或「0」 (也就是「false」或負面答案)。

區塊 一個資料集。亞馬遜 EMR (p. 932) 將大量數據分解為子集。每個子集稱為資料區
塊。Amazon EMR 會為每個區塊指派一個 ID，並使用雜湊表追蹤區塊處理。

區塊型儲存設備 一種儲存裝置，支援在固定大小的區塊、產業或叢集中讀取和 (選擇性) 寫入資料。

區塊型儲存設備對應 每個 AMI (p. 916) 和 執行個體 (p. 938) 的對應結構，會指定連接到執行個體的區
塊型儲存設備。

AWSBlockchain Templates See Managed Blockchain.

藍/綠部署 CodeDeploy：一種部署方法，其中部署群組 (原始環境) 中的執行個體會由不同的執
行個體集 (取代環境) 取代。

引導操作 使用者指定的預設或自訂動作，會在 Hadoop (p. 936) 開始之前，於任務流程的所
有節點上執行指令碼或應用程式。

邊界閘道協定自發系統編號 See BGP ASN.

退信 嘗試傳輸電子郵件失敗。

布拉基 Amazon Braket 是全受管量子運算服務，可協助您執行量子演算法以加速研究和探
索。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braket.

違規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傳遞使用者設定臨界值 (上邊界或下邊界) 的
條件。如果違規持續期間長達違規持續時間參數所設定的範圍，可能就會啟動 擴展
活動 (p. 957)。

bucket Amazon S3 (p. 956)：存放物件的容器。每個物件都包含在儲存貯體中。例如，
如果物件名稱為 photos/puppy.jpg，就會存放在 DOC-EXAMPLE-BUCKET 儲
存貯體中，而授權使用者就能使用 URL https://s3-bucket-endpoint/DOC-
EXAMPLE-BUCKET/photos/puppy.jpg 來存取。

儲存貯體擁有者 擁有 bucket (p. 920)Amazon S3 (p. 956) 中 的人員或組織。就像亞馬遜是域名 
Amazon.com 的唯一所有者一樣，只有一個人或組織可以擁有一個存儲桶。

綁定 建立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 的常用期限。它具體指的是建立執行
個體存放區後端 AMI (p. 938)。

C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快取叢集 分散在多個快取節點上的邏輯快取 (p. 921)。您可以使用特定數量的快取節點來設
定快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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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取叢集識別符 客戶提供的快取叢集識別碼必須是該客戶的唯一標記AWS 區域 (p. 954)。

快取引擎版本 快取節點上執行的 Memcached 服務版本。

快取節點 固定大小且網路連接的安全 RAM。每個快取節點都會在 Memcached 服務的執行個
體上執行，並且擁有自己的 DNS 名稱和連接埠。支援多種類型的快取節點，每個節
點都有各種數量的相關記憶體。

快取節點類型 用於執行快取節點的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類型。

快取參數群組 快取引擎參數值的容器，可套用到一或多個快取叢集。

快取安全群組 由維護的群組 ElastiCache ，將傳入授權與屬於透過主控台、API 或命令列工具指定
之 Amazon EC2 (p. 930) 安全群組 (p. 959)之主機的快取節點相結合。

行銷活動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已部署的解決方案版本 (訓練模型)，具有佈建的專
用交易容量，可為您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建立即時建議 建立行銷活動之後，您可以使
用getRecommendations或getPersonalizedRanking個人化作業來取得建議。
See Also 建議, 方案版本.

標準存取政策 可套用到 bucket (p. 920) 或物件的一種標準存取控制政策。選項包括：私人 
public-read-write、公開讀取和驗證讀取。

標準化 將資料轉換成標準格式的程序，使其可由 Amazon S3 (p. 956) 等服務識別。

容量 在指定時間內可用的運算規模。每個 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 都有定義運算大小
上限和下限的定義。擴展活動 (p. 957) 會增加或減少所定義下限和上限值的容量。

笛卡兒產品 從多個集傳回產品的數學操作。

笛卡兒產品處理器 計算笛卡兒產品的處理器。也稱為笛卡兒資料處理器。

AWS CDK AWS Cloud Development Kit (AWS CDK)是一個開放原始碼軟體開發架構，用於在
程式碼中定義您的雲端基礎架構，並透過AWS CloudFormation.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dk/.

CDN See 內容交付網路 (CDN).

憑證 某些AWS產品用於驗證和使用者AWS 帳戶 (p. 915)的認證。也稱為 X.509 憑
證 (p. 969)。憑證會與私有金鑰搭配使用。

收費資源 使用者使用而產生費用的功能或服務。儘管有些AWS產品是免費的，但
其他產品包括收費。例如，在已建立的AWS資源 (p. 955)中會產生費
用。CloudFormation (p. 922)堆疊 (p. 962)收取的費用取決於使用量。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每月成本簡易計算機 ，來在建立執行個體、堆疊或其他資源
前預估您的成本。

AWS Chatbot AWS Chatbot這是一種互動式代理程式，可讓您更輕鬆地監控、疑難排解和操作 
Slack 頻道和 Amazon Chime 聊天室中的AWS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hatbot.

Amazon Chime Amazon Chime 是一種安全、即時的整合通訊服務，可讓會議更有效率且更容易進
行，進而改變會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hime/.

CIDR 區塊 無類別網域間路由。網際網路通訊協定位址分配和路由彙總方法。
See Also 無類別網域間路由 on Wikipedia.

加密文字 已經加密 (p. 932)的資訊，而不是 純文字 (p. 950) 中沒有加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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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在機器學習中的一種問題類型，旨在將資料範例放置 (分類) 到單一種類或「類
別」。通常，分類問題的模型是，從兩個種類 (類別) 中擇一選擇。這就是二元分類
問題。具備兩個以上種類 (類別) 的問題稱為「多類別分類」問題。
See Also 二元分類模型, 多類別分類模型.

Client VPN AWS Client VPN是一項以用戶端為基礎的受管理 VPN 服務，遠端用戶端可以使用 
Open VPN 軟體用戶端安全地存取您的AWS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pn/client-vpn.

AWS Cloud Control API AWS Cloud Control API是一組標準化的應用程式設計介面 (API)，開發人員可用來建
立、讀取、更新、刪除和列出支援的雲端基礎架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controlapi.

Cloud Directory Amazon Cloud Directory 是一項服務，可為應用程式的多階層資料提供可高度擴展的
目錄存放區。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directory/.

AWS Cloud Map AWS Cloud Map是您用來建立和維護應用程式所依賴之後端服務和資源對應的服
務。使用AWS Cloud Map，您可以命名和發現您的AWS 雲端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map.

雲端服務供應商 (CSP) 雲端服務提供者是一家為訂閱者提供存取網際網路託管運算、儲存和軟體服務的公
司。

AWS 雲端廣域網 AWS 雲端WAN 是一種受管理的廣域網路服務，用於建置、管理和監控整合的全球網
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n.

AWS Cloud9 AWS Cloud9是一種雲端整合開發環境 (IDE)，可用來撰寫、執行和偵錯程式碼。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9/.

CloudFormation AWS CloudFormation是撰寫或變更範本的服務，可將相關AWS資源 (p. 955)作為
一個單元一起建立和刪除。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CloudFront Amazon CloudFront 是一種AWS內容交付服務，可協助您改善網站和應用程式的效
能、可靠性和可用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front.

CloudHSM AWS CloudHSM是一項 Web 服務，可協助您在AWS 雲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hsm/.

CloudSearch Amazon CloudSearch 是一項全受管服務，AWS 雲端可用來設定、管理和擴展網站
或應用程式的搜尋解決方案。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search/.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是一種網絡服務，用於記錄您的帳戶的AWS API 調用並向您提供日
誌文件。記錄的資訊包括 API 呼叫者的身分、API 呼叫的時間、API 呼叫者的來源 IP 
位址、要求參數，以及AWS 服務傳回的回應元素。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trail/.

CloudWatch Amazon CloudWatch 是一種 Web 服務，可用於監控和管理各種指標，並根據這些
指標的資料來設定警示動作。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CloudWatch 活動 Amazon E CloudWatch vents 是一種 Web 服務，可用來提供及時的系
統事件串流，這些事件描述Lambda (p. 942)函數、串流Kinesis Data 
Streams (p. 942)、Amazon SNS (p. 961)主題或內建目標的AWS資
源 (p. 955)變更。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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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日誌 Amazon CloudWatch Logs 是一種 Web 服務，用於監控現有系統、應用程式和
自訂日誌檔中的系統和應用程式和疑難排解。您可以將現有的日誌文件發送到 
CloudWatch 日誌，並以近乎實時的方式監視這些日誌。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叢集 您可以在其上放置工 (p. 964)作的容器執行 (p. 925)個體的邏輯群組。

OpenSearch 服務 (p. 948)：一個或多個資料節點的邏輯分組、選用的專用主節
點，以及執行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 (服務) 和操作OpenSearch 服 OpenSearch 
務網域所需的儲存。
See Also 資料節點, 專用主節點, 節點.

叢集運算執行個體 一種 執行個體 (p. 938)，可提供大量的 CPU 功率和提高的聯網效能，非常適合高
效能運算 (HPC) 應用程式和其他高要求的網路綁定型應用程式。

叢集置放群組 邏輯叢集運算執行個體 (p. 923)分組，可在執行 (p. 938)個體之間提供較低延遲和
高頻寬連線能力。

叢集狀態 OpenSearch 服務 (p. 948)：叢集運作狀態的指標。狀態可以是綠色、黃色或紅
色。在碎片級別，綠色表示所有碎片都分配給集群中的節點，黃色表示主碎片被分
配，但副本碎片沒有，而紅色表示至少一個索引的主分片和副本碎片未分配。碎片狀
態會決定索引狀態，而索引狀態則會決定叢集狀態。

CNAME 正式名稱記錄。網域名稱系統 (DNS) 中的一種 資源紀錄 (p. 955)，會指定該網域名
稱為其他正式網域名稱的別名。具體來說，它是 DNS 資料表中的一個項目，您可以
用來將一個完整網域名稱別名為另一個網域名稱。

適用於 AWS IoT 的程式碼簽署 您為任何 Amazon 網路服務支援的 IoT 裝置建立的程式碼簽署服務 (AWS)。

CodeBuild AWS CodeBuild是一項全受管的持續整合服務，可編譯原始碼、執行測試，並產生可
立即部署的軟體套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debuild.

CodeCommit AWS CodeCommit是一項完全受管的原始檔控制服務，公司可用來託管安全且可高
度擴充的私有 Git 儲存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decommit.

CodeDeploy AWS CodeDeploy是一項服務，可將程式碼部署到任何執行個體，包括 EC2 執行個
體 (p. 930)和現場部署執 (p. 938)行的執行個體。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dedeploy.

AWS CodeDeploy 代理程式 AWS CodeDeployagent 是一種軟體套件，只要在執行個體上安裝並設定，就能在 
CodeDeploy 部署中使用該執行個體。

CodeGuru Amazon CodeGuru 是一系列開發人員工具，可自動化程式碼檢閱並提供智慧型建議
以優化應用程式效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deguru.

CodePipeline AWS CodePipeline是一種持續交付服務，可實現快速可靠的應用程序更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depipeline.

Amazon Cognito Amazon Cognito 是一種 Web 服務，可用於在中儲存行動使用者資料，AWS 雲端而
無需撰寫任何後端程式碼或管理任何基礎設施。您可以儲存的行動使用者資料範例包
括應用程式偏好設定和遊戲狀態。Amazon Cognito 提供跨裝置的行動身分管理和資
料同步。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gnito/.

AWS CLI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是用於管理的統一可下載和可配置工具AWS 服
務。AWS 服務從命令列控制多個，並透過指令碼將它們自動化。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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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 不想接收電子郵件訊息的使用收件人 (p. 953)者在電子郵件用戶端中選擇「標示為
垃圾郵件」的事件，然後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p. 939)將通知傳送給 Amazon 
SES (p. 960)。

複合查詢 CloudSearch (p. 922): 使用 Amazon CloudSearch 結構化搜尋語法指定多個搜尋條
件的搜尋請求。

Amazon Comprehend Amazon Comprehend 是一種自然語言處理 (NLP) 服務，使用機器學習在文字中尋找
洞見和關係。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mprehend/.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是符合 HIPAA 資格的自然語言處理 (NLP) 服務，
採用機器學習 (ML)，並經過預先訓練，可從醫學文字瞭解和擷取健康資料，例如處
方、程序或診斷。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mprehend/medical.

condition IAM (p. 937)：有關許可的任何限制或詳細資訊。條件是陳述式「A 有許可對適用 
D 的 C 執行 B」中的 D。

AWS WAF (p. 968)：在對AWS資源 (p. 955)（例如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分發）的 Web 請求中AWS WAF搜索的一組屬性。條件可以包
含數值，例如 Web 請求來源的 IP 地址或請求標頭中的值。根據指定的條件，您可以
設定AWS WAF為允許或封鎖對AWS資源的 Web 要求。

條件式參數 See 對應.

AWS Config AWS Config是一項完全受控的服務，可提供AWS資源 (p. 955)清查、組態歷程
記錄和組態變更通知，以提高安全性和控管能力。您可以建立規則，以便自動檢查 
AWS Config 記錄的 AWS 資源組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nfig/.

組態 API CloudSearch (p. 922)：API 呼叫，可用於建立、設定和管理搜尋網域。

組態範本 一系列鍵值配對，用於定義各種AWS產品的參數，Elastic Beanstalk (p. 931)以便
為環境佈建這些參數。

Amazon Connect Amazon Connect 是一種服務解決方案，提供自助服務組態，並提供任何規模的動
態、個人化和自然客戶互動。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nnect/.

一致性模式 服務用來實現高可用性的方法。例如，您可以在資料中心的多個伺服器之間複製資
料。
See Also 最終一致性.

主控台 See AWS Management Console.

Console Mobil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WS Console Mobile Application可讓AWS客戶監控和管理一組精選的資源，以隨時
隨地掌握資源的最新資訊並與他們的AWS資源保持聯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nsole/mobile.

合併帳單 該AWS Organizations服務的一項功能，用於合併多個付款AWS 帳戶。您可以建立
包含您的組織AWS 帳戶，並使用組織的管理帳戶來為所有成員帳戶支付費用。您可
以看到合併檢視的 AWS 費用，這都是組織中所有帳戶產生的費用，您也可以取得個
別帳戶的詳細費用報告。

容器 容器是軟體的標準單位，其中包含應用程式程式碼和所有相關的相依性。

容器定義 容器定義會指定與容器 (p. 924)在 Amazon ECS 上執行相關聯的詳細資料。更具
體地說，容器定義會指定詳細資料，例如要使用的容器映像檔，以及容器配置多少 
CPU 和記憶體。容器定義包含在 Amazon ECS 中任務定義 (p.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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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執行個體 容器執行個體是執行 Amazon 彈性容器服務 (Amazon ECS) 容器代理程式的自我管
理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或現場部署伺服器或虛擬機器 (VM)，且已
註冊到叢集 (p. 923). 容器執行個體可做為 Amazon ECS 工作負載執行所在的基礎
設施之用。

容器登錄 容器登錄是儲存容器映像的儲存庫集合。一個範例是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內容交付網路 (CDN) 一種 Web 服務，透過由遍佈全球的資料中心構成的網路，加速向您的使用者發佈靜
態與動態 Web 內容，如 .html、.css、.js、媒體檔案和影像檔案。當使用者請求獲取
您的內容時，其請求將路由到最低延遲 (時間遲滯最短) 的資料中心。如果該內容已
位於最低延遲的據點，CDN 會立即提供該內容。否則，CDN 將從您指定的原始位置 
(如 Web 伺服器或 Amazon S3 儲存貯體) 擷取內容。有些 CDN 可讓您在使用者與資
料中心以及資料中心與原始位置之間設定 HTTPS 連線，協助保護您的內容。亞馬遜 
CloudFront 是 CDN 的一個例子。

前後繼資料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發生事件（例如點擊）時，您收集的有關用戶瀏覽
上下文的互動數據（例如使用的設備或位置）。關聯式中繼資料可改善新使用者和現
有使用者的建議相關
See Also 互動資料集, 事件.

持續交付 系統可透過該實務自動建置、測試及準備程式碼變更，以便將變更發佈至生產程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vops/continuous-delivery/.

持續整合 一種軟體開發實務，開發人員會定期將程式碼變更合併到中央儲存庫中，然後執行自
動化建置和測試。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vops/continuous-integration/.

AWS Control Tower AWS Control Tower是一種服務，可用來設定和管控安全的多帳戶AWS環境。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

冷卻期間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不允許從. 的任何其他通知更Auto Scaling 群
組 (p. 919)改所需大小的時間量CloudWatch (p. 922)警示 (p. 916)。

核心節點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會執行 Hadoop (p. 936) 對應，然後
使用 Hadoop 分散式檔案系統 (HDFS) 縮減任務並儲存資料。核心節點是由主節
點 (p. 944)所管理，這會將 Hadoop 任務指派至節點，並監控其狀態。您指派為核
心節點的 EC2 執行個體，就是必須予以分配才能讓整個任務流程執行的容量。由於
核心節點會存放資料，因此您無法從任務流程中予以移除。不過，您可以對執行中的
任務流程新增更多核心節點。

核心節點同時運行 DataNodes 和 TaskTracker Hadoop 守護進程。

全集 CloudSearch (p. 922)：您想要搜尋的資料集合。

Corretto Amazon Corretto 是 Open Java Development Kit (OpenJDK) 的免費、多平台的生產
就緒分佈。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rretto/.

coverage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評估量度，告訴您 Amazon Personalize 可能建議使
用您的模型的獨特項目比例，超出「互動」和「項目」資料集中唯一項目總數的比
例。若要確保 Amazon Personalize 為您推薦更多商品，請使用涵蓋範圍分數較高的
模型。具有項目探索的食譜（例如用戶個性化）的覆蓋範圍比沒有的食譜具有更高的
覆蓋範圍，例如普及計數。
See Also 指標, 項目資料集, 互動資料集, 項目探索, 用戶個性化配方, 普及計數配方.

登入資料協助程式 CodeCommit (p. 923)：為儲存庫存放登入資料的程式，並在與這些儲存庫連接時
將其提供至 Git。The AWS CLI (p. 923) 包含登入資料協助程式，您可以在連接到 
CodeCommit 儲存庫時搭配 Git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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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資料 也稱為存取登入資料或安全登入資料。進行身分驗證和授權時，系統會使用登入資料
來識別呼叫發起人，以及是否允許請求的存取。在中AWS，這些認證通常是存取金
鑰 ID (p. 915)和私密存取金鑰 (p. 959).

跨帳戶存取 允許另一個使用者在一個AWS 帳戶 (p. 915)中限制、受控地使用資源 (p. 955)的
過程AWS 帳戶。例如，在中CodeCommit (p. 923)，CodeDeploy (p. 923)您
可以設定跨帳戶存取，以便AWS 帳戶 A 中的使用者可以存取帳戶 B 所建立的 
CodeCommit 儲存庫，或者在帳戶 A 中CodePipeline (p. 923)建立的管道可以
使用帳戶 B 建立的 CodeDeploy 資源。在 IAM (p. 937) 中，您可以使用 a角
色 (p. 955) 將某個帳戶中某個帳戶的臨時存取權委派給 (p. 928)另一個帳戶中的
資源。使用者 (p. 967)

跨區域複寫 以近乎即時的方式複製不同AWS 區域 (p. 954)資料的解決方案。

客戶閘道 位於由 Amazon VPC (p. 968) 管理的 VPN 通道旁邊的路由器或軟體應用程式。客
戶閘道的內部介面會連接到家用網路中的一或多個裝置。外部介面會連接到 VPN 通
道之間的 虛擬私有閘道 (VGW) (p. 968)。

客戶受管政策 您受管政策 (p. 944)在. 中建立和管理AWS 帳戶 (p. 915)的 IAM (p. 937)

客戶主金鑰 (CMK) 我們不再使用客戶主金鑰或 CMK。這些術語被替換為AWS KMS key（第一次提到）
和 KMS 密鑰（後續提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KMS 金鑰 (p. 942)。

D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儀表板 See 服務運作狀態儀表板.

