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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特色

什麼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協助您將大型主機應用程式現代化為AWS受管理的執行階段環境。它提供工具和資
源，協助您規劃和實作移轉與現代化。您可以分析現有的大型主機應用程式、使用 COBOL 或 PL/I 進行開發
或更新，以及實作自動化管道，以持續整合和持續交付應用程式 (CI/CD)。您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在自動
重構和重新平台模式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您是協助客戶移轉大型主機工作負載的顧問，則可以在移轉和現代
化旅程的所有階段 (從初始規劃到移轉後雲端作業)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工具。

您可以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協助您有效率地為您的大型主機應AWS用程式建立和管理執行階段環境，
以及管理和監視現代化的應用程式。

主題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特色 (p. 1)
• 模式 (p. 2)
• 如何開始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p. 2)
• 相關服務 (p. 2)
• 存取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p. 3)
• 您第一次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嗎？ (p. 3)
• 定價 (p. 3)

Note

您是否曾與AWS大型主機移轉能力合作夥伴或AWS專業服務合作夥伴參與大型主機現代化專案？ 
如果沒有，我們強烈建議您為項目吸引專家。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能力合作夥伴
• AWS專業服務

大AWS型主機現代化的功能和使用案例支援進化現代化方法，透過改善敏捷性和大量後續最佳化和創新的機
會，從而提供短期的勝利。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現代化方法 (p. 32)。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特色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功能支援下列使用案例：

• 評AWS估：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評估功能可協助您評估、規劃移轉與現代化專案。
• 重構：由 Blu Age 提供支援，您可以使用重構來轉換舊版應用程式編程語言、建立巨型服務或微服務，以

及將使用者介面 (UI) 和應用程式軟體堆疊現代化。

AWS藍光見解現在可AWS Management Console透過單一登入取得。您不必再管理單獨的AWS藍光見解
憑據。您可以直接從訪問AWS藍光時代代碼庫和轉型中心功能AWS Management Console。

• 重新平台：由 Micro Focus 企業解決方案提供支援，您可以將應用程式移植到大部分應用程式原始碼重新
編譯而不做任何變更。

• 開發人員 IDE：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隨選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讓開發人員可以透過智慧型編輯與
偵錯、即時程式碼編譯和單元測試，更快速地撰寫程式碼。

• 受管理的執行階段：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受管理執行環境會持續監控您的叢集，透過自我修復運算和自動
化調整來保持企業工作負載的執行

1

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partner-solutions/
http://aws.amazon.com/professiona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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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持續整合與交付 (CI/CD)：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 CI/CD 功能可協助應用程式開發團隊更頻繁、更可靠地
進行程式碼變更，進而加速移轉速度、提升品質，並有助time-to-market於減少新的業務功能發佈。

• 與其他AWS服務整合：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AWS CloudFormationAWS PrivateLink，以及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可重複部署，以及更高的安全性與合規性。

• 擴充使用：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如需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modernization/ 
features/。

模式
由 Blu Age 提供支援的自動化重構模式專注於透過將完整的舊版應用程式堆疊及其資料層轉換為現代化 
Java 應用程式，同時保留功能等效性，以加速現代化。在此自動化轉換期間，它會建立具有角度為基礎的前
端、API 啟用 Java 後端以及存取現代資料存放區的資料層的多層應用程式。重構程序提供與舊版堆疊相同的
功能，以提高專案自動化，進而提高速度、品質和更低的成本，以便更快地實現業務利益。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由 Micro Focus Enterprise 套件提供支援的重新平台模式專注於保留應用程式語言、程式碼和成品，以便
將對應用程式資產和團隊的影響降到最低。它可以幫助客戶保持應用知識和技能。雖然應用程序的更改
是有限的，這種模式也有助於基礎設施和流程的現代化。基礎結構會變更為現代雲端託管服務，而程序會
變更為遵循應用程式開發和 IT 作業的最佳實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如何開始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試試看！AWS我們提供教學課程和範例應用程式，協助您瞭解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的功能。選擇教程：藍色
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p. 6)或以取得完整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p. 15)的step-by-step自學課
程。

如果您對自動重構感興趣，請查看 Blu Age 工具，網址為BluInsights。您也可以設定AppStream 2.0 來存取
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或微焦點企業分析器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工具。

教學課程和範例應用程式只能讓您瞭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所提供的功能。當您準備好開始現代化專案時，
請參閱以現代化方法 (p. 32)取得有關現代化專案階段和工作的詳細資訊。

相關服務
除了用於自動化重構的 Blu Insights 之外，您還可以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使用以下AWS服務。

• 用於託管您遷移的資料庫的亞馬遜 RDS。
• Amazon S3 用於存放應用程式二進位檔案和定義檔案。
• 用於存放應用程式資料的亞馬遜 FSx 或亞馬遜 EFS。
• 亞馬遜AppStream可以訪問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型焦點企業開發人員工具。
• AWS CloudFormation用於為移轉的應用程式設定 CI/CD 的自動