資料一致性 描述何時成功寫入或更新資料，以及資料的所有副本全部更新的概念AWS 區
域 (p. 954)。不過，將資料傳播到所有儲存位置需要花費時間。若要支援各種應用
程式需求，DynamoDB (p. 929) 會支援最終一致性和強式一致讀取。
See Also 最終一致性, 最終一致讀取, 強式一致讀取.

AWS Data Exchange AWS Data Exchange是可協助您在雲端中尋找、訂閱和使用第三方資料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ata-exchange.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是一項 Amazon 服務，可自動化並管理 Amazon 
EBS 快照和 Amazon EBS 支援 AMI (p. 930) 的生命週期。

資料節點 OpenSearch 服務 (p. 948)：保留資料並回應資料上傳要求的 OpenSearch 執行個
體。
See Also 專用主節點, 節點.

Data Pipeline AWS Data Pipeline是一種 Web 服務，用於在不同的AWS計算和儲存服務以及內部
部署資料來源之間，以指定的間隔處理和移動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atapipeline.

資料結構描述 See 結構描述.

資料來源 提供應用程式或資料庫所需資訊的資料庫、檔案或儲存庫。例如，在
中OpsWorks (p. 948)，有效的資料來源包括堆疊的 MySQL 層或堆疊的 Amazon 
RDS (p. 953) 服務層。執行個體 (p. 938)在中Amazon Redshift  (p. 954)，有效
的資料來源包含叢集可透過 SSH 連線存取的 Amazon EMR (p. 932) 叢集或遠端主
機中的文字檔。Amazon S3 (p. 956)bucket (p. 920)
See Also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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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引擎 在 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上執行的資料庫軟體和版本。

資料庫名稱 在 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中託管的資料庫名稱。資料庫執行個體可託管多個資料
庫，但同一資料庫執行個體託管的資料庫中，每個資料庫在該執行個體內都有唯一的
名稱。

dataset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Amazon Personalize 化使用的數據的容
器。Amazon Personalize 資料集有三種類型：使用者、項目和互動。
See Also 互動資料集, 用戶資料集, 項目資料集.

資料集群組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Amazon Personalize 元件的容器，包括資料集、事
件追蹤器、解決方案、篩選器、宣傳活動和批次推論任務。資料集群組會將您的資源
組織成獨立的集合，因此某個資料集群組的資源不會影響任何其他資料集群組中的資
源。
See Also dataset, 事件追蹤器, 解決方案, 行銷活動.

資料來源 Amazon ML (p. 945): 包含有關輸入資料之中繼資料的物件。Amazon ML 會讀取
輸入資料、計算其屬性的描述性統計資料，並將統計資料連同結構描述和其他資訊一
起儲存為資料來源物件的一部分。Amazon ML 使用資料來源訓練和評估機器學習模
型，並產生批次預測。
See Also 資料來源.

DataSync AWS DataSync是一種線上資料傳輸服務，可簡化、自動化並加速儲存系統與服務之
間的資料移動。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atasync.

資料庫運算等級 資料庫運算平台用於執行執行個體的大小。

資料庫執行個體 在雲端執行的隔離資料庫環境。資料庫執行個體可以包含多個使用者建立的資料庫。

DB instance identifier (資料庫
執行個體識別符)：

使用者提供的資料庫執行個體識別符。在中，識別碼必須是該使用者的唯一標
記AWS 區域 (p. 954)。

DB parameter group (資料庫參
數群組)

適用於一或多個資料庫執行 (p. 927)個體的資料庫引擎參數值的容器。

資料庫安全群組 控制 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存取權的方法。資料庫執行個體的網路存取預設是關
閉的。為 安全群組 (p. 959) 設定傳入流量之後，相同規則會套用到與該群組相關聯
的所有資料庫執行個體。

資料庫快照 使用者啟動的 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時間點備份。

Dedicated Host 擁有使用者完全專屬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容量的實體伺服器。

Dedicated Instance 在主機硬體層級實體隔離，並在Amazon VPC (p. 968).執行個體 (p. 938)

專用主節點 OpenSearch 服務 (p. 948)：會執行叢集管理任務，但不會保留資料或回應資料上
傳請求的執行個 OpenSearch 體。Amazon Ser OpenSearch vice (SerOpenSearch 
vice) 使用專用主節點來增加叢集的穩定性。
See Also 資料節點, 節點.

專用的預留執行個體 您購買的一種選項，以確保有足夠的容量可用於將專用執行 (p. 927)個體啟動
到Amazon VPC (p. 968).

AWS DeepComposer AWS DeepComposer 是一種 Web 服務，專門用於通過教程，示例代碼和培訓數據
來教育開發人員。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epcomposer.

AWS DeepLens AWS DeepLens是一種工具，可根據AWS客戶的業務需求，為客戶提供集中式搜
尋、探索並與值得信賴的 APN 技術和諮詢合作夥伴聯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ep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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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Racer AWS DeepRacer是基於雲的 3D 賽車模擬器，全球賽車聯盟以及由強化學習驅動的
完全自主 1/18 比例的賽車。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epracer.

委派 在一個單一的 AWS 帳戶 (p. 915)：讓AWS用戶 (p. 967)訪問 (p. 955)您的AWS 
帳戶.

兩個之間AWS 帳戶：在擁有資源的帳號 (信任帳戶) 與包含需要存取資源的帳戶 (受
信任帳戶) 之間設定信任。
See Also 信任政策.

刪除標記 具有金鑰和版本 ID，但無內容的物件。 Amazon S3 (p. 956)刪除物件時，會自動
將刪除標記插入已建立版本化的值區 (p. 920)。

可交付性 電子郵件訊息到達其預期目的地的可能性。

交付 透過 Amazon SES (p. 960) 傳送的電子郵件訊息在一段時間內被接受傳送給收件
者 (p. 953)的數目。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p. 939)

拒絕 包含拒絕效果的 政策 (p. 950) 陳述式結果，因此會明確禁止使用者、群組或角色的
特定動作或多個動作。明確拒絕優先於明確 允許 (p. 916)。

部署組態 CodeDeploy (p. 923)：部署期間服務所用的一組部署規則和成敗條件。

部署群組 CodeDeploy (p. 923)：Auto Scaling 群組中的一組個別標記執 (p. 938)行個體或
EC2 執行 (p. 930)個體 (p. 919)，或兩者皆有。

描述屬性 新增至參數、資源、資源 (p. 955)屬性、對映和輸出的屬性，可協助您存取文
件CloudFormation (p. 922)範本元素。

詳細監控 監控 AWS 所提供以 1 分鐘頻率衍生的指標。

Detective Amazon Detective 是一項服務，會從您的AWS資源收集日誌資料，以便分析並識別
安全問題清單或可疑活動的根本原因。Detective 行為圖表提供視覺效果，協助您判
斷可能的安全問題的本質和範圍，並進行有效率的調查。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tective/.

Device Farm AWS Device Farm是一項應用程序測試服務，可用於在託管的真實物理手機和平板
電腦上測試 Android，iOS 和 Web 應用程序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vice-farm/.

Amazon DevOps Guru Guru Amazon DevOps Guru 是一項全受管的操作服務，採用機器學習 (ML)，旨在提升應
用程式的操作效能和可用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evops-guru/.

維度 名稱 — 值配對 (例如， InstanceType=m1.small 或 EngineName =mysql)，其中包含
可識別量度的其他資訊。

Direct Connect AWS Direct Connect是一種 Web 服務，可簡化從您的場所建立專用網路連線到
AWS. 使用 AWS Direct Connect，您就能在 AWS 和資料中心、辦公室或主機代管環
境之間建立私人連線。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

Directory Service AWS Directory Service這是一項受管理的服務，可將您的AWS資源 (p. 955)連線至
現有的內部部署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或在中設定和操作新的獨立目錄AWS 雲
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

開發論壇 AWS用戶可以在其中發布技術問題和反饋，以幫助加快開發工作並與AWS社區互動
的地方。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Web Services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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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 原始伺服器之間的連結 (例如 Amazon S3 (p. 956) bucket (p. 920)) 和網域名稱，
其中 CloudFront (p. 922) 會自動指派。透過此連結， CloudFront 識別您已儲存在
的物件原始伺服器 (p. 949)。

DKIM DomainKeys 「識別郵件」是電子郵件寄件者用來簽署其郵件的標準。ISP 會使
用這些簽章來驗證訊息合法性。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tools.ietf.org/html/ 
rfc6376。

AWS DMS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是一種 Web 服務，可以幫助您在許多廣泛使用的
商業和開源數據庫之間遷移數據。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ms.

DNS See 網域名稱系統.

Docker 映像檔 一個分層的文件系統模板，是 Docker 的基礎容器 (p. 924)。Docker 影像可以包含
特定的作業系統或應用程式。

文件 CloudSearch (p. 922)：可做為搜尋結果傳回的項目。每個文件都有一組欄位，其
中包含可搜尋或傳回的資料。欄位值可以是字串或數字。每個文件都必須有唯一 ID 
以及至少一個欄位。

文件批次 CloudSearch (p. 922)：新增和刪除文件操作的集合。您可以使用文件服務 API，
提交用於更新搜尋網域中資料的批次 (工作)。

文件服務 API CloudSearch (p. 922)：您用來提交文件批次以更新搜尋網域中資料的 API 呼叫。

文件服務端點 CloudSearch (p. 922)：將文件更新傳送到 Amazon CloudSearch 網域時所連接的 
URL。每個搜尋網域都有唯一的文件服務端點，在網域生命週期當中會保持不變。

Amazon DocumentDB Amazon DocumentDB (具有 MongoDB 相容性) 是一種受管資料庫服務，可用於在雲
端中設定、操作和擴展 MongoDB 相容資料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db/.

domain OpenSearch 服務 (p. 948)：亞馬遜 OpenSearch 服務 (服OpenSearch 務) 端點公
開的硬體、軟體和資料。 OpenSearch 服務網域是 OpenSearch叢集周圍的服務包
裝函式。 OpenSearch Service 網域會封裝處理 OpenSearch 服務要求的引擎執行個
體、您要搜尋的索引資料、網域快照、存取原則和中繼資料。
See Also 叢集, Elasticsearch.

網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 是一種通過將 192.0.2.1 等數字 IP 地址轉換為 192.0.2.1 等
數字 IP 地址，供電腦用於互相連接。www.example.com

捐贈按鈕 一個 HTML 編碼的按鈕，為美國 IRS 認證的 501 (c) (3) 非營利組織提供了一種簡單
而安全的方式來徵求捐款。

DynamoDB Amazon DynamoDB 是一項完全受管的 NoSQL 資料庫服務，可提供快速且可預期的
效能及無縫的可擴展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

Amazon DynamoDB 加密客戶
端

Amazon DynamoDB Encryption Client 是一種軟體程式庫，可協助您保護在將資料表
資料傳送至之前的安全性DynamoDB (p. 929)。

適用於 Titan 的 Amazon 
DynamoDB 儲存後端

適用於 Titan 的 Amazon DynamoDB 儲存後端是在 Amazon DynamoDB 上層實作的
圖形資料庫。Titan 是一種經過儲存和查詢圖表最佳化，可擴展的圖形資料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

DynamoDB Streams Amazon DynamoDB Streams 可擷取任何 Amazon DynamoDB 資料表中依時間順序
排序的項目層級修改。AWS 服務此服務也會將此資訊存放於日誌中長達 24 小時。
應用程式可以存取此日誌，並近乎即時地檢視資料項目修改前後的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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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

E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mazon EBS Amazon 彈性區塊存放區是提供區塊層級儲存磁碟區 (p. 968)或與 EC2 執
行 (p. 930)個體搭配使用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bs.

Amazon EBS 後端 AMI Amazon EBS-backed AMI 是一種類型，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其
實例使用亞馬遜 EBS (p. 930)磁碟區 (p. 968) 作為其根設備。將此值與從執行
個體商店支援 AMI 啟動的執 (p. 938)行個體進行比較，後者會使用執行個體存放
區 (p. 938)做為根裝置。

Amazon EC2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是一種 Web 服務，可啟動並管理 Amazon 資料中
心的 Linux/Unix 和 Windows Server 執行 (p. 938)個體。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2.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是一種 Web 服務，可根據使用者定義的政
策 (p. 950)、排程和運作狀態檢查 (p. 936)來自動啟動或終止執行個體。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2/autoscaling.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Amazon EC2 (p. 930) 服務執行個體 (p. 938)中的運算。其他AWS 服務使用 EC2
執行個體一詞來區分這些執行個體與其支援的其他執行個體類型。

Amazon ECR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是一種全受管的 Docker 容器
登錄，可用於存放、管理和部署 Docker 容器映像。Amazon ECR 整合了 Amazon 
ECS (p. 930) 和 IAM (p. 937)。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r.

Amazon ECS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是具高可擴展性且快速的容
器 (p. 924)管理服務，可用於在 EC2 執行個叢集 (p. 923)體上執行、停止和管理 
Docker 容器。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s.

節點 節點是AWS 服務用來執行服務特定作業的資料中心。例如，CloudFront (p. 922)使
用節點來快取內容的副本，因此內容更接近使用者，而且無論使用者身在何處，都可
以更快速地傳送內容。Route 53 (p. 956) 使用節點位置來加快對公用 DNS 查詢的
回應速度。

Amazon EFS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是適用於 EC2 (p. 930) 執行 (p. 938)個體的檔案儲
存服務。Amazon EFS 提供一個介面，可用來建立和設定檔案系統。Amazon EFS 
儲存容量會隨著您新增和移除的檔案自動擴展和縮減。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fs/.

Amazon EKS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是一項受管服務，可用於在上執行 
Kubernetes，AWS而無需站立或維護您自己的 Kubernetes 控制平面。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ks/.

彈性 一家提供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的公司 OpenSearch，包括 Logstash、Kibana 和 
Beats，可從任何來源擷取資料並即時搜尋、分析和視覺化。

亞馬遜 OpenSearch OpenSearch 服務 (服務) 是一種AWS受管服務，用於 
OpenSearch 在AWS 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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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OpenSearch 服務, Elasticsearch.

Elastic Beanstalk AWS Elastic Beanstalk是一種 Web 服務，可用於在中部署並管理應用程式，AWS 
雲端無須擔心執行這些應用程式的基礎設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beanstalk.

Elastic Block Store See Amazon EBS.

Elastic Inference Amazon Elastic Inference 是一種資源，客戶可用來將低成本 GPU 支援的加速連接
至 Amazon SageMaker EC2 和執行個體或 Amazon ECS 任務，以將執行深度學習
推論的成本降低高達 75%。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elastic-inference.

彈性 IP 地址 您在亞馬遜 EC2 或亞馬遜 (p. 930) VPC (p. 968) 中分配的固定（靜態）IP 地
址，然後連接到執行個體 (p. 938). 彈性 IP 地址是與您的帳戶相關聯，而非特定執
行個體。它們之所以彈性是因為，您可以隨需求變化輕鬆分配、連接、中斷和釋放。
不同於傳統靜態 IP 地址，彈性 IP 地址可以快速將公有 IP 地址重新對應至其他執行
個體，藉此遮罩執行個體或可用區域 (p. 919)故障。

ELB Elastic Load Balancing 是一種 Web 服務，可在兩個或多個 EC2 執行 (p. 930)個體
之間分配傳入流量，藉此提升應用程式的可用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

彈性網路界面 可連接至執行個體 (p. 938)的額外網路介面。彈性網路介面包括主要私有 IP 位
址、一或多個次要私有 IP 位址、彈性 IP 位址 (選用)、MAC 位址、指定安全性群
組 (p. 959)中的成員資格、說明以及來源/目的地檢查旗標。您可以建立彈性網路界
面，將其連接至執行個體、與執行個體分離，以及將其連接至另一執行個體。

Elastic Transcoder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是一種基於雲的媒體轉碼服務。EElastic Transcoder 是
一種高度可擴展的工具，用於將媒體文件從源格式轉換（或轉碼）為可在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和 PC 等設備上播放的版本。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transcoder/.

ElastiCache Amazon ElastiCache 是一種 Web 服務，可簡化在雲端中的部署、操作和擴展記憶體
內快取。這項服務可從快速、受管的記憶體內快取擷取資訊，而不是完全倚賴速度較
慢的磁碟型資料庫，因此可提高 Web 應用程式的效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

Elasticsearch 開放原始碼的即時分散式搜尋和分析引擎，用於全文檢索搜尋、結構化搜尋和分析。 
OpenSearch 是由彈性公司開發的。

亞馬遜 OpenSearch OpenSearch 服務 (服務) 是一種AWS受管服務，用於 
OpenSearch 在AWS 雲端.
See Also OpenSearch 服務, 彈性.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是全受管的即時影片分發服務，可靠且安全地將影片
導入影片，AWS 雲端並將其傳輸到AWS網路和網際網路內的多個目的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connect.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是一種以檔案為基礎的媒體轉換服務，可將內容轉換
為傳統廣播和網際網路串流的格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convert.

AWS Elemental MediaLive AWS Elemental MediaLive 是雲端即時影片編碼服務，可建立高品質串流，以便傳遞
至廣播和網際網路連線裝置。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live.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是可高度擴展的影片創作和包裝服務，可安全可靠地
交付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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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package.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是針對媒體最佳化的儲存服務，可提供大規模交付即時
和隨選影片內容所需的效能、一致性和低延遲。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store.

AWS Elemental MediaTailor AWS Elemental MediaTailor 是適用於 over-the-top (OTT) 影片和音訊應用程式的頻
道組合和個人化廣告插入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diatailor.

電磁脈衝 AWS終止 Support 移轉計劃提供技術和指導，可將您在 Windows 伺服器 2003、視
窗伺服器 2008 和視窗伺服器 2008 R2 上執行的應用程式遷移到最新、受支援的亞馬
遜網路服務 (AWS) 上執行的 Windows 伺服器版本。

Amazon EMR Amazon 彈性地圖縮減是一種 Web 服務，可讓您有效率地處理大量資料。Amazon 
EMR 使用Hadoop (p. 936)處理結合多種AWS產品來執行 Web 索引、資料探勘、
日誌檔分析、機器學習、科學模擬和資料倉儲等任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mapreduce.

加密 使用數學算法使未經授權的用戶 (p. 967)無法理解數據。加密還為授權用戶提供了
一種方法（例如密鑰或密碼），以將更改後的數據轉換回原始狀態。

加密內容 一組鍵/值組，其中包含與 —AWS KMS (p. 942) encrypted 資訊相關的其他資訊。

AWS Encryption SDK AWS Encryption SDK是用戶端加密程式庫，可用於使用業界標準和最佳做法來加密
和解密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tag/aws-encryption-sdk/.

endpoint 將主機和連接埠識別為 Web 服務進入點的 URL。每個 Web 服務請求都會包含一個
端點。大多數AWS產品都為區域提供端點，以實現更快的連接速度。

ElastiCache (p. 931)：快取節點 (p. 921) 的 DNS 名稱。

亞馬遜 RDS (p. 953)：一個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CloudFormation (p. 922)：收到 HTTP 請求的 DNS 名稱或伺服器 IP 地址。

端點連接埠 ElastiCache (p. 931)：快取節點 (p. 921) 使用的連接埠號碼。

亞馬遜 RDS (p. 953)：由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

信封加密 使用主金鑰和資料金鑰，以演算法方式保護資料。主金鑰用於加密和解密資料金鑰，
而資料金鑰用於加密和解密資料本身。

environment Elastic Beanstalk (p. 931)：application (p. 917) 的特定執行中執行個體。該應用
程式擁有 CNAME，並包含應用程式版本和可自訂的組態 (繼承自預設容器類型)。

CodeDeploy (p. 923)：藍/綠部署中部署群組的執行個體。藍/綠部署開始時，部署
群組由原始環境中的執行個體組合而成。部署結束時，部署群組則由替換環境中的執
行個體組合而成。

環境資訊 參數和設定的集合，會定義環境及其相關聯資源的行為方式。

暫時性存放區 See 執行個體存放區.

epoch 測量其中時間的日期。對於大多數 Unix 環境，epoch 是 1970 年 1 月 1 日。

ETL See 擷取、轉換和載入 (ETL).

評估 Amazon Machine Learning：測量機器學習 (ML) 模型的預測性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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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是儲存 ML 模型評估詳細資訊和結果的機器學習物件。

評估資料來源 Amazon 機器學習用來評估機器學習模型的預測準確度的資料。

事件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您錄製並上傳至 Amazon Personalize 互動資料集的
使用者活動 (例如點擊、購買或影片檢視)。您可以實時單獨記錄事件或大量記錄和上
傳事件。
See Also dataset, 互動資料集.

事件追蹤器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為您即時記錄的事件資料指定目的地資料集群組。
當您即時記錄事件時，您需要提供事件追蹤器的 ID，以便 Amazon Personalize 知道
要在何處新增資料。
See Also 資料集群組, 事件.

EventBridge Amazon EventBridge 是無伺服器匯流排服務，可用於將應用程式與來自各種來源的
資料互相連線，並將資料路由傳送到目標 (例如)AWS Lambda。您可設定路由規則來
決定要將資料送往何處，以便建立即時對您所有資料來源做出反應的應用程式架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ventbridge/.

最終一致性 AWS 服務用來達到高可用性的方法。這涉及到 Amazon 資料中心內的多部伺服器上
複寫資料。當資料寫入或更新，並且傳回 Success 時，所有資料複本都會更新。不
過，將資料傳播到所有儲存位置需要花費時間。資料最終將會一致，但是立即讀取時
可能不會看到變更的內容。通常可在幾秒內達到一致性。
See Also 資料一致性, 最終一致讀取, 強式一致讀取.

最終一致讀取 從一個區域傳回資料的讀取程序，而且可能不會顯示最新的寫入資訊。不過，如果您
在短時間後重複讀取，回應最終會傳回最新的資料。
See Also 資料一致性, 最終一致性, 強式一致讀取.

移出 CloudFront (p. 922) 在物件過期之前從 節點 (p. 930) 刪除物件的動作。如果節點
中的物件沒有頻繁請求， CloudFront 可能會移出該物件 (在物件過期日期前予以移
除)，留出空間給更常用的物件。

單位字節 (EiB) exa 二進制字節的收縮。一個單位字節（EiB）是 2 ^ 60 或 
1,152,921,504,606，846,976 個字節。Exabyte (EB) 是 10 的 18 次方 (10^18) 或 
1,000,000,000,000,000,000 位元組。1,024 EiB 是 澤比字節 (ZiB) (p. 969)。

過期 對於CloudFront (p. 922)緩存， CloudFront 停止響應用戶請求的對象的時間。
如果您沒有使用標頭或 CloudFront 分佈 (p. 929)設定來指定物件保留多久節
點 (p. 930)，物件會在 24 小時後過期。下次使用者要求已過期的物件時，會將要
求 CloudFront 轉寄至原始 (p. 949)位置。

明確印象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您手動新增至 Amazon Personalize 互動資料集以影
響 future 建議的項目清單。與隱含曝光不同的是，Amazon Personalize 會自動衍生
曝光資料，您可以選擇要包含在明確曝光中的內容。
See Also 建議, 互動資料集, 印象資料, 隱含印象.

明確啟動許可 授與特定的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啟動權限AWS 帳戶 (p. 915)。

指數退避 在重試次數之間遞增等待時間的策略，以降低系統負載並提高重複請求將成功的可
能性。例如，用戶端應用程式在嘗試第一次重試之前最多可能等待 400 毫秒，在第
二次重試之前最多等待 1600 毫秒，在第三次重試之前最多可能等待 6400 毫秒 (6.4 
秒)。

expression CloudSearch (p. 922)：可用來控制搜尋命中排序方式的數字運算式。您可以使用
數字欄位、其他排名運算式、文件的預設相關性分數以及標準數值運算子和函數來建
構 Amazon CloudSearch 運算式。當您使用 sort 選項來指定搜尋請求中的運算式
時，就會針對每個搜尋命中評估運算式，並根據其運算式值來列出命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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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轉換和載入 (ETL) 用於整合來自多個來源的資料的程序。資料將從各來源收集 (擷取)、轉換成適當格式 
(轉換) 並寫入目標資料存放區 (載入) 以供進行分析和查詢。

ETL 工具結合了這三種函數，可將資料從某個環境整合並移動至另一個環境。AWS 
Glue (p. 935) 是全受管的 ETL 服務，用於探索和組織資料、進行轉換並使這些資
料可供搜尋和分析使用。

F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面向 CloudSearch (p. 922)：一種索引欄位，代表要用來縮小搜尋範圍和篩選搜尋結果
的類別。

啟用面向 CloudSearch (p. 922)：一種能計算欄位面向資訊的索引欄位選項。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 (AWS 
FIS)

AWS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是一項受管理的服務，可用來對AWS工作負載執行錯
誤注入實驗。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fis.

FBL See 回饋迴路 (FBL).

特徵轉換 Amazon Machine Learning：透過原始輸入變數建構更多預測性輸入表示法或「功
能」的機器學習程序，以最佳化機器學習模型的學習和概括能力。又稱為資料轉
換或特徵工程。

同盟身分識別管理 (FIM) 可讓個人使用相同的群組或個人登入資料，登入不同的網路或服務，以存取所
有網路中的資料。使用聯合身分識別後AWS，外部身分 (聯合身分使用者) 即可
在中授予對資源 (p. 955)的安全存取權，AWS 帳戶 (p. 915)而無需建立 IAM
使用者 (p. 967)。這些外部身分可以是來自公司身分存放區 (例如 LDAP 或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或來自第三方 (例如 Login with Amazon, Facebook, or 
Google)。AWS 聯合也支援 SAML 2.0。

聯合身分使用者 See 同盟身分識別管理 (FIM).

聯合 See 同盟身分識別管理 (FIM).

回饋迴路 (FBL) 信箱供應商 (例如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p. 939)) 將 收件人 (p. 953) 的 投
訴 (p. 924) 轉發回 寄件者 (p. 959) 的機制。

欄位權重 搜尋索引中文字欄位的相對重要性。欄位權重可控制特定文字欄位影響文件相關性分
數的符合度。

篩選條件 您在列出或描述 Amazon EC2 (p. 930) 資源 (p. 955)時指定用來限制結果的標
準。

篩選條件查詢 篩選搜尋結果的方式，但不會影響結果的計分和排序方式。使用
CloudSearch (p. 922) fq 參數指定。

FIM See 同盟身分識別管理 (FIM).

FinSpace Amazon FinSpace是專為金融服務業 (FSI) 打造的資料管理和分析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finspace.

Firehose See Kinesis Data Fire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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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wall Manager AWS Firewall Manager是一項服務，可用AWS WAF於簡化您多個帳戶和資源的
AWS WAF管理及維護工作。使用時AWS Firewall Manager，您只能設定一次防火牆
規則。此服務自動在帳號和資源中您的套用規則，甚至在您新增資源時也可套用。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firewall-manager.

預測 Amazon Forecast 是一種全受管服務，使用統計和機器學習演算法產生高度準確的時
間序列預測。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forecast/.

格式版本 See 範本格式版本.

論壇 See 開發論壇.

函數 See 內部函數.

模糊搜尋 簡單的搜尋查詢，使用大約的配對字串 (模糊對應)，來更正輸入錯誤和拼字錯誤。

G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GameKit AWS GameKit 是一個開源 SDK 和遊戲引擎插件，使AWS遊戲開發人員能夠通過其
遊戲引擎構建和部署基於雲的功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amekit/.

亞馬遜 GameLift Amazon GameLift 是一種受管服務，用於部署、操作和擴展工作階段型多人遊戲。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amelift/.

GameSparks Amazon GameSparks 是全受管AWS 服務，可為遊戲開發人員提供多服務後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amesparks/.

地理空間搜尋 一種搜尋查詢功能，會使用指定為經緯度的位置，以判斷符合度並排序結果。

Gibibyte (GiB) giga 二進位元組的縮寫，gibibyte 是 2 的 30 次方 (2^30) 或 1,073,741,824 位元
組。gigabyte (GB) 是 10 的 9 次方 (10^9) 或 1,000,000,000 位元組。1,024 GiB 是
西比特字節 (TiB) (p. 964)。

GitHub 一種 Web 型儲存庫，會使用 Git 進行版本控制。

Global Accelerator AWS Global Accelerator是您用來建立加速器的網路層服務，將流量引導至AWS全域
網路的最佳端點。如此可改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的可用性和效能，提升全球觀眾的使
用體驗。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lobal-accelerator.

全域次要索引 索引，當中所含分割區索引鍵和排序索引鍵與表格包含的索引鍵不同。全域次要索引
之所以視為全域是因為，索引上的查詢可以跨越所有分割區之間表格中的所有資料。
See Also 本機次要索引.

AWS Glue AWS Glue是一項完全受控的擷取、轉換和載入 (ETL) (p. 934)服務，您可以使用它
來編目資料並載入資料以進行分析。使用AWS Glue，您可以探索資料、開發指令碼
以將來源轉換為目標，以及在無伺服器環境中排程和執行 ETL 任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lue.

AWS GovCloud (US) AWS GovCloud (US)是在雲端託管敏感工作負載的隔離AWS 區域式工作負載，確
保這項工作符合美國政府的法規和合規要求。AWS GovCloud (US) 區域遵守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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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武器貿易條例 (ITAR)、聯邦風險與授權管理計劃 (FedRAMP) 的要求，國防部 
(DOD) 雲端安全要求指南 (SRG) 第 2 級和第 4 級，和刑事司法資訊服務 (CJIS) 安全
政策要求。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ovcloud-us/.

授予 AWS KMS (p. 942)：授AWS與主體 (p. 951)使用 KMS 金鑰之長期權限的機制。

授予符記 一種識別符，可讓 授予 (p. 936) 中的許可立即生效。

基本事實 機器學習 (ML) 模型訓練過程所使用的觀察，其中包含目標屬性的正確值。為了訓練
用於預測內部銷售價格的 ML 模型，輸入觀察通常會包含該區先前內部銷售的價格。
這些內部銷售價格會構成基本事實。

群組 IAM (p. 937) 使用者 (p. 967)的集合。您可以使用 IAM 群組來簡化指定和管理多
個使用者的許可。

GuardDuty 亞馬遜 GuardDuty 是一種持續的安全監控服務。Amazon GuardDuty 可以協助您識
別AWS環境中的意外和潛在未授權或惡意活動。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uardduty/.

H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Hadoop 能使用叢集和簡單程式設計模型，以分散處理大數據的軟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hadoop.apache.org。

硬退信 電子郵件永久交付失敗，例如「信箱不存在」。

硬體 VPN 網際網路上的硬體式 IPsec VPN 連接。

AWS Health AWS Health是一項服務，可持續提供AWS客戶帳戶的可見性，以及客戶AWS 服務
和資源的可用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technology/aws-health-
dashboard.

運作狀態檢查 一種系統呼叫，可對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 群組中每個執行個體進行
運作狀態檢查。

HealthLake Amazon HealthLake 是符合 HIPAA 資格的服務，可協助客戶存放、查詢和產生醫療
保健資料中的人工智慧 (AI) 和機器學習 (ML) 洞察，並實現醫療保健資料互通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healthlake.

已啟用反白 CloudSearch (p. 922)：一種能反白欄位內符合項的索引欄位選項。

反白 CloudSearch (p. 922)：與搜尋結果一併傳回的摘錄，其中顯示相符文件文字內出
現的搜尋詞彙。

高品質電子郵件 收件人認為重要且想要收到的電子郵件。價值意味著不同的東西給不同的收件人，並
且可以以報價，訂單確認，收據或新聞通訊等形式出現。

命中項 符合搜尋請求中所指定條件的文件。也稱為搜尋結果。

HMAC 雜湊型訊息驗證碼是一種特定的結構，可用來計算包含加密雜湊函式與密鑰的訊息驗
證碼 (MAC)。您可以使用它來同時驗證消息的數據完整性和真實性。 AWS使用標準
的密碼編譯雜湊演算法 (例如 SHA-256) 來計算 H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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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區域 Route 53 (p. 956) 所託管 資源紀錄 (p. 955) 集的集合。與傳統的 DNS 區域檔案
類似，託管區域代表以單一網域名稱一起管理的記錄集合。

HRNN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階層式遞迴網路機器學習演算法，可模擬使用者行
為變更，並預測使用者在個人推薦應用程式中可能與之互動的項目。

HTTP 查詢 See Query.

HVM 虛擬化 硬體虛擬機器虛擬化。允許客體虛擬機器像在原生硬體平台上一樣執行，但它仍然使
用半虛擬 (PV) 網路和儲存驅動程式來提升效能。
See Also PV 虛擬化.

I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IAM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是一種 Web 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AWS） (p. 916)客戶可用來管理內的使用者和使用者許可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am.

IAM Access Analyzer Access Management Access Analyzer 是一項功能，可用於識別組織與帳戶中那些
與外部實體共用的資源。IAM (p. 937)範例資源包括 Amazon S3 儲存貯體或 IAM 
角色。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9/12/introducing-aws-
identity-and-access-management-access-analyzer/.

IAM 群組 See 群組.

IAM Identity Center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是一種雲端服務，可
將使用者及其存取和雲端應用程式的管理整合在一起。AWS 帳戶您可以控制所有
AWS 帳戶內容的單一登入存取和使用者權限AWS Organization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

IAM 政策模擬器 See 政策模擬器.

IAM 角色 See 角色.

IAM 使用者 See 使用者.

識別與存取管理 See IAM.

身分提供者 (IdP) 存放外部身分識別提供者中繼資料的 IAM (p. 937) 實體。

IdP See 身分提供者 (IdP) .

image See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映像建置器 EC2 Image Builder 是一項服務，可協助建置、維護和分發啟動 EC2 執行個體或在 
Docker 容器中執行的自訂伺服器映像檔。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mage-builder.

隱含印象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您的應用程式顯示使用者的建議。與您手動記錄
每次曝光的明確曝光不同，Amazon Personalize 會自動從您的建議資料衍生隱含曝
光。
See Also 建議, 印象資料, 明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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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日誌 一種報告，其中包含有關 Import/Export (p. 938) 處理資料方式的詳細資訊。

Import/Export AWS Import/Export是一種用於在可攜式儲存裝置之間AWS傳輸大量資料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mportexport.

import/export 工作站 透過 Amazon S3 (p. 956) 來回上傳或下載資料的機器。

印象資料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當使用者與特定項目互動時，您向使用者顯示的項
目清單，例如按一下、觀看或購買項目。Amazon Personalize 會根據使用者選取或
忽略相同項目的頻率，使用曝光次數資料來計算使用者新項目的相關性。
See Also 明確印象, 隱含印象.

index See 搜尋索引.

索引欄位 包含在CloudSearch (p. 922)網域索引中的名稱 — 值配對。索引欄位可以包含文字
或數字資料、日期或位置。

索引選項 這個組態設定會定義 CloudSearch (p. 922) 網域的索引欄位、如何將文件資料對應
到這些索引欄位，以及如何使用索引欄位。

內嵌政策 內嵌於單一身 (p. 937)政策 (p. 950)分與存取權管理 (或)群組 (p. 936) 中的 
IAM使用者 (p. 967)角色 (p. 955)。

就地部署 CodeDeploy：一種部署方法，其中停止部署群組中每個執行個體上的應用程式、安
裝最新的應用程式修訂版本，以及啟動和驗證應用程式的新版本。您可以選擇使用負
載平衡器，讓每個執行個體在其部署期間中取消註冊，然後於部署完成後回復服務。

輸入資料 Amazon Machine Learning：您提供給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的觀察結果，以
訓練和評估機器學習模型並產生預測。

Amazon Inspector Amazon Inspector 是一種自動化的安全評定服務，可協助您提升上部署的應用程式
的安全性和合規性AWS。Amazon Inspector 會自動評估應用程式是否存在漏洞或與
最佳實務偏差。執行評估後，Amazon Inspector 會產生詳細的報告，其中包含修復
的優先順序步驟。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nspector.

執行個體 在中做為虛擬伺服器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執行的副本AWS 雲
端。

執行個體系列 使用儲存或 CPU 容量的一般 執行個體類型 (p. 938) 分組。

執行個體群組 Hadoop (p. 936)叢集包含一個主要執行個體群組主節點 (p. 944)，其中包含一個
或多個核心執行個體群組，以核心節點 (p. 925)及一個選用的任務節點 (p. 964)執
行個體群組 (可包含任意數量的工作節點)。

執行個體描述檔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在啟動時將 IAM (p. 937)角色 (p. 955) 資
訊傳遞給的容器。

執行個體存放區 實際連接至主機電腦的磁碟儲存體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因此具
有與執行個體相同的使用壽命。當執行個體終止後，就會失去執行個體存放區中的任
何資料。

執行個體存放區後端 AMI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其執行個體 (p. 938)使用執行個體存放
區 (p. 938)磁碟區 (p. 968)做為根裝置的類型。請將此值與從 Amazon EBS 支援 
AMI 啟動的執行個體相對而言 (p. 930)，該執行個體使用 Amazon EBS 磁碟區做為
根設備。

執行個體類型 定義執行個體 (p. 938)記憶體、CPU、儲存容量和用量成本的規格。有些執行個體
類型適用於標準應用程式，而其他執行個體類型則用於耗用大量 CPU 的記憶體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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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資料集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用於從使用者與項目之間的互動 (稱為事件) 收集的
歷史和即時資料的容器。互動資料可以包括曝光數據和上下文元數據。
See Also dataset, 事件, 印象資料, 前後繼資料.

網際網路閘道 將網路連接到網際網路。您可以將 Amazon VPC (p. 968) 外部 IP 位址的流量路由
到網際網路閘道。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提供訂閱者存取網際網路的公司。許多 ISP 也是信箱提供者 (p. 943)。信箱提供者
即使僅提供信箱服務，有時也會稱為 ISP。

內部函數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中的特殊動作，會將值指派給到了執行時間才能使用
的屬性。這些函數依照 Fn::Attribute 格式，例如 Fn::GetAtt。內建函數的引數可
以是參數、虛擬參數或其他內部函數的輸出。

AWS IoT 1-Click AWS IoT 1-Click是簡單設備可以用來啟動AWS Lambda功能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1-click.

AWS IoT Analytics AWS IoT Analytics是一項完全受控的服務，用於對大量 IoT 資料執行精密分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analytics.

AWS IoT Core AWS IoT Core是一個託管雲平台，可讓連接的設備輕鬆安全地與雲應用程序和其他
設備進行交互。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

AWS IoT Device Defender AWS IoT Device Defender是一項AWS IoT 安全服務，可用於稽核裝置組態、監控連
網裝置以偵測異常行為，並且防範安全風險。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device-defender.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是一項用於大規模安全地上線、組織、監控和遠端管
理 IoT 裝置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device-management.

AWS IoT Events AWS IoT Events是一項完全受控的AWS IoT 服務，可用來偵測和回應來自 IoT 感應
器和應用程式的事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events.

AWS IoT FleetWise AWS IoT FleetWise是一種服務，可用來大規模地收集、轉換和傳輸車輛資料至雲
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fleetwise.

AWS IoT Greengrass AWS IoT Greengrass是一種軟件，您可以用來以安全的方式為連接的設備運行本地
計算，消息傳遞，數據緩存，同步和 ML 推論功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reengrass.

AWSIoT RoboRunner AWSIoT RoboRunner 是一種解決方案，可為整合機器人與工作管理系統和建立機器
人車隊管理應用程式提供基礎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oborunner.

AWS IoT SiteWise AWS IoT SiteWise是一種受管服務，可用來大規模地蒐集、組織和分析工業設備中
的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sitewise.

AWS IoT Things Graph AWS IoT Things Graph是一種服務，可用來以視覺化方式連接不同的裝置和 Web 服
務，以建立 IoT 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ot-things-graph.

IP 地址 網路裝置用來透過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與其他裝置相互通訊的數字地址 (例如 
192.0.2.44)。每個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IP 位址都會在啟動時指
派兩個 IP 位址，這些 IP 位址透過網路位址轉譯 (NAT (p. 947)) 直接對應到彼此：
一個私有 IP 位址 (RFC 1918 之後) 和一個公用 IP 位址。在 VPC (p. 968) 中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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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個體，只會指派一個私有 IP 地址。在預設 VPC 中啟動的執行個體，會指派私
有 IP 地址和公有 IP 地址兩者。

IP 符合條件 AWS WAF (p. 968)：指定 Web 請求原始 IP 地址或 IP 地址範圍的屬性。根據
指定的 IP 位址，您可以設定為AWS WAF允許或封鎖對AWS資源 (p. 955) (例如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分發) 的 Web 請求。

AWS IQ AWSIQ 是一種雲端服務，AWS客戶可用來尋找、參與AWS認證的協力廠商專家並支
付隨需專案工作費用。
See Also ???TITLE???.

ISP See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發行者 編寫 政策 (p. 950) 以對 資源 (p. 955) 授予許可的人員。發行者 (根據定義) 永遠
是資源擁有者。 AWS不允許 Amazon SQS (p. 962) 使用者為不是自己所擁有的資
源建立政策。如果 John 是資源擁有者，AWS 負責在 John 提交他所撰寫的政策以授
予該資源的許可時，驗證他的身分。

item 在所有其他項目中唯一識別的一組屬性。DynamoDB (p. 929) 中的項目與其他資料
庫系統中的資料列、記錄或元組有許多相似之處。

項目探索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Amazon Personalize 用來測試不同項目建議的程
序，包括對沒有互動資料或很少互動資料的新項目建議的建議，以及了解使用者如
何回應。您可以在促銷活動層級為使用者個人化配方建立的解決方案版本設定項目探
索。
See Also 建議, 行銷活動, 方案版本, 用戶個性化配方.

項目資料集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用於項目相關中繼資料的容器，例如價格、類型或
可用性。
See Also dataset.

item-to-item 相似之處（模擬人
生）食譜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RELAITED_ITEMS 方案，會使用互動資料集中的資
料，針對類似於指定項目的項目提出建議。SIMS 配方會根據使用者與物品互動的方
式來計算相似性，而非符合項目中繼資料 (例如價格或年齡)。
See Also recipe, RELATED_ITEMS 配方, 互動資料集.

J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任務流程 Amazon EMR (p. 932)：一個或多個步驟 (p. 962)，用於指定要對資料執行的所
有功能。

任務 ID 五個字元的英數字串，可唯一識別貨件中的Import/Export (p. 938)儲存裝置。 AWS
發出作業 ID 以回應CREATE JOB電子郵件命令。

任務字首 一種選用字串，可以新增到 Import/Export (p. 938) 日誌檔案名稱的開頭，防止與同
名物件產生衝突。
See Also 索引鍵字首.

JSON JavaScript 物件標記法。輕量型資料交換格式。如需 JSON 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 
www.json.org/。

垃圾郵件資料夾 各種篩選器判斷其值較低的電子郵件訊息會被收集的位置，以便收集這些訊息不會送
達收件匣，但仍可供收件者存取。收件人 (p. 953)這也稱為 垃圾郵件 (p. 961) 或
大量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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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mazon Kendra Amazon Kendra 是由機器學習 (ML) 提供支援的搜尋服務，開發人員可以使用該搜尋
功能將搜尋功能新增至其應用程式，以便最終使用者可以探索存放在公司各處散佈的
大量內容中的資訊。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endra/.

key 識別AWS 帳戶 (p. 915)或AWS (例使用者 (p. 967)如AWS私密存取金
鑰 (p. 959)) 的認證。

Amazon S3 (p. 956), Amazon EMR (p. 932)：bucket (p. 920) 中物件的
唯一識別符。儲存貯體中的每個物件只能有一個索引鍵。因為儲存貯體和金鑰
會一起識別每個物件，因此您可以將 Amazon S3 視為儲存貯體 + 金鑰與物件
本身之間的基本資料對應。您可以透過 Web 服務端點、儲存貯體名稱和金鑰
的組合來唯一地處理 Amazon S3 中的每個物件，如下列範例所示：http://
doc.s3.amazonaws.com/2006-03-01/AmazonS3.wsdl，其中doc是儲存貯體
的名稱，而且2006-03-01/AmazonS3.wsdl是金鑰。

Import/Export (p. 938)：Amazon S3 中的對象的名稱。這是 Unicode 字符序
列，其 UTF-8 編碼不能超過 1024 個字節。如果索引鍵 (例如，logPrefix 元 + 
匯入記錄作業) 長度超過 1024 個位元組，就會Elastic Beanstalk (p. 931)傳回
錯InvalidManifestField誤。

IAM (p. 937)：在一個特定的特性政策 (p. 950)，是限制訪問的基礎（例如當前時
間或請求者的 IP 地址）。

標記資源：一般 標籤 (p. 964) 標籤，作用就像針對更多特定標籤值的一種類別。
例如，您可能擁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有擁有者的標籤鍵和 Jan 的
標籤值。 您最多可以AWS資源 (p. 955)使用 10 個鍵值配對來標記。並不是所有 
AWS 資源都會加上標籤。

金鑰對 您以電子方式證明自己身分所使用的一組安全登入資料。金鑰對包含私有金鑰和公有
金鑰。

索引鍵字首 字元字串，物件索引鍵名稱的子集 (從第一個字元開始)。字首可以是任意長度，最多
可達到物件索引鍵名稱的最大長度 (1,024 個位元組) 為準。

Amazon Keyspaces Amazon Keyspaces (適用於 Apache Cassandra) 是一種可擴展、高可用性且受管的 
Apache Cassandra 相容資料庫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eyspaces/.

千字節 (KiB) kilo 二進位元組的縮寫版，kibibyte 是 2 的 10 次方 (2^10) 或 1,024 位元組。kilobyte 
(KB) 為 10 的 3 次方 (10^3) 或 1,000 位元組。1,024 KiB 是 （兆位元組）(MiB 
組) (p. 945)。

Kinesis Amazon Kinesis 是一個用於流式傳輸數據的平台AWS。Kinesis 提供的服務可簡化
串流資料的載入和分析作業。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inesis/.

Kinesis Data Firehose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是一項全受管服務，可將串流資料載入
AWS。Kinesis Data Firehose 可以擷取串流資料並自動將其載入Amazon Redshift
 (p. 954)，Amazon S3 (p. 956)並透過現有的商業智慧工具和儀表板啟用近乎即
時的分析。Kinesis Data Firehose 會自動擴充以符合您資料的輸送量，而且不需要持
續的管理。此外還能先將資料批次處理、壓縮、加密後才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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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inesis/firehose/.

Kinesis Data Streams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是一種網路服務，可用來建置自訂應用程式，以處理
或分析串流資料以滿足特殊需求。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每小時可以持續擷
取和存放數十萬個來源的 TB 級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inesis/streams/.

AWS KMS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是一種受管服務，可簡化用於加密資料的加密金鑰之
建立與控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kms.

KMS 金鑰 中的主要資源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一般而言，KMS 金鑰會完全在 KMS 
中建立、使用和刪除。KMS 支援對稱和非對稱 KMS 金鑰，進行加密和簽署。KMS 
金鑰可由客戶管理、AWS管理或AWS擁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開發人員指南》https://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 
developerguide/concepts.html#kms_keys中的 AWS KMS keys。

L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標記資料 在機器學習中，已知目標或「正確」答案的資料。

Lake Formation AWS Lake Formation是一種受管服務，可讓您輕鬆地設定、保護和管理資料
湖。Lake Formation 可協助您探索資料來源，然後編目、清理和轉換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ake-formation.

Lambda AWS Lambda是一種 Web 服務，可用來執行程式碼，而無需佈建或管理伺服器。您
可以為幾乎任何類型的應用程式或後端服務執行程式碼，無需任何管理。您可以將自
己的程式碼設成可以從其他程式碼自動啟動，AWS 服務或從任何 Web 或行動應用程
式直接呼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ambda/.

啟動組態 用於在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活動中建立新 EC2 執行 (p. 930)個體
的一組描述性參數。

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 用來啟動新 EC2 執行個體的範本。啟動設定包
含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 ID、執行個體類型、金鑰配對、安全群
組 (p. 959)和區塊裝置對應等資訊，以及其他組態設定。

啟動許可 讓使用者能夠啟動 AMI 的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 屬性。

Launch Wizard AWS Launch Wizard是一種雲端解決方案，提供 Microsoft SQL Server 永遠開啟和 
HANA SAP 系統，而不需要手動識別和佈建個別AWS資源。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aunchwizard.

Amazon Lex Amazon Lex 是全受管人工智慧 (AI) 服務，具有進階自然語言模型，可在應用程式中
設計、建置、測試和部署交談式界面。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ex/.

lifecycle 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 中所包含的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生命週期狀態。EC2 執行個體在其生命週期內進行多個狀態；其中包括擱置
中InService、終止和已終止。

生命週期動作 可由 Auto Scaling 暫停的動作，例如啟動或終止 EC2 執行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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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關聯 啟動或終止 EC2 執行個體後暫停 Auto Scaling 的功能，以便您可以在執行個體未運
作時執行自訂動作。

Lightsail Amazon Lightsail 是一種用於啟動和管理虛擬私有伺服器的服務AWS。Lightsail 提供
捆綁計劃，其中包括部署虛擬私有服務器所需的一切，每月低費率。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ightsail/.

負載平衡器 結合一組連接埠的 DNS 名稱，這個結合會共同為所有針對您應用程式發出的請求。
負載平衡器可將區域 (p. 954)的流量，分散到其中各個 可用區域 (p. 919) 間的
多個應用程式執行個體。負載平衡器可以跨越啟動 Amazon EC2 (p. 930) 執行個
AWS 區域體的多個可用區域。但是負載平衡器無法跨越多個區域。

本機次要索引 索引，當中所含分割區索引鍵與表格所含者相同，但是排序索引鍵不同。本機次要索
引所說的「本機」，是指當中的每個分割區都會列入具備相同分割區索引鍵值之表格
分割區的範圍。
See Also 本機次要索引.

Amazon Location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是一項全受管服務，可讓開發人員輕鬆將位置功能 (例如
地圖、興趣點、地理編碼、路由、追蹤和地理圍欄) 新增至應用程式，而不會犧牲資
料安全性、使用者隱私權、資料品質或成本。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ocation/.

邏輯名稱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內區分大小寫的唯一字串，可識別 資
源 (p. 955)、對應 (p. 944)、參數或輸出。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每
個參數、資源 (p. 955)、屬性、映射和輸出，都必須以唯一邏輯名稱來宣告。您可
以透過 Ref 函數，在取消這些項目的參考時使用該邏輯名稱。

Lookout for Equipment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Devices 是一種機器學習服務，它使用安裝在工廠設
備上的感應器中的資料來偵測異常行為，讓您可以在發生機器故障之前採取行動。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ookout-for-equipment/.

Lookout for Metrics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 是一種機器學習 (ML) 服務，可自動偵測和診斷業務和
營運資料中的異常情況，例如突然下降銷售收入或客戶獲取率。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ookout-for-metrics.

Lookout for Vision 亞馬遜 Lookout for Vision 是一種機器學習服務，使用電腦視覺（CV）來查找工業產
品中的缺陷。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可以識別工業產品中遺失的元件、車輛或
結構的損壞、生產線上的不規則，甚至是矽晶圓中的微小缺陷，或任何其他品質至關
重要的實體物品。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lookout-for-vision/.

Lumberyard See O3DE.

 M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Macie Amazon Macie 是一種安全服務，使用機器學習自動探索、分類和保護中的敏感資料
AWS。
See Also http://aws.amazon.com/macie/.

郵件傳輸代理 (MTA) 使用用戶端和伺服器架構在電腦間傳輸電子郵件訊息的軟體。

信箱供應商 提供電子郵件信箱託管服務的組織。信箱提供者有時候稱為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 (p. 939)，即使他們只提供信箱服務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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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模擬器 一組電子郵件地址，可用來測試以 Amazon SES (p. 960) 為基礎的電子郵件傳送應
用程式，而無需將訊息傳送給實際收件者。每個電子郵件地址都代表特定案例 (例如
退信或投訴)，並產生特定於該案例的典型回應。

主路由表 任何新 Amazon VPC (p. 968) 子網 (p. 963) 用於路由的預設 路由表 (p. 956)。
您可以使用自選不同的路由表來與子網路建立關聯。您也可以變更哪個路由表是主路
由表。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service 是用於大型主機應用程式的遷移、現代化、
執行和操作的雲端原生平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ainframe-modernization.

Managed Blockchai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是一種全受管服務，可使用熱門的開放原始碼架構建
立和管理可擴展的區塊鏈網路。
See Also http://aws.amazon.com/managed-blockchain/.

Amazon Managed Grafana Amazon Managed Grafana 是全受管且安全的資料視覺化服務，可讓您立即查詢、
關聯並視覺化多個資料來源的操作指標、日誌和追蹤。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rafana/.

AWS受管理金鑰 一種類型的 KMS 金鑰AWS KMS (p. 942)。

受管政策 可連接至 IAM (p. 937)政策 (p. 950) 中多個使用者 (p. 967)、群
組 (p. 936)和角色 (p. 955)的獨立 IAM帳戶 (p. 915)。受管理策略可以是AWS管
理策略（由創建和管理AWS）或客戶管理策略（您在中創建和管理AWS 帳戶）。

AWS 受管政策 由建立和管理的 IAM (p. 937)受管政策 (p. 944)AWS。

Amazon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

適用於 Prometheus 的 Amazon 受管服務是一項為您的容器提供高可用性、安全且受
管監控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rometheus/.

AWS Management Console AWS Management Console是用來管理運算、儲存和其他雲端資源 (p. 955)的圖形
介面。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onsole.

管理入口網 AWS Management Portal for vCenter這是一項網路服務，可讓您使用 VMware 
vCenter 管理您的AWS資源 (p. 955)。您會在現有的 vCenter 環境內將入口網站安
裝成 vCenter 外掛程式。安裝完成後，您可以將 VMware 虛擬機器遷移到 Amazon 
EC2 (p. 930)，並從 vCenter 內管理AWS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2/vcenter-portal/.

資訊清單 在傳送建立工作請求以進行匯入或匯出操作時，您會在文字檔案中描述工作，此文字
檔案即稱為資訊清單。資訊清單檔案是 YAML 格式的檔案，會指定如何在儲存裝置
與AWS 雲端.

資訊清單檔案 Amazon Machine Learning：用於描述批次預測的檔案。資訊清單檔案會讓每個輸入
資料，與其相關聯的批次預測結果建立關係。它存放在 Amazon S3 輸出位置。

對應 將條件式參數值新增到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的方式。您會在範本選用的
「Mappings」(對應) 區段指定對應，並使用 FN::FindInMap 函數擷取所需的值。

標記 See 分頁符記.

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是一個門戶網站，合格的合作夥伴在其中向AWS客戶銷售他們的
軟件並銷售 AWS Marketplace 是一個在線軟件商店，可幫助客戶查找，購買並立即
開始使用運行的軟件和服務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artners/aws-marketplace/.

主節點 在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 上執行的程序，可追蹤其核心與任務節
點完成的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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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價 啟動一個或多個 Spot 執行 (p. 962)個體所支付的最高價格。如果最高價格超過了目
前的最高價格，Spot 價格 (p. 962)並且符合您的限制，Amazon EC2 (p. 930) 會
代您啟動執行個體。

最高傳送速率 使用 Amazon SES (p. 960) 每秒可傳送的電子郵件訊息數目上限。

平均互惠排名在 25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評估模型排名最高建議之相關性的評估量
度。Amazon Personalize 會根據所有建議請求的前 25 個建議排名最相關的建議時，
使用模型的平均準確度來計算此指標。
See Also 指標, 建議.

（兆位元組）(MiB 組) 巨型二進制字節的收縮。一個兆字節（MIB）是 2 ^ 20 或 1,048,576 個字
節。megabyte (MB) 是 10 的 6 次方 (10^6) 或 1,000,000 位元組。1,024 MiB 是
Gibibyte (GiB) (p. 935)。

成員資源 See 資源.

記憶數據庫 Amazon MemoryDB for Redis 是一種與 Redis 相容的耐用記憶體資料庫服務，專為
具有微服務架構的現代應用程式所建置。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emorydb.

訊息 ID Amazon SES (p. 960)：指派給每封傳送的電子郵件訊息的唯一識別碼。

Amazon SQS (p. 962)：將訊息到傳送佇列時傳回的識別符。

中繼資料 有關其他資料或物件的資訊。INAmazon S3 (p. 956) 和中Amazon 
EMR (p. 932)繼資料採用成對的名稱與數值，會說明該物件。其中包括預設中繼資
料，如上次修改日期與標準 HTTP 中繼資料 (例如 Content-Type)。使用者也可以在
存放物件時指定自訂中繼資料。中Amazon EC2 (p. 930)繼資料中包含執行個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體可擷取的相關資料，以判斷其本身的相關資
料，例如執行個體類型或 IP 位址。

指標 時間序列資料的元素，由一個 命名空間 (p. 947)、一個指標名稱，以及
零到十個維度之間的唯一組合來定義。從其中衍生的指標和統計資料就是
CloudWatch (p. 922) 的基礎。

指標名稱 量度的主要識別碼，與命名空間 (p. 947)和選用維度搭配使用。

指標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訓練模型時，Amazon Personalize 產生的評估資
料。您可以使用指標來評估模型的效能、檢視修改解決方案組態的效果，以及比較使
用相同訓練資料但使用不同方法建立的解決方案之間的結果。
See Also 解決方案, recipe.

MFA See 多重要素驗證 (MFA).

微型執行個體 如果您偶爾會出現高 CPU 活動的爆發，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那
麼使用起來更經濟的一種類型。

AWS Microservice Extractor 
for .NET

AWS Microservice Extractor for .NET是一種輔助現代化工具，有助於減少將內部部
署AWS 雲端或內部部署執行的大型整合式應用程式分解為更小的獨立服務所需的時
間和精力。這些服務可以獨立運營和管理。

Migration Hub AWS Migration Hub是一項服務，可提供單一位置來追蹤跨多個AWS工具和合作夥伴
解決方案的遷移任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igration-hub/.

MIME See 多用途網際網路郵件延伸 (MIME).

Amazon ML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是一種雲端服務，可透過在資料中尋找模式來建立機器學
習 (ML) 模型，並使用這些模型處理新資料並產生預測。
See Also http://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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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 (ML) 模型 在機器學習 (ML) 中，這是一種數學模型，可透過尋找資料中的模式來產生預
測。Amazon Machine Learning 支援三種類型的 ML 模型：二進位分類、多類別分類
和回歸。也稱為預測模型。
See Also 二元分類模型, 多類別分類模型, 回歸模型.

Mobile Analytics Amazon Mobile Analytics 是一種大規模收集、視覺化、瞭解和擷取行動應用程式使
用情況資料的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obileanalytics.

Mobile Hub See Amplify.

AWS 行動 SDK See Amplify.

Mobile SDK for Android See Amplify Android.

iOS Mobile SDK for iOS See iOS Amplify iOS.

Mobile SDK for Unity 適用於統一的AWS行動 SDK 包含在AWS SDK for .NET (p. 957).

Mobile SDK for Xamarin Xamarin 的AWS行動 SDK 包含在AWS SDK for .NET (p. 957).

Amazon Monitron Amazon Monitron 是一種使用機器學習 (ML) 偵測工業機械異常行為的 end-to-end 系
統。使用 Amazon Monitron 實作預測性維護並減少意外停機時間。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onitron/.

Amazon MQ Amazon MQ 是一種適用於 Apache ActiveMQ 的受管訊息代理程式服務，可用於在
雲端中設定和操作訊息代理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mazon-mq/.

MTA See 郵件傳輸代理 (MTA).

Multi-AZ deployment (異地同
步備份部署)

主要 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在不同可用區域 (p. 919)內具有同步待命複本。
主資料庫執行個體會在待命複本的可用區域間進行同步複製。

多類別分類模型 一種機器學習模型，其預測的值屬於一組有限、預先定義的允許值。例如，「這個產
品是書籍、電影還是衣物？」

多重要素驗證 (MFA) 選用的AWS 帳戶 (p. 915)安全性功能。啟用AWS MFA 之後，每當您存取安全網頁
或安全AWS網頁時，除了登入認證之外，您還必須提供六位數的單次使用代碼AWS 
Management Console (p. 944)。您會從自己實際擁有的身分驗證裝置中，取得這
個單次使用的程式碼。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fa/.

分段上傳 您可使用將單一物件以一組物件進行上傳的功能。

多用途網際網路郵件延伸 
(MIME)

擴充電子郵件通訊協定以包含非 ASCII 文字和非文字元素 (例如附件) 的網際網路標
準。

Multitool 提供簡單命令列介面以管理大型資料集的串聯應用程式。

多值屬性 具有多個值的屬性。

亞馬遜分公司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for Apache Airflow 是一項適用於 Apache Airflow 的受
管協同運作服務，可協助您在雲端中大規模設定和操作 end-to-end 資料管道。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managed-workflows-for-apache-氣流.

N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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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命名空間 一種摘要容器，可為所持有的項目 (名稱或技術術語或字詞) 提供環境定義，並讓消
除歧義的同形同音異義詞項目處於不同的命名空間。

NAT 網路位址轉譯。當資料封包在流量路由裝置間傳輸時，將一或多個 IP 地址對應至另
一地址的策略。這常用於在允許傳出流量時，限制私有執行個體的網際網路通訊。
See Also 網路位址轉譯和通訊協定轉譯, NAT 閘道, NAT 執行個體.

NAT 閘道 由AWS管理的NAT (p. 947)裝置，以私人方式執行網路位址轉譯子網 (p. 963)，
以保護輸入網際網路流量的安全。NAT 閘道會使用 NAT 和連接埠位址轉譯兩者。
See Also NAT 執行個體.

NAT 執行個體 由使用者設定的 NAT (p. 947) 裝置，會在 Amazon VPC (p. 968) 公有子
網 (p. 963)中執行網路位址轉譯，以保護傳入網際網路流量。
See Also NAT 閘道.

Neptune Amazon Neptune 是受管的圖形資料庫服務，可用於建置和執行使用高度連線資料集
的應用程式。Neptune 支持流行的圖形查詢語言 Apache TinkerPop Grimlin 和 W3C 
的 SPARQL，使您能夠構建有效導航高度連接數據集的查詢。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neptune/.

網路 ACL 選用的安全層，作用就像防火牆一樣可控制 子網 (p. 963) 的傳入和傳出流量。您可
以將多個子網路與單一網路 ACL (p. 915) 建立關聯，但子網路一次只能與一個網路 
ACL 建立關聯。

網路位址轉譯和通訊協定轉譯 (NAT (p. 947)-PT) RFC 2766 中定義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標準。
See Also NAT 執行個體, NAT 閘道.

Network Firewall AWS Network Firewall這是一項受管服務，可為所有 Amazon 虛擬私有雲端 
(Amazon VPC) 部署基本網路保護。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network-firewall.

n-gram 處理器 執行 n-gram 轉換的處理器。
See Also n-gram 轉換.

n-gram 轉換 Amazon Machine Learning：有助於文字字串分析的轉型。n-gram 轉換會將文字變
數當做輸入和輸出字串，方法是滑動 n 字大小視窗，其中 n 是由使用者經由文字來
指定，然後輸出 n 大小字詞的每個字串，全部都是較小的大小。例如，將 n-gram 轉
換指定為視窗大小 = 2，就會傳回所有兩個字的組合和所有單詞。

NICE 桌面雲端視覺化 一項遠端視覺化技術，能夠將使用者安全連接到遠端高效能伺服器託管的大量圖形 
3D 應用程式。

Nimble Studio Amazon Nimble Studio 是專為創意工作室提供的受管AWS雲端服務，可製作視覺效
果、動畫和互動式內容，從故事板到最終交付項目。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nimble-studio/.

節點 OpenSearch 服務 (p. 948)： OpenSearch 執行個體。節點可以是資料執行個體或
專用主執行個體。
See Also 專用主節點.

NoEcho CloudFormation (p. 922) 參數的屬性，可以避免以其他方式預設報告範本參數的名
稱和值。宣告 NoEcho 屬性會造成報告中的參數值接受 cfn-describe-stacks 命
令而以星號遮蔽。

標準化折現累積增益
（NCDG）為 K（5/10/25）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評估量度，告訴您模型排名高度建議的相關性，其
中 K 是 5、10 或 25 個建議的樣本大小。Amazon Personalize 會根據建議在排名清
單中的位置為建議指派權重來計算此項目，其中每個建議會依據其位置而定的因子對

版本 1.0
947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每個建議進行折扣 (給定較低的權重)。K 處的標準化折現累積增益假設清單中較低的
建議與清單上較高的建議相關性較低。
See Also 指標, 建議.

NoSQL 非關聯式資料庫系統具高度可用性、可擴展性，而且經過高效能的最佳化。NoSQL 
資料庫 (例如DynamoDB (p. 929)) 不使用關聯式模型來管理資料，例如索引鍵/值對
或文件儲存。

零物件 空對象是其版本 ID 為空的對象。 Amazon S3 (p. 956)將空對象添加到該存儲桶暫
停的bucket (p. 920)時versioning (p. 967)間。值區中的每個索引鍵可能只有一個
空物件。

通過次數 允許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使用相同資料記錄來訓練機器學習模型的次數。

O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O3DE 開放式 3D 引擎 (Amazon Lumberyard 的繼任者) 是用來建立遊戲和模擬的開放原始
碼 3D 開發引擎。O3DE 在 Apache 2.0 下獲得許可，並由包括亞馬遜在內的貢獻者
社區進行維護。
See Also https://www.o3de.org/, https://aws.amazon.com/lumberyard/, https://
docs.aws.amazon.com/lumberyard/.

物件 Amazon S3 (p. 956)：存放在 Amazon S3 中的基本實體類型。物件是由物件資料
與中繼資料構成。資料部分對 Amazon S3 而言不透明。

CloudFront (p. 922)：可以透過 HTTP 或 RTMP 版本服務的任何實體。

觀察 Amazon Machine Learning：Amazon 機器學習 (Amazon ML) 用來訓練機器學習模
型如何預測或產生預測的單一資料執行個體。Amazon ML 輸入資料檔案中的每一列
都是一個觀察結果。

隨需執行個體 Amazon EC2 (p. 930) 定價選項，可按小時或秒計算容量收費 (最少 60 秒)，無需
長期合約。

開放式 3D 引擎 See O3DE.

OpenSearch 服務 Amazon Ser OpenSearch vice 是一種AWS受管服務，用於在AWS 雲端. 
OpenSearch 亞馬遜 OpenSearch 服OpenSearch 務（服務）還提供安全選項，高可
用性，數據耐久性和直接訪問 OpenSearch API。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search-service.

operation 一種 API 函數。也稱為動作。

OpsWorks AWS OpsWorks是一項組態管理服務，可協助您使用 Chef 來設定和操作執行個體和
應用程式群組。您可以定義應用程式的架構和每個元件的規格，包括套件安裝、軟體
組態和儲存等資源 (p. 955)。您可以根據時間、負載或生命週期事件自動化工作。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opsworks/.

樂觀鎖定 一種更新項目的策略，確保在執行更新之前，欲更新的項目尚未遭到他人修改。對
於DynamoDB (p. 929)，AWSSDK 提供了樂觀的鎖定支持。

機構 組織 (p. 949)：您建立來合併和管理的實體AWS 帳戶。組織具有一個管理帳戶，以
及零個或多個成員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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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單位 組織 (p. 949)：組織的 根 (p. 956) 內的帳戶容器。組織單位 (OU) 可以包含其他 
OU。

組織 AWS Organizations是一種帳戶管理服務，可用於AWS 帳戶將多個整合到您所建立
和集中管理的組織中。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

原始存取身分 也稱為 OAI。使用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以Amazon 
S3 (p. 956)bucket (p. 920)作為來源提供內容時，您用來要求使用者透過 
CloudFront URL 而不是 Amazon S3 URL 存取您的內容的虛擬身分。通常與 
CloudFront 私有內容 (p. 951).

原始伺服器 Amazon S3 (p. 956) bucket (p. 920) 或自訂原始伺服器，其中包含透過
CloudFront (p. 922) 交付內容的最終原始版本。

原始環境 CodeDeploy 藍/綠部署開始時，部署群組中的執行個體。

OSB 轉換 正交稀疏二元轉換。在機器學習中，有助於文本字符串分析的轉換，這是 n 克轉換的
替代方案。OSB 轉換的產生來自於，滑動文字中 n 字大小的視窗，然後輸出每對字
詞，其中包含視窗中的第一個字。
See Also n-gram 轉換.

OU See 組織單位.

Outposts AWS Outposts是一項全受管服務，AWS可將AWS基礎設施、服務、API 和工具延伸
到內部部署資料中心和節點。AWS Outposts適用於需要低延遲存取內部部署系統、
本機資料處理、資料存放區和應用程式移轉的工作負載和裝置，並具有本機系統相互
依存性。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outposts.

輸出位置 Amazon Machine Learning：儲存批次預測結果的 Amazon S3 位置。

P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分頁 以小型個別部分傳回大型記錄清單，來回應 API 請求的過程。下列就是可能會發生分
頁的情況：

• 用戶端將傳回記錄上限設成低於記錄總數的值。
• 該服務的返回記錄的默認最大數量低於記錄總數。

當 API 回應經過分頁處理後，服務就會傳送大型記錄清單的子集，以及表示有更多記
錄可用的分頁符記。用戶端會在後續 API 請求中包含此分頁符記，而服務會以下一個
記錄子集提供回應。這個做法會一直持續，直到服務以記錄子集提供回應，而且已無
分頁符記為止；這表示所有記錄皆已傳送。

分頁符記 表示 API 回應包含較大記錄清單子集的標記。用戶端可以在後續用來擷取下一個記錄
子集的 API 請求中傳回此標記，直到服務以記錄子集提供回應，而且已無分頁符記為
止；這表示所有記錄皆已傳送。
See Also 分頁.

已支付 AMI 您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在上銷售給其他 Amazon EC2 (p. 930)
用戶的產品AWS Marketplace (p.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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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Panorama AWS Panorama是機器學習 (ML) 設備和軟體開發套件 (SDK)，組織可以使用該套件
將電腦視覺 (CV) 帶到內部部署攝影機，以便在本機進行預測。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anorama.

AWS ParallelCluster AWS ParallelCluster是AWS支援的開放原始碼叢集管理工具，可協助您部署和管理
AWS 雲端.

全虛擬化 See PV 虛擬化.

部分 在分段上傳請求中，物件資料的連續部分。

分割區索引鍵 簡易的主索引鍵，由一個屬性 (也稱為雜湊屬性) 組成。
See Also 主索引鑰, 排序索引鍵.

PAT 連接埠位址轉譯。

百位元組 (PIB) peta 二進位元組的縮寫版，pebibyte 是 2 的 50 次方 (2^50) 或 
1,125,899,906,842,624 位元組。petabyte (PB) 是 10 的 15 次方 (10^15) 或 
1,000,000,000,000,000 位元組。1,024 PiB 是 單位字節 (EiB) (p. 933)。

期間 See 抽樣週期.

許可 政策 (p. 950) 內的陳述式，可允許或拒絕存取特定 資源 (p. 955)。您可以通過
以下方式聲明任何權限：「A 有權執行 B 到 C。」 例如，簡（A）有權讀取約翰的
Amazon SQS (p. 962) 隊列（C）中的消息（B）。每當 Jane 向 Amazon SQS 傳
送請求以使用 John 的佇列時，服務都會檢查她是否有權限。並進一步確認請求是否
符合 John 在許可中設定的條件。

持久性儲存 一種數據存儲解決方案，其中數據保持不變，直到它被刪除。其中的選
項AWS (p. 916)包括：Amazon S3 (p. 956)、亞馬遜 RDS (p. 953) 和其他服
務。DynamoDB (p. 929)

Amazon Personalize Amazon Personalize 是一種人工智慧服務，用於建立個人化的產品和內容建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ersonalize/.

PERSONALIZED_RANKING 
配方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根據用戶的預測興趣，按排名順序提供物品推薦的
食譜。
See Also recipe, 建議, 個性化排名食譜, 普及計數配方.

個性化排名食譜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一種 PERSONALIZED_RIGNER 配方，根據特定
用戶的預測興趣等級對您提供的項目集合進行排名。使用個人化排名方案，建立針對
特定使用者個人化的精選料號清單或訂購的搜尋結果。
See Also recipe, PERSONALIZED_RANKING 配方.

實體名稱 在建立 堆疊 (p. 962) 時，CloudFormation (p. 922) 指派給 資源 (p. 955) 的唯一
標籤。有些 AWS CloudFormation 命令接受實體名稱做為具有 --physical-name
參數的值。

Amazon Pinpoint Amazon Pinpoint 是一種多通道通訊服務，可協助組織透過簡訊、電子郵件、行動推
送通知、語音訊息和應用程式內通道，傳送及時的目標內容。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inpoint.

管道 CodePipeline (p. 923)：一種工作流程架構，可定義軟體變更歷經發行程序的方
式。

純文字 未加密 (p. 932)的資訊，而不是 加密文字 (p. 921)。

政策 IAM (p. 937)：定義適用於使用者、群組或角色之許可的文件；權限依次決定
使用者可以在其中執行哪些動作AWS。政策通常允 (p. 916)許存取特定動作，
並且可以選擇授與特定資源 (p. 955) (例如 EC2 執行個體 (p. 930)或Amazon 
S3 (p. 956)儲存貯 (p. 920)體) 允許動作。政策也可以明確拒絕 (p. 928)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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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儲存啟動或終止 Auto Scaling 群組執
行個體所需資訊的物件。執行原則會導致執行個體啟動或終止。您可以設定警
示 (p. 916)為叫用自動調整規模政策。

政策產生器 IAM (p. 937)AWS Management Console (p. 944) 中的一種工具，可政
策 (p. 950)透過從可用選項清單中選取元素來協助您建置。

政策模擬器 IAM (p. 937) 中的工具，AWS Management Console (p. 944)可協助您測試和疑
難排解政策 (p. 950)，以便在實際案例中查看其效果。

政策驗證器 IAM (p. 937) 中的一種工具AWS Management Console (p. 944)，可檢查您現有
的 IAM 存取控制政策 (p. 950)，以確保其符合 IAM 政策文法。

Amazon Polly Amazon Polly 是一種 text-to-speech （TTS）服務，可將文本轉換為聽起來自然的人
類語音。Amazon Polly 透過各種語言提供數十種逼真的聲音，因此您可以建立可在
許多不同國家/地區使用的啟用語音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olly/.

普及計數配方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一個 USER_PERSONALIZE 配方，建議與不重複使
用者互動最多的項目。
See Also recipe, USER_PERSONALIZATION 配方.

.NET 中的移植助理 移植助手為 .NET 是一個兼容性分析器，減少移植微軟 .NET 框架應用程序到開源
的 .NET 核心所需的手動工作量。

在 K 時的精確度 (5/10/25)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評估量度，根據 K (5、10 或 25) 建議的樣本大小，
告訴您模型建議的相關性。Amazon Personalize 會根據前 K 個人化建議中的相關建
議數目 (除以 K) (K 為 5、10 或 25) 計算此量度。
See Also 指標, 建議.

字首 See 任務字首.

付費支援 一個 one-on-one快速回應的支援通道，AWS客戶可以訂閱AWS基礎架構服務的支
援。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

預先簽章的 URL 使用查詢字串身分驗證 (p. 953)的網址。

主索引鑰 可唯一識別 DynamoDB (p. 929) 表格中每個項目的一或兩個屬性，因此沒有兩個
項目的索引鑰是相同的。
See Also 分割區索引鍵, 排序索引鍵.

主要碎片 See 碎片.

委託人 收到政策 (p. 950)中所定義許可的使用者 (p. 967)、服務或帳戶 (p. 915)。委託
人在陳述式「A 有許可對 C 執行 B」是指 A。

AWS Private CA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是一種託管的私有證書頒發機構服務，用於發行和
撤銷私有數字證 (p. 921)書。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e-manager/private-certificate-authority/.

私有內容 使用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以Amazon S3 (p. 956)bucket (p. 920)作為
來源提供內容時，這是一種透過要求使用者使用已簽署 URL 來控制內容存取的方
法。簽署的 URL 可以根據目前的日期和時間、要求來源的 IP 位址或兩者來限制使用
者存取。

私有 IP 地址 網路裝置用來透過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與其他裝置相互通訊的私有數字地址 (例
如 192.0.2.44)。每個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IP 位址都會在啟動
時指派兩個 IP 位址，這些 IP 位址透過網路位址轉譯 (NAT (p. 947)) 直接對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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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一個私人位址 (RFC 1918 之後) 和一個公用位址。例外狀況：在 Amazon 
VPC (p. 968) 中啟動的執行個體只會指派一個私有 IP 地址。

私有子網路 無法從網際網路連線到Amazon VPC (p. 968)子網 (p. 963)的執行個體。

產品代碼 您提交產品AWS時所提供的識別碼AWS Marketplace (p. 944)。

屬性 See 資源屬性.

屬性規則 在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中宣告屬性、對應和輸出值的 JSON (p. 940)相
容標記標準。

佈建 IOPS 提供快速、可預測且一致的 I/O 效能的儲存選項。當您在建立資料庫執行個體時指
定 IOPS 費率時，Amazon RDS (p. 953) 會佈建該資料庫執行個體生命週期內的 
IOPS 費率。

虛擬參數 可在CloudFormation (p. 922)範本中使用的預先定義設定 (例
如AWS:StackName)，而不必宣告它們。您可以在運用一般參數的任何一處使用虛擬
參數。

公用 AMI 一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個所AWS 帳戶 (p. 915)有人都有權啟
動。

公有資料集 大量的公用資訊集合，可無縫整合到應用程式中AWS 雲端。Amazon 免費向社群存
放公開資料集，與其他人類似AWS 服務，使用者只需為自己的應用程式使用的運算
和儲存付費。這些數據集目前包括來自人類基因組計劃，美國人口普查，維基百科和
其他來源的數據。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ublicdatasets.

公有 IP 地址 網路裝置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互相通訊的公用數字位址 (例如 192.0.2.44)。
每個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IP 位址都會在啟動時指派兩個 IP 位
址，這些 IP 位址透過網路位址轉譯 (NAT (p. 947)) 直接對應到彼此：一個私人位
址 (RFC 1918 之後) 和一個公用位址。例外狀況：在 Amazon VPC (p. 968) 中啟動
的執行個體只會指派一個私有 IP 地址。

公有子網路 其執行個體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存取的一種子網 (p. 963)。

PV 虛擬化 半虛擬化可讓來賓 VM 在沒有特殊支援擴充功能的主機系統上執行，以完整硬體和 
CPU 虛擬化。由於 PV 客座端執行的是不使用硬體模擬的經過修改的作業系統，因
此無法提供硬體相關功能，例如增強型網路或 GPU 支援。
See Also HVM 虛擬化.

Q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mazon QLDB Amazon Quantum Ledger 資料庫 (Amazon QLDB) 是一種完全受管分類帳資料庫，
提供集中受信任授權單位所擁有。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qldb.

四分位數分箱轉換 Amazon Machine Learning：接受兩個輸入的程序：一個數值變數和一個稱為 bin 編
號的參數，然後輸出分類變數。四分位數分箱轉換會讓機器學習模型解讀數值變數分
發部分的個別重要性值，藉此探索變數分發中的非線性度。

Query 一種 Web 服務，通常僅使用 GET 或 POST HTTP 方法，以及 URL 中具有參數的查
詢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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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REST.

查詢字串身分驗證 您可以用來將驗證資訊置於 HTTP 要求查詢字串中而非標Authorization頭中的
AWS功能，此功能可提供對bucket (p. 920).

佇列 保留在暫時存放區並等待傳輸或處理的一連串訊息或工作。

佇列 URL 可唯一識別佇列的 Web 地址。

QuickSight Amazon QuickSight 是快速且具雲端支援的商業分析服務，可用於建置視覺化效果、
執行分析和快速從資料獲取商業洞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配額 您的中的資源、動作與項目的最大值AWS 帳戶

R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WS RAM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是一種 Web 服務，AWS客戶可以用來安全地與您
組織內的AWS 帳戶任何人共用AWS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am.

範圍 GET 指定資料位元組下載範圍的請求。如果物件很大，您可以傳送多個範圍 GET 請求，
讓每個請求對 GET 指定一個不同的位元組範圍，藉此將下載項分成較小的單位。

電子郵件原始碼 一種寄送郵件請求，您可以藉此來指定電子郵件標頭以及 MIME 類型。

Amazon RDS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是一種 Web 服務，可以讓雲端中關聯式資料
庫的設定、操作和擴展更加簡單。其能為產業標準的關聯式資料庫提供具成本效益、
可調整大小的容量，並管理常見的資料庫管理任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ds.

僅供讀取複本 Amazon RDS (p. 953)：另一個資料庫執行個體的主動副本。來源資料庫執行個體
上資料的任何更新，都會使用 MySQL 5.1 內建複寫功能，複製到僅供讀取複本資料
庫執行個體。

即時預測 Amazon Machine Learning：針對個別資料觀測同步產生的預測。
See Also 批次預測.

接收控點 Amazon SQS (p. 962)：當您從佇列收到訊息時取得的識別碼。從佇列刪除訊息，
或是在變更訊息可見性逾時的情況下，都必須要有此識別符。

接收器 管理 收件人 (p. 953) 電子郵件交付的網路系統、軟體和政策所組成的實體。

recipe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一種 Amazon Personalize 演算法，已預先設定用來
預測使用者與之互動的項目 (針對 USER_PERSOLIZATION 配方)，或計算與使用者
感興趣的特定項目類似的項目 (適用於 RELAITED_ITEMS 配方)，或根據特定使用者
的預測興趣對您提供的項目集合進行排名 (針對 PERSONALIZED_RANGAL 配方)。
See Also USER_PERSONALIZATION 配方, RELATED_ITEMS 配方,
PERSONALIZED_RANKING 配方.

收件人 Amazon SES (p. 960)：接收電子郵件訊息的個人或實體。例如，訊息「收件人」
欄位中指稱的某人。

建議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Amazon Personalize 化預測用戶與之交互的項目列
表。根據所使用的 Amazon Personalize 化配方，建議可以是項目列表（帶有用戶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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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配方和相關項目配方），也可以是您提供的項目集合的排名（使用個性化 _ 排
名配方）。
See Also recipe, 行銷活動, 方案版本, USER_PERSONALIZATION 配方,
RELATED_ITEMS 配方, PERSONALIZED_RANKING 配方.

Redis 一種快速、開放原始碼、記憶體內的金鑰與值資料結構存放區。Redis 具有一組多元
的記憶體內資料結構，您可以藉此輕鬆建立各式各樣的自訂應用程式。

Amazon Redshift Amazon Redshift 是一種在雲端中完全受管的 PB 級資料倉儲服務。使用 Amazon 
Redshift，您可以使用現有的商業智慧工具來分析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edshift/.

參考 將屬性從一個插入AWS資源 (p. 955)到另一個的方法。例如，您可以將 Amazon 
EC2 (p. 930)安全群組 (p. 959) 屬性插入到亞馬遜 RDS (p. 953) 資源中。

區域 位於同一地理區域的命名AWS資源 (p. 955)集。「區域」至少包含三個可用區
域 (p. 919)。

回歸模型 Amazon Machine Learning：針對常見資料轉換的預先格式化指示，可微調機器學習
模型效能。

回歸模型 一種機器學習模型，可預測數值，例如確切的內部購買價格。

正規化 一種機器學習 (ML) 參數，您可以將其予以調整，以取得更高品質的 ML 模型。正規
化有助於避免 ML 模型不學習如何歸納所見模式，而死記訓練資料範例 (稱為過度擬
合)。訓練資料超載時，ML 模型在訓練資料上執行良好，但不會在評估資料或新資料
上執行良好。

Amazon Rekognition Amazon Rekognition 是一種機器學習服務，可識別影像或視訊檔案中的物件、人
物、文字、場景和活動 (包括不適當的內容)。使用 Amazon Rekognition 自訂標籤，
您可以建立自訂的機器學習模型，以便在影像中偵測特定於您業務的物件和場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ekognition/.

RELATED_ITEMS 配方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推薦與指定物品相似的物品的配方，例如 item-to-
item （SIMS）配方。
See Also recipe, item-to-item 相似之處（模擬人生）食譜.

替換環境 CodeDeploy 藍/綠部署之後部署群組中的執行個體。

複本碎片 See 碎片.

回覆路徑 發送電子郵件回复的電子郵件地址。這有別於傳回路徑 (p. 955)。

具象狀態傳輸 See REST.

評價 1. Amazon SES (p. 960) 指標，根據可能包括退 (p. 920)信、抱怨 (p. 924)和其
他指標的因素而定，關於客戶是否傳送高品質電子郵件。

2. 一種可信度，由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p. 939)或其他實體判斷，他們接收
電子郵件的 IP 地址不是的來源垃圾郵件 (p. 961)。

請求者 傳送要求以AWS執行特定動作的人員 (或應用程式)。AWS收到請求時，它會先評
估請求者的權限，以判斷是否允許請求者執行請求動作 (如果適用，針對請求資
源 (p. 955))。

請求者付款 一種 Amazon S3 (p. 956) 功能，可讓 儲存貯體擁有者 (p. 920) 對請求特殊
bucket (p. 920) 中物件存取權的任何人，指定必須支付資料傳輸和請求費用。

預留 作為相同啟動請求的一部分啟動 EC2 執行 (p. 930)個體集合。這是不要與一個混
淆Reserved Instance (p.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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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Instance EC2 執行 (p. 930)個體的定價選項，可針對符合指定參數的執行個體按
需 (p. 948)使用費折扣。客戶要在執行個體整個期間完成支付，無論使用方法為
何。

預留執行個體市場 此線上交易所會將擁有不再需要之預留容量的賣方，與想要購買額外容量的買方進行
比對。 您從第三方賣方購買的預留執行 (p. 955)個體具有低於完整標準有效期間的
剩餘時間，並能以不同的預付價格出售。使用費或經常性費用仍保持不變，等同於最
初購買預留執行個體時所設定的費用。預留執AWS行個體的完整標準期間可延續一
年或三年。

復原功能 Hub AWS Resilience Hub為您提供一個集中的位置來定義、驗證和追蹤AWS應用程式的
恢復能力。它可協助您保護應用程式免受中斷的影響，並降低回復成本，以最佳化業
務連續性，以協助符合法規遵循與法規要求。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esilience-hub.

資源 使用者可在中使用的實體AWS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
體) (p. 930)，例如、DynamoDB (p. 929)資料表Amazon 
S3 (p. 956)bucket (p. 920)、IAM (p. 937) 使用者或OpsWorks (p. 948)堆
疊 (p. 962).

資源群組 AWS Resource Groups是一種 Web 服務，AWS客戶可用於一次管理並自動化大量
資源的任務。
See Also AWS Resource Groups.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Amazon 資源名稱是指AWS資源 (p. 955) (例
如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division_abc/subdivision_xyz/
Bob) 的標準化方式。

資源屬性 包含在中時所需AWS資源 (p. 955)的值CloudFormation (p. 922)堆疊 (p. 962)。
每個資源可以有一或多個與其關聯的屬性。例如，AWS::EC2::Instance資源可能
具有UserData屬性。在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中，資源必須宣告屬性區段，即
使資源沒有屬性也要宣告。

資源紀錄 也稱為資源紀錄集。網域名稱系統 (DNS) 中的基本元素資訊。
See Also 網域名稱系統 on Wikipedia.

REST 具象狀態傳輸。簡易無狀態架構，通常是透過 HTTPS/TLS 執行。REST 強調
資源具有唯一且分層標識符（URI），由常見的媒體類型（例如 HTML，XML 
或JSON (p. 940)）表示，並且在媒體類型中對資源的操作是預定義的或可發現
的。實務上，這通常會導致操作數量有限。
See Also Query, WSDL, SOAP.

RESTful Web 服務 也稱為 RESTful API。一種依循 REST (p. 955) 架構限制的 Web 服務。API 作業必
須明確使用 HTTP 方法、公開階層式 URI，以及傳輸 XML 或兩者。JSON (p. 940)

啟用傳回 CloudSearch (p. 922)：一種在搜尋結果中傳回欄位值的索引欄位選項。

傳回路徑 退回的電子郵件會傳回的電子郵件地址。原始電子郵件標頭中指定的傳回路徑。這有
別於回覆路徑 (p. 954)。

修訂版 CodePipeline (p. 923)：對在來源動作中設定的來源所做的變更，例如推
送提交至GitHub (p. 935)儲存庫，或對已建立版本之檔案的更新Amazon 
S3 (p. 956)bucket (p. 920)。

AWS RoboMaker AWS RoboMaker是一種基於雲的模擬服務，機器人開發人員可用於運行，擴展和自
動化模擬，而無需管理任何基礎設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obomaker.

角色 一種工具，可讓您暫時存取 AWS 帳戶 (p. 915).AWS (p.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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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返 返回到物件建立失敗之前的狀態，例如 CloudFormation (p. 922) 堆
疊 (p. 962)。在復原期間，會刪除與失敗相關聯的所有資源 (p. 955)。對於 AWS 
CloudFormation，您可以使用命令列上的 --disable-rollback 選項，覆寫此行
為。

根 組織 (p. 949)：組織中帳戶的父系容器。如果您將服務控制政策 (p. 959)套用至
根，就會適用於組織中的每個 組織單位 (p. 949)和帳戶。

根登入資料 與AWS 帳戶 (p. 915)擁有者相關聯的驗證資訊。

根設備磁碟區 一種磁碟區 (p. 968)，其中包含用於啟動執行個體 (p. 938)的映像 (又稱為根設
備)。如果您從  所支援的  (p. 916)AMI執行個體存放區 (p. 938) 啟動執行個體，
這就是從 磁碟區 (p. 968)Amazon S3 (p. 956) 中存放範本所建立的執行個體存放
區 如果您是從 Amazon EBS (p. 930) 支援的 AMI 啟動執行個體，則此為 Amazon 
EBS 快照所建立的 Amazon EBS 磁碟區。

路由表 一組路由規則，用於控制流量，留下與路由表相關聯的任何子網 (p. 963)路由規
則。您可以將多個子網路與單一路由表建立關聯，但子網路一次只能與一個路由表建
立關聯。

Route 53 亞馬遜路由 53 是一種網路服務，您可以用來建立新的 DNS 服務或將現有的 DNS 服
務遷移到雲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route53.

列識別符 Amazon Machine Learning：輸入資料中的屬性，您可以將其包含在評估或預測輸出
中，以便更輕鬆地將預測與觀察產生關聯。

規則 AWS WAF (p. 968)：在對AWS資源 (p. 955) (例如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分發) 的 Web 請求中AWS WAF搜尋的一組條件。您可將規則
新增至 Web ACL (p. 969)，然後指定是否要根據每個規則允許或封鎖 Web 請求。

S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mazon S3 Amazon S3 是網際網路的儲存服務。您可以使用這個儲存體，隨時隨地存放並擷取 
Web 上任何數量的資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3.

Amazon S3 Glacier Amazon S3 Glacier 是一種安全、耐用且低成本的儲存服務，適用於資料存檔和長
期備份。您可以可靠地儲存大量或少量資料，而且遠低於內部部署解決方案。S3 
Glacier 已針對不常存取的資料進行了最佳化，其中擷取時間為數小時適合。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glacier/.

Amazon S3-Backed AMI See 執行個體存放區後端 AMI.

SageMaker Amazon SageMaker 是一種全受管雲端服務，可使用AWS基礎設施、工具和工作流
程來建置、訓練和部署機器學習 (ML) 模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agemaker.

AWS SAM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Model是一種開放原始碼架構，可用於建置和執行無伺
服器應用 AWS SAM提供命令列介面工具和速記語法範本規格，可讓您快速重複執行
無伺服器應用程式生命週期。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sam/.

抽樣週期 定義的持續時間，例如一分鐘，CloudWatch (p. 922)計算statistic (p. 962)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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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 您可以測試應用程式功能性的測試位置，不會影響生產、產生費用或也不必購買產
品。

Amazon SES (p. 960)：開發人員可用來測試和評估服務的環境。在沙盒中，您將
擁有存取 Amazon SES API 的完整權限，但只能將訊息傳送到驗證的電子郵件地址
和信箱模擬器。若要離開沙箱，您必須申請生產存取權。比起生產帳戶，沙盒中的帳
戶具有較低的 傳送限制 (p. 959)。

向內擴展 從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移除 EC2 執行個體。

橫向擴展 將 EC2 執行個體新增到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

擴展活動 藉由啟動或終止執行個體，變更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大小、組態或架構的程
序。

擴展政策 「自動調整比例」如何根據不斷變化的Auto Scaling 群組 (p. 919)需求自動調整比
例的說明。
See Also 向內擴展, 橫向擴展.

排程器 用於在容器執行個體 (p. 925)上放置工作 (p. 964)的方法。

結構描述 Amazon Machine Learning：解譯機器學習模型輸入資料所需的資訊，包括屬性名稱
及其指派的資料類型，以及特殊屬性的名稱。

分數截止價值 Amazon Machine Learning：二進位分類模型輸出範圍從 0 到 1 的分數。若要決定觀
察是否歸類為 1 或 0，您可以選擇分類閾值或截止，Amazon ML 會將分數與其進行
比較。分數高於截止值的觀察，會預測為目標等於 1，而分數低於截止值的觀察，則
預測為目標等於 0。

SCP See 服務控制政策.

AWS SCT AWS Schema Conversion Tool是自動化異質資料庫移轉的桌面應用程式。您可以使
用AWS SCT將資料庫結構描述和程式碼物件、應用程式中的 SQL 程式碼以及 ETL 
指令碼轉換為與目標資料庫相容的格式。然後，您可以使用AWS SCT資料擷取代理
程式將資料移轉至目標資料庫。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dms/schema-conversion-tool.

AWS SDK for .NET AWS SDK for .NET是一個軟體開發套件，提供 .NET API 操作Amazon 
S3 (p. 956)，AWS 服務包括 Amazon EC2 (p. 930)、IAM (p. 937) 等等。您可
以在上將 SDK 下載為多個服務特定套件 NuGet。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net/.

適用於 C++ 的開發套件 AWS SDK for C++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為許多人提供 C ++ APIAmazon 
S3 (p. 956)DynamoDB (p. 929)，AWS 服務包括 Amazon EC2 (p. 930) 等。這
款可供下載的單一套件包含 AWS C++ 程式庫、程式碼範例和文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cpp/.

SDK for Go AWS SDK for Go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用於將您的 Go 應用程序與全套AWS 服
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go/.

適用於 Java 的開發套件 AWS SDK for Java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為許多人提供 Java API 操作Amazon 
S3 (p. 956)DynamoDB (p. 929)，AWS 服務包括 Amazon EC2 (p. 930) 等。這
個單一可下載的套件包含 AWS Java 程式庫、程式碼範例和文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java/.

適用於 Node.js JavaScript 中
開發套件

AWS JavaScript 在 Node.js 中的 SDK 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用於 
JavaScript 在 Node.jsAWS 服務 中訪問。該開發套 JavaScript 件提供物件
AWS 服務Amazon S3 (p. 956)，包括 Amazon EC2 (p. 930) 和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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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 (p. 962).DynamoDB (p. 929) 單一的，可下載的軟件包包括AWS 
JavaScript庫和文檔。
See Also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script /v2/ 開發人員指南/.

適用於 JavaScript 在瀏覽器中
的 SDK

AWS SDK for JavaScript在瀏覽器中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用於AWS 服務從
瀏覽器中運行的 JavaScript 代碼訪問。透過 Facebook、Google 或 Login with 
Amazon，使用 Web 聯合身分來驗證使用者的身分。將應用程式資料儲存在
DynamoDB (p. 929)，並將使用者檔案儲存至 Amazon S3 (p. 956)。
See Also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script /v2/ 開發人員指南/.

適用於 PHP 的開發套件 AWS SDK for PHP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和開源 PHP 庫，用於將您的 PHP 應
用程序與Amazon S3 (p. 956)，AWS 服務例如Amazon S3 Glacier (p. 956)，
和DynamoDB (p. 929).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php/.

適用於 Python (Boto3) 的開發
套件

AWS SDK for Python (Boto3)是一個軟體開發套件，可用於使用 Python 存取，AWS 
服務例如亞馬遜 EC2 (p. 930) 、亞馬遜 EMR (p. 932)Amazon EC2 Auto 
Scaling (p. 930)Kinesis (p. 941)、、或Lambda (p. 942).
See Also http://boto.readthedocs.org/en/latest/.

適用於 Ruby 的開發套件 AWS SDK for Ruby是用於AWS 服務從 Ruby 訪問的軟件開發工具包。該 SDK 為
許多AWS 服務包括 Amazon EC2Amazon S3 (p. 956) (p. 930) 等提供 Ruby 
類。DynamoDB (p. 929)這個單一可下載的套件包含 AWS Ruby 程式庫和文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dk-for-ruby/.

SDK for Rust 適用於 Rust 的 AWS SDK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為開發人員提供 API 和實用程
序。它使 Rust 應用程序能夠與 Amazon S3 和亞馬 Amazon EC2AWS 服務 等集
成。

適用於 Swift 的 SDK 適用於 Swift 的 AWS SDK是一個軟件開發工具包，為使用 Swift 語言訪問AWS基礎
架構和服務提供支持。

搜尋 API CloudSearch (p. 922)：您用來將搜尋請求提交到搜尋網域 (p. 958)的 API。

搜尋網域 CloudSearch (p. 922)：封裝可搜尋的資料，而搜尋執行個體會處理您的搜尋請
求。您通常會為要搜尋的每個不同資料集合設定個別的 Amazon CloudSearch 網
域。

搜尋網域組態 CloudSearch (p. 922): 網域的索引選項、分析配置 (p. 917)、運算
式 (p. 933)、建議者 (p. 963)、存取原則，以及擴展和可用性選項。

啟用搜尋 CloudSearch (p. 922)：一種能搜尋欄位資料的索引欄位選項。

搜尋端點 CloudSearch (p. 922)：在將搜尋請求傳送至搜尋網域時所連接的 URL。每個 
Amazon CloudSearch 網域都有一個唯一的搜尋端點，在網域的生命週期內保持不
變。

搜尋索引 CloudSearch (p. 922)：可搜尋資料的一種表示，這種資料可協助快速且準確地擷
取資料。

搜尋執行個體 CloudSearch (p. 922)：一種運算資源 (p. 955)，能索引資料並處理搜尋請
求。Amazon CloudSearch 網域有一個或多個搜尋執行個體，每個執行個體都有限數
量的 RAM 和 CPU 資源。隨著資料量成長，就會部署更多搜尋執行個體或更大的搜
尋執行個體，以包含索引資料。必要時，索引會自動分割到多個搜尋執行個體。隨著
請求量或複雜性增加，每個搜尋分割區會自動複製，以提供更多的處理容量。

搜尋請求 CloudSearch (p. 922)：傳送至 Amazon CloudSearch 網域搜尋端點以從索引中擷
取符合特定搜尋條件的文件的請求。

搜尋結果 CloudSearch (p. 922)：符合搜尋請求的文件。也稱為搜尋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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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存取金鑰 與以密碼編譯方式簽署程式設計AWS要求搭配使用的金鑰。存取金鑰 ID (p. 915)簽
署請求可識別出寄件者，並且防止請求遭到更改。您可以為個別 IAM 使用
者 (p. 967)和臨時工作階段產生秘密存取金鑰。AWS 帳戶 (p. 915)

Secrets Manager AWS Secrets Manager是一項用於安全地加密、儲存和輪換資料庫和其他服務認證的
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

安全群組 針對執行個體的一組具名允許傳入網路連線。Amazon VPC (p. 968) 中的安全群組
也包含對輸出連線的支援。) 每個安全群組都會包含一份通訊協定清單和 IP 地址範
圍。安全群組可以套用到多個執行個體，而多個群組可以調節單一執行個體。

安全中樞 AWS Security Hub是一種服務，可提供AWS資源的全方位安全狀態檢視。Security 
Hub 會從AWS 帳戶和服務收集安全資料，協助您分析安全趨勢，識別您整個AWS環
境的安全問題並決定這些問題的優先順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hub/.

寄件者 傳送電子郵件訊息的個人或實體。

寄件者 ID 微軟控制版本的SPF (p. 961). 電子郵件身分驗證和反詐騙系統。如需有關寄件者 
I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kipedia 中的寄件者 ID。

傳送限制 傳送份額 (p. 959)和最高傳送速率 (p. 945)與每個 Amazon SES (p. 960) 帳戶相
關聯。

傳送份額 在 24 小時期間內，您可以使用 Amazon SES (p. 960) 傳送的電子郵件訊息數量上
限。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是一個受管理的儲存庫，團隊、組織和個別
開發人員可用來儲存和共用可重複使用的應用程式，以及以強大的新方式組合和部署
無伺服器架構。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serverlessrepo/.

伺服器端加密 (SSE) 在伺服器層級對資料進行加密 (p. 932)。 Amazon S3 (p. 956)支援三種伺服器端
加密模式：Amazon S3 可用於管理金鑰的 SSE-S3、SSE-C (客戶管理金鑰)、SSE-
C、SSE-KMS (可用於AWS KMS (p. 942)管理金鑰)。

Service Catalog AWS Service Catalog是一種 Web 服務，可協助組織建立及管理已核准在上使用的 
IT 服務目錄AWS。這些 IT 服務可以包含從虛擬機器映像、伺服器、軟體和資料庫，
到完整多層次的應用程式架構等一切內容。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

服務控制政策 組織 (p. 949)：一種以政策為基礎的控制，在該服務控制政策 (SCP) 所影響的帳戶
中，可指定使用者和角色可使用的服務和動作。

服務端點 See endpoint.

服務運作狀態儀表板 顯示有關AWS 服務可用性 up-to-the-minute 信息的網頁。儀表板位於 http:// 
status.aws.amazon.com/。

AWS Service Management 
Connector

AWS Service Management Connector讓客戶能夠在熟悉的 IT 服務管理 (ITSM) 工具
中佈建、管理及操作AWS資源與功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rvice-management-connector.

Service Quotas 一種服務，可輕鬆檢視和管理您的配額，並可隨著您 AWS 工作負載的成長而擴展。
「配額」也稱為限制，即您可以在中建立的最大資源數量AWS 帳戶。

服務角色 授予許可的 IAM (p. 937)角色 (p. 955)，以AWS 服務便它可以訪問AWS資
源 (p. 955)。您附加至服務角色的原則會決定服務可存取哪些AWS資源，以及它可
以使用這些資源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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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ES Amazon 簡易電子郵件服務是簡單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應用程式電子郵件解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s.

工作階段 由提供的臨時安全登入資料AWS STS (p. 963)允許存取您的AWS 帳戶.

SHA 安全雜湊演算法。SHA1 是該算法的早期版本，AWS已被 SHA256 取代。

碎片 OpenSearch 服務 (p. 948)：索引中資料的分割區。您可以將索引分割成多個碎
片，其中包含主要碎片 (原始碎片) 和複本碎片 (主要碎片的複本)。複本碎片提供容錯
移轉。這表示，如果包含主要碎片的叢集節點失敗，複本碎片會提升為主要碎片。複
本碎片也可以處理請求。

共享 AMI 由開發人員建置並讓他人可以使用的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

Shield AWS Shield這項服務可協助保護您的資源 (例如 Amazon EC2 執行個體、Elastic 
Load Balancing 負載平衡器、Amazon CloudFront 分發和 Route 53 託管區域) 抵
禦 DDoS 攻擊。 AWS Shield自動包括在沒有額外費用超出您已經支付的費用AWS 
WAF和您的其他費用AWS 服務。對於額外的 DDoS 攻擊保護，AWS 提供 AWS 
Shield Advanced。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hield.

關機動作 Amazon EMR (p. 932)：預先定義的啟動程序動作，可啟動指令碼，在終止任務流
程之前 parallel 執行一系列命令。

簽章 是指數位簽章，這是確認數位訊息真實性的一種數學方式。 AWS使用簽名來驗證
您發送給我們 Web 服務的請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aws.amazon.com/
security。

簽章檔案 Import/Export (p. 938)：您複製到儲存裝置根目錄的檔案。該檔案包含一個任務 
ID、資訊清單檔案及一個簽章。

Signature 第 4 版 用於對所有入站 API 請求進行身份驗證的協議AWS 區域。AWS 服務

Signer AWS Signer是一項完全受控的程式碼簽章服務，用於確保AWS客戶程式碼的真實性
和完整性。

Silk 亞馬遜 Silk 綢是下一代網絡瀏覽器，僅在 Fire OS 平板電腦和手機上可用。Amazon 
Silk 建立在分割架構上，可劃分用戶端與客戶之間的處理作業AWS 雲端，建立更快
速、回應更快的行動瀏覽體驗。

簡易郵件傳輸協定 See SMTP.

簡易物件存取通訊協定 See SOAP.

SimSpace 織布工 AWS SimSpace Weaver是一項受管理的服務，您可以使用它來建置和執行中的大規
模空間模擬AWS 雲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imspaceweaver/.

Simulator 配方 See item-to-item 相似之處（模擬人生）食譜.

單一登入 一種驗證配置，允許用戶一次登錄以訪問多個應用程序和網站。服務名稱「AWS單
一登入」現在為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See Also IAM Identity Center.

單一可用區資料庫執行個體 部署於其中一個標準 (非異地同步備份)資料庫執行個體 (p. 927)可用區
域 (p. 919)，在另一個可用區域中沒有備用複本。
See Also Multi-AZ deployment (異地同步備份部署).

站台對站台 VPN AWS Site-to-Site VPN這是一項完全受控的服務，可用來建立網路與內部部署網路之
間的網際AWS網路通訊協定安全性 (IPsec) VPN 連線。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pn/site-to-site-vpn.

版本 1.0
960

http://aws.amazon.com/security/
http://aws.amazon.com/security/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鬆散片語搜尋 一種詞彙搜尋方法，是指定彼此字詞之間有多相近才會視為相符。

AWS SMS AWS Server Migration Service是一種將資料收集工具與自動伺服器複寫相結合的服
務，以加速將內部部署伺服器移轉至AW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erver-migration-service.

SMTP 簡易郵件傳輸協定。用於在網際網路主機之間交換電子郵件訊息的標準，以進行路由
和傳遞。

快照 Amazon EBS (p. 930)：儲存在中的磁碟區 (p. 968)備份Amazon S3 (p. 956)。
您可以使用這些快照做為新 Amazon EBS 磁碟區的起始點，或保護您的資料，以延
續長期耐用性。
See Also 資料庫快照.

Snowball AWS Snowball是 PB 級資料傳輸解決方案，使用安全的裝置將大量資料傳入和傳出
AWS 雲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nowball.

Amazon SNS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是一種 Web 服務，應用程式、使用者和裝置可
用於立即傳送和接收雲端的通知。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ns.

SOAP 簡易物件存取通訊協定。一種 XML 型通訊協定，可用來在應用程式之間透過特定通
訊協定 (例如 HTTP 或 SMTP) 交換資訊。
See Also REST, WSDL.

軟退信 一種暫時電子郵件交付失敗的情況，例如信箱已滿所產生的退信。

軟體 VPN 網際網路上以軟體設備為基礎的 VPN 連接。

解決方案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可用於產生建議的配方、自訂參數和訓練模型 (解
決方案版本)。
See Also recipe, 方案版本, 建議.

方案版本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您建立為 Amazon Personalize 解決方案一部分的訓
練模型。您可以在促銷活動中部署解決方案版本以產生建議。
See Also 解決方案, 行銷活動, 建議.

啟用排序 CloudSearch (p. 922)：一種可使用欄位來排序搜尋結果的索引欄位選項。

排序索引鍵 可在複合主索引鍵中，用於排序分割區索引鍵順序的屬性 (也稱為範圍屬性)。
See Also 分割區索引鍵, 主索引鑰.

來源/目標檢查 一種安全措施，用於驗證 a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是其傳送的所
有流量的來源，以及其接收的所有流量的最終目的地。換句話說，這項措施會驗證
執行個體沒有轉送流量。依預設，來源/目標檢查是開啟的。若是做為閘道的執行個
體，例如 Amazon VPC (p. 968) NAT (p. 947) 執行個體，則必須停用來源/目標
檢查。

垃圾郵件 未經請求的大量電子

spamtrap 由反垃圾郵件 (p. 961)實體設定的電子郵件地址。此電子郵件地址不是用於通信，
而是用於監視未經請求的電子郵件 這也稱為 honeypot。

SPF 寄件者政策架構。驗證電子郵件的標準。

SPICE 功能強大的記憶體內引擎，屬於 Amazon (p. 953) 的一部分 QuickSight。SPICE 
(超快速、平行、記憶體內計算引擎) 專為雲端設計，結合儲存和記憶體內部技術。它
使用這些功能，從互動式查詢和大型資料集的進階計算中獲得更快的結果。SPICE 
會自動複寫資料以實現高可用性。SPICE 讓 Amazon 能 QuickSight 夠支援各種資料
來源的數十萬個同時分析。

版本 1.0
961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Spot 執行個體 您可以競標使用未使用的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 Amazon 
EC2 (p. 930) 容量的一種類型。

Spot 價格 任何指定時間的 Spot 執行個體 (p. 962) 價格。如果最高價格超過了目前的價格，
並且符合您的限制，Amazon EC2 (p. 930) 會代您啟動執行個體。

SQL injection 符合條件 AWS WAF (p. 968): 指定AWS WAF檢查惡意 SQL 程式碼之 Web 要求部分 (例如
標頭或查詢字串) 的屬性。根據指定的條件，您可AWS WAF以設定為允許或封鎖網
頁請求AWS資源 (p. 955)，例如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分發。

Amazon SQS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是一種可靠並可擴展的代管佇列，可用於在電腦之間
傳輸期間儲存訊息期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qs.

Amazon SWF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是一項全受管服務，可協助開發人員建置、執行
並擴展擁有同步或序列式步驟的背景任務。Amazon SWF 的功能類似於中的狀態追
蹤工具與任務協調工具AWS 雲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wf/.

SSE See 伺服器端加密 (SSE).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See Also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Layer Security (TLS).

堆疊 CloudFormation (p. 922)：您作為單一單位建立和刪除的AWS資源集合。

OpsWorks (p. 948)：您集合管理的一組執行個體，通常是因為它們具有常見用
途，例如服務 PHP 應用程式。做為容器並處理任務的堆疊，適用於整個執行個體群
組，例如管理應用程式和說明書。

工作站 CodePipeline (p. 923)：管道工作流程的一個部分，其中會執行一或多個動作。

工作站 在AWS設施中將您的AWS Import/Export資料傳輸到儲存裝置或傳出儲存裝置的位
置。

statistic 針對指定 抽樣週期 (p. 956) 所提交值的五種函數之一。這些函數為
Maximum、Minimum、Sum、Average 和 SampleCount。

主體 一組相關單詞共用的常見根或子字串。

相關字詞功能 將相關單詞對應到常用主體的程序。這可以在單詞的變化形上進行比對。例
如，搜尋「horse」一詞可傳回 horses、horseback 和 horsing 及 horse 的相符
項。CloudSearch (p. 922) 是同時支援字典和演算法莖幹化。

步驟 亞馬遜 EMR (p. 932)：應用於數據中的單個功能任務流程 (p. 940)。所有步驟總
和可構成一個任務流程。

Step Functions AWS Step Functions是一種 Web 服務，可將分散式應用程式的元件作為視覺化工作
流程中的一系列步驟進行協調。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tep-functions/.

步驟類型 亞馬遜 EMR (p. 932)：在一個步驟中完成的工作類型。步驟類型有限，例
如Amazon S3 (p. 956)將資料從 Amazon EC2 (p. 930) 或從亞馬 Amazon EC2 移
至 Amazon S3。

黏性工作階段 ELB (p. 931)負載平衡器的一項功能，可將使用者的工作階段繫結至特定應用程式
執行個體。這是為了讓工作階段期間來自使用者的所有請求都發送到相同的應用程式
執行個體。相反地，負載平衡器預設會以最小的負載，將每個請求獨立路由至應用程
式執行個體。

停止中 從索引或搜尋請求中篩選停用詞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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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詞 未建立索引且會自動從搜尋要求中篩選出來的字詞，因為它不是很重要或很常見，包
含它會導致太多相符項目，而無法使用。停用詞具備語言特殊性。

Storage Gateway AWS Storage Gateway是一種將內部部署軟體設備與雲端儲存裝置連接的 Web 服
務。Storage Gateway 在組織的內部部署 IT 環境與AWS儲存基礎架構之間提供順暢
且安全的整合。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toragegateway/.

串流 Amazon EMR (p. 932): 隨附的公用程式Hadoop (p. 936)，可用來開發 Java 以外
的語言的可 MapReduce 執行檔。

CloudFront (p. 922)：即時使用媒體檔案的能力，因為它是從伺服器以穩定串流傳
輸的。

串流分發 一種特殊的分佈 (p. 929)，會使用即時訊息通訊協定 (RTMP) 連接，提供串流媒體
檔案。

串流 See Kinesis Data Streams.

字串符合條件 AWS WAF (p. 968)：一種 AWS WAF 在 Web 請求中指定字串的屬性，例如標頭
或查詢字串中的值。根據指定的字串，您可AWS WAF以設定為允許或封鎖 Web 要
求AWS資源 (p. 955)，例如CloudFront (p. 922)分發。

string-to-sign 計算 HMAC (p. 936) 簽章之前，您首先要以正式順序來組裝必要元件。預先加密的
字串是 string-to-sign.

強式一致讀取 一種讀取程序，會傳回 up-to-date 資料最多的回應。此資料會反映所有先前成功寫入
作業的更新，無論區域為何。
See Also 資料一致性, 最終一致性, 最終一致讀取.

結構式查詢 使用CloudSearch (p. 922)結構化查詢語言指定的搜尋條件。您可以使用結構式查
詢語言來建構複合查詢，這樣就能透過布林值運算子來使用進階搜尋選項並結合多個
搜尋條件。

AWS STS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是一種 Web 服務，用於請求臨時、有限權限的認證給
使用IAM (p. 937)者或您驗證的使用者 (同盟使用者 (p. 934))。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am/.

子網 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可以附加至的 IP 位址範圍的區段。Amazon 
VPC (p. 968)您可以根據安全性和操作需求，建立子網路以為執行個體分組。

訂閱按鈕 HTML 編碼的按鈕，提供向客戶收取經常性費用的簡單方法。

建議者 CloudSearch (p. 922)：指定索引欄位，以取得可啟用模糊比對的自動完成建議和
選項，並控制建議的排序方式。

建議 包含與由指定之欄位中部分搜尋字串相符的文件建議者 (p. 963)。
CloudSearch (p. 922)建議包括每個相符文件的文件 ID 和欄位值。若要成為相符
項，字串必須符合從欄位開頭起的欄位內容。

Sumerian Amazon Sumerian 是一組工具，可在網路上建立和執行高品質 3D、擴增實境 (AR) 
和虛擬實境 (VR) 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umerian/.

支援的 AMI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 916)類似已支付 AMI (p. 949)，只是擁有者會
收取客戶搭配本身 AMI 所使用的額外軟體或服務費。

SWF See Amazon SWF.

對稱加密 僅使用私有金鑰的加密 (p.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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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非對稱加密.

同步退信 當寄件者 (p. 959)的電子郵件伺服器和接收器 (p. 953)主動通訊時，而發生的一
種退信 (p. 920)情況。

同義詞 與索引字詞相同或幾乎相同，且在搜尋要求中指定時可能產生相同結果的字詞。
例如，搜尋「洛奇四俠」或「洛奇 4」可能會傳回第四部洛奇電影。您可以通過指
定four和4是同義詞來做到這一點IV。同義詞具有語言特殊性。

Systems Manager AWS Systems Manager是可協助實現大規模安全作業的混合雲環境的作業中
樞。AWS它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用戶界面，供用戶查看來自多個操作數據AWS 服務並
自動化其資AWS源中的任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

T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table 資料集合。與其他資料庫系統類似，DynamoDB 會將資料存放在資料表中。

標籤 您可以定義並指派給AWS資源 (p. 955)的中繼資料，例如EC2 instance (EC2 執行
個體) (p. 930). 並不是所有 AWS 資源都會加上標籤。

標記 標記資源：將 a 應用標籤 (p. 964)於AWS資源 (p. 955).

Amazon SES (p. 960)：也稱為標籤。設定傳回路徑 (p. 955)電子郵件
地址格式的方式，這樣您就能為每個訊息收件人指定不同的傳回路徑。您可
以使用標籤來支持VERP (p. 967)。例如，如果 Andrew 管理郵件列表，
他可以使用返回路徑andrew+recipient1@example.net，以andrew
+recipient2@example.net便他可以確定哪些電子郵件被退回。

目標屬性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Amazon ML)：輸入資料中包含「正確」答案的屬
性。Amazon ML 使用目標屬性來學習如何對新資料進行預測。例如，如果您建置內
部售價的預測模型，則目標屬性為「美元目標售價。」

目標修訂版 CodeDeploy (p. 923)：應用程式修訂版的最新版本，已經上傳到儲存庫，並且已部
署到部署群組中的執行個體。換言之，就是目前鎖定為部署目標的應用程式修訂版。
這也是將會拿來自動部署的修訂版。

任務 在. 上執行任務定義 (p. 964)的一個實例化容器執行個體 (p. 925)。

任務定義 任務的藍圖。指定名稱任務 (p. 964)、修訂版本、容器定義 (p. 924)和磁碟
區 (p. 968)資訊。

任務節點 一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個運行Hadoop (p. 936)地圖並減少任
務，但不存儲數據。任務節點是由主節點 (p. 944)所管理，這會將 Hadoop 任務指
派至節點，並監控其狀態。當工作流程正在執行時，您可以增加或減少工作節點的數
目。由於不會存放資料，而且可從任務流程中新增和移除，因此您可以使用任務節點
來管理任務流程所用的 EC2 執行個體容量，先增加容量以處理尖峰負載，之後再減
少容量。

任務節點只運行 TaskTracker Hadoop 守護進程。

西比特字節 (TiB) tera 二進制字節的收縮。一個十字節（TiB）是 2 ^ 40 或 1,099,511,627,776 字
節。terabyte (TB) 是 10 的 12 次方 (10^12) 或 1,000,000,000,000 位元組。1,024 
TiB 是 百位元組 (PIB) (p.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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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格式版本 決定可用功能的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設計的版本。如果您省略範本的
AWSTemplateFormatVersion 部分，AWS CloudFormation 會假設這是最新的格
式版本。

範本驗證 確認在 CloudFormation (p. 922) 範本中使用 JSON (p. 940) 程式碼的程序。您可
以使用 cfn-validate-template 命令來驗證任何 AWS CloudFormation 範本。

暫時安全登入資料 呼叫 STS API 動作AWS STS (p. 963)時所提供的驗證資訊。包含 存取金鑰 
ID (p. 915)、私密存取金鑰 (p. 959)、工作階段 (p. 960) 符記及過期時間。

Amazon Textract Amazon Textract 是一項服務，可自動從掃描的文件擷取文字和資料。Amazon 
Textract 除了簡單的光學字元辨識 (OCR) 之外，還可以識別表單中欄位的內容，以
及儲存在表格中的資訊。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textract/.

調節 根據一或多個限制，自動限制或減慢程序的情況。例如，如果應用程式 (或在相
同串流上運作的應用程式群組) 嘗試以比碎片限制更快的速率從碎片取得資料，則
會Kinesis Data Streams (p. 942)節流作業。 API Gateway (p. 917)使用節流來限
制單一帳戶的穩定狀態要求率。Amazon SES (p. 960) 使用節流來拒絕傳送超過傳
送限制 (p. 959).

時間序列資料 作為量度一部分提供的資料。當價值產生時而假設的時間值。指標是
CloudWatch (p. 922) 的基本概念，並且代表一組依照時間排序的資料點。您可以
將量度資料點發佈到 CloudWatch 並稍後擷取這些資料點的相關統計數字作為時間序
列排序資料集。

timestamp ISO 8601 格式的日期/時間字串（更具體地說，YYYY-MM-DD格式為）。

Timestream Amazon Timestream 是可擴展且無伺服器的時間序列資料庫服務 DevOps，適用於
即時分析和 IoT 應用程式，您可以使用這些應用程式每天存放和分析數兆個事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timestream.

TLS See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Layer Security (TLS).

字符化 將文字字串分割成可偵測界限上之個別符記的處理方式，例如空格和連字號。

AWS Toolkit for Eclipse AWS Toolkit for Eclipse是 Eclipse Java 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 的開源外掛程式，可
讓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更輕鬆地開發、除錯與部署 Java 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lipse/.

AWS Toolkit for JetBrains AWS Toolkit for JetBrains是一種用於整合開發環境 (IDE) 的開源外掛程式， 
JetBrains 可讓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更輕鬆地開發、除錯與部署無伺服器應
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intellij/, https://aws.amazon.com/pycharm/.

AWS Toolkit for Microsoft 
Azure DevOps

AWS Toolkit for Microsoft Azure DevOps提供您可以在 VSTS 的組建和發行定義中
使用以與之互動的工作AWS 服務。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sts/.

AWS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AWS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是 Visual Studio 的延伸，可協助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開發、除錯與部署 .NET 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isualstudio/.

AWS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Code

AWS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Code是一種 Visual Studio 程式碼 (VS 程式碼) 編輯器
的開放原始碼外掛程式，可讓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更輕鬆地開發、除錯與
部署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isualstudiocode/.

AWS Tools for PowerShell AWS Tools for PowerShell是一組 PowerShell 指令程式，可協助開發人員和系統管
理員AWS 服務從指 PowerShell 令碼環境中管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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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owershell/.

topic 一種傳送訊息和訂閱通知的通訊管道。它提供了發佈者與訂閱者彼此通訊的存取點。

流量鏡射 一種 Amazon VPC 功能，可用來從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的 elastic network 
interface 複製網路流量。然後，您可以將此網路流量傳送至 out-of-band安全性和監
控設備，以進行內容檢查、威脅監控和疑難排解。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pc/.

訓練資料來源 包含 Amazon 機器學習用來訓練機器學習模型以進行預測的資料的資料來源。

Amazon Transcribe Amazon Transcribe 是一種機器學習服務，它使用自動語音辨識 (ASR) 快速準確地
將語音轉換為文字。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transcribe/.

Amazon Transcribe Medical Amazon Transcribe 醫療是一種自動語音辨識 (ASR) 服務，可將醫療 speech-to-text 
功能新增至具備語音功能的臨床文件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transcribe/medical/.

Transfer Family AWS Transfer Family提供完全受管的支援，可透過 SFTP、FTPS 和 FTP 傳入和傳
出 Amazon S3 或 Amazon EFS，以及對 (B2B) 傳輸的適用性聲明 2 (AS2) 通訊協定
的支援。 business-to-business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aws-transfer-family.

轉移 CodePipeline (p. 923)：修訂版在管道中持續從一個工作流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的
動作。

Amazon Translate Amazon Translate 是一種神經機器翻譯服務，可提供快速、高品質且經濟實惠的語
言翻譯。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translate/.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Layer Security (TLS)

為網際網路通訊提供安全性的密碼編譯通訊協定。它的前身是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

信任政策 IAM (p. 937)政策 (p. 950) 是 IAM 的固有部分角色 (p. 955)。信任原則會指定允
許哪些主體使用此角色。

Trusted Advisor AWS Trusted Advisor是一種 Web 服務，可檢查您的AWS環境，並在節省成本、提
升系統可用性與效能以及填補安全漏洞時向您提出建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trustedadvisor/.

受信任金鑰群組 其公有金鑰 CloudFront 可用於驗證已簽CloudFront 署 URL 和已簽署 Cookie 之簽章
的 Amazon CloudFront 金鑰群組。

可信任簽署者 請參閱 受信任金鑰群組 (p. 966)。

調校 選擇 AMI (p. 916) 的數量和類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執行 Hadoop (p. 936) 任
務流程。

通道 使用網際網路來連接私有網路節點的私有網路流量傳輸路由。通道會使用加密和像是 
PPTP 的安全通訊協定，防止流量在通過公有路由節點時遭到攔截。

U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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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限制 潛在發生次數不受設定數量的限制。定義中的清單 (例
如maxOccurs="unbounded") 的資料類型時，通常會使用此值WSDL (p. 969)。

單位 做為 CloudWatch (p. 922) 指標資料所提交值的標準測量。單位包括秒、百分比、
位元組、位元、計數、位元組/秒、位元/秒、計數/每秒等等。

用量報告 詳細說明您對特定使用情況的AWS記錄AWS 服務。您可以從 https://
aws.amazon.com/usage-reports/ 產生並下載使用情況報告。

使用者 對AWS產品進行 API 呼叫帳戶 (p. 915)的個人或應用程式。每個使用者在中都有一
個唯一的名稱AWS 帳戶，以及一組不與其他使用者共用的安全認證。這些認證與. 的
安全登入資料不同AWS 帳戶。每位使用者只能與一個建立關聯AWS 帳戶。

USER_PERSONALIZATION 
配方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用來建立建議系統的方法，根據「互動」、「項
目」和「使用者」資料集中提供的資料，預測使用者與之互動的項目。
See Also recipe, 用戶個性化配方, 普及計數配方, HRNN.

用戶個性化配方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以 HRN 為基礎的使用者個人化方案，可預測使用
者與之互動的項目。使用者個人化方案可以使用項目探索和曝光次數資料來產生新項
目的建議。
See Also HRNN, recipe, USER_PERSONALIZATION 配方, 項目探索, 印象資料, 建
議.

用戶資料集 Amazon Personalize (p. 950): 使用者相關中繼資料的容器，例如年齡、性別或忠
誠度會員資格。
See Also dataset.

V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驗證 See 範本驗證.

value 項目的屬性 (p. 918)執行個體，例如試算表中儲存格。屬性可以擁有多個值。

標記資源：一種特定的標籤 (p. 964)標籤，作用是標籤類別 (金鑰) 內的描述項。例
如，您可能擁EC2 instance (EC2 執行個體) (p. 930)有擁有者的標籤鍵和 Jan 的
標籤值。 您最多可以AWS資源 (p. 955)使用 10 個鍵值配對來標記。並不是所有 
AWS 資源都會加上標籤。

可變信封返回路徑 See VERP.

驗證 確認您擁有電子郵件地址或網域的程序，這樣您就能來回傳送電子郵件。

VERP 可變信封返回路徑。電子郵件傳送應用程式可以將退回 (p. 920)的電子郵件與無法
傳遞的地址進行比對，這種方式會造成退回，傳回路徑 (p. 955)針對每位收件者使
用不同的郵件。VERP 通常用於郵件清單。有了 VERP，收件人的電子郵件地址會內
嵌在傳回路徑的地址中，也就是傳回退件電子郵件的地方。這樣就可以自動處理退回
的電子郵件，而無需打開退回郵件，這可能會因內容而異。

versioning Amazon S3 (p. 956) 中的每個物件都有金鑰和版本 ID。金鑰相同，但版本 ID 不同
的物件，可以存放在相同的bucket (p. 920)。版本控制是使用 PUT 儲存貯體版本控
制，在儲存貯體層所啟用的功能。

VGW See 虛擬私有閘道 (V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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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私有閘道 (VGW) 維持連線的 VPN 連接 (p. 968) Amazon 端。虛擬私有閘道的內部介面會透過 VPN 
附件連接到您的 Amazon VPC (p. 968)。外部介面會連接到與 客戶閘道 (p. 926)
的 VPN 連線。

虛擬化 允許多個訪客虛擬機器 (VM) 在主機作業系統上執行。視虛擬化類型而定，訪客 VM 
可以在主機硬體上執行一或多個層級。
See Also PV 虛擬化, HVM 虛擬化.

可見性逾時 應用程式元件從佇列中取得訊息之後，其餘應用程式看不到訊息的一段時間。在可見
性逾時期間內，收到訊息的元件通常會先處理訊息，再從佇列中予以刪除。這能防止
多個元件同時處理相同的訊息。

VM Import/Export 虛擬機器匯入/匯出是一種服務，可將虛擬機器 (VM) 映像從現有的虛擬化環境匯入 
Amazon EC2，然後再匯出回來。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ec2/vm-import.

磁碟區 執行個體 (p. 938)上的固定儲存量。您可以在多個磁碟區之間共用磁碟區資料，容
器 (p. 924)並在容器不再執行容器執行個體 (p. 925)時將資料保留在上面。

Amazon VPC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是一種 Web 服務，用於佈建您定義之AWS 雲端虛
擬網路的邏輯隔離部分。您可以選擇自己的 IP 地址範圍、建立子網路及設定路
由表 (p. 956)及網 (p. 963)路閘道來控制自己的虛擬聯網環境。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pc.

VPC 端點 這種功能，可用於在您Amazon VPC (p. 968)與另一個人之間建立私有連線，AWS 
服務而不需要透過網際網路、透過NAT (p. 947)執行個體VPN 連接 (p. 968)、
或Direct Connect (p. 928)。

VPG See 虛擬私有閘道 (VGW).

AWS VPN AWS Virtual Private Network提供在您的網路或裝置之間建立加密連線的功能，以及
AWS。 AWS VPN由兩個服務組成：AWS Client VPN (p. 922)和AWS Site-to-Site 
VPN (p. 960)。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vpn.

AWS VPN CloudHub AWS VPN CloudHub 這項功能可讓您使用簡單 hub-and-spoke 模型 (無論是否使用 
VPN)，在分公司之間進行安全通訊。

VPN 連接 Amazon Web Services（AWS） (p. 916)：Amazon VPC (p. 968)與其他網路 (例
如公司資料中心、家用網路或主機代管設施) 之間的 IPsec 連線。

W
Numbers and symbols (p. 915) | A (p. 915) | B (p. 919) | C (p. 920) | D (p. 926) | E (p. 930) | F (p. 934)
| G (p. 935) | H (p. 936) | I (p. 937) | J (p. 940) | K (p. 941) | L (p. 942) | M (p. 943) | N (p. 946) |
O (p. 948) | P (p. 949) | Q (p. 952) | R (p. 953) | S (p. 956) | T (p. 964) | U (p. 966) | V (p. 967) |
W (p. 968) | X, Y, Z (p. 969)

AWS WAF AWS WAF是一種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服務，可根據您指定的條件允許或封鎖 Web 
要求來控制內容的存取。例如，您可依據標頭值或請求來自的 IP 地址來篩選存取
權。AWS WAF 可協助保護 Web 應用程式免於受到常見的網路攻擊，避免影響應用
程式的可用性、安全性或消耗過多資源。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af/.

Amazon WAM 亞馬遜 WorkSpaces 應用程序管理器（Amazon WAM）是一種 Web 服務，用於部
署和管理 WorkSpaces. Amazon WAM 透過將 Windows 桌面應用程式封裝到虛擬化
應用程式容器中，以加速軟體部署、升級、修補和淘汰。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orkspaces/application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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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Wavelength AWS Wavelength是將運AWS算和儲存服務嵌入 5G 網路以提供行動邊緣運算基礎架
構的服務。AWS可用AWS Wavelength來開發、部署和擴展行動裝置與最終使用者的 
ultra-low-latency 應用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avelength.

網路存取控制清單 (網路 ACL) AWS WAF (p. 968)：一組規則，用於定義在網頁請求中AWS WAF搜尋的條件
AWS資源 (p. 955)，例如 Amazon CloudFront (p. 922) 分發。Web 存取控制清單 
(Web ACL) 會指定是否允許、封鎖或計數請求。

Web 服務描述語言 See WSDL.

WorkDocs Amazon WorkDocs 是一種受管、安全的企業文件儲存和共用服務，具有管理控制和
意見反應功能。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orkdocs/.

亞馬遜 WorkLink Amazon WorkLink 是一種雲端服務，提供從行動裝置安全存取內部網站和 Web 應用
程式。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orklink/.

WorkMail Amazon WorkMail 是受管、安全的商業電子郵件與行事曆服務，可支援現有的桌上
型電腦及行動裝置電子郵件用戶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orkmail/.

WorkSpaces Amazon WorkSpaces 是一種受管的安全桌面運算服務，用於佈建雲端桌面，並讓使
用者從支援的裝置存取文件、應用程式和資源 (p. 955)。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workspaces/.

WSDL Web 服務描述語言。一種語言，用於描述 Web 服務可以執行的操作，以及操作請求
和響應的語法。
See Also REST, SOAP.

X、Y、Z
X.509 憑證 使用 X.509 公開金鑰基礎結構 (PKI) 標準來驗證公開金鑰是否屬於中所述實體的數位

文件憑證 (p. 921)。

X-Ray AWS X-Ray是一種 Web 服務，會收集應用程式提供的請求相關資料。X-Ray 提供可
用於檢視及篩選該資料以獲取深入見解的工具，讓您能夠藉此識別問題與最佳化的機
會。
See Also https://aws.amazon.com/xray/.

微字節 (YIB) yotta 二進制字節的收縮。一個字節字節（YIB）是 2 ^ 80 或 
1,208,925,819，6,629，774,706，76 個字節。yottabyte (YB) 是 10 的 24 次方 
(10^24) 或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位元組。

澤比字節 (ZiB) 澤塔二進制字節的收縮。一個澤比字節（ZiB）是 2 ^ 70 或 
1,180,591,620,717，11,303,424 字節。zettabyte (ZB) 是 10 的 21 次方 (10^21) 或 
1,000,000,000,000,000,000,000 位元組。1,024 ZiB 是 微字節 (YIB) (p. 969)。

區域意識 OpenSearch 服務 (p. 948)：將叢集中的節點分配到相同區域中兩個可用區
域 (p. 919)的組態。區域感知有助於防止資料遺失，並在節點和資料中心故障時將
停機時間降至最低。如果啟用區域感知，執行個體計數中必須有偶數的資料執行個
體，而且還必須使用 Amazon OpenSearch 服務組態 API 為 OpenSearch 叢集複寫
資料。

版本 1.0
969



AWS 一般參考 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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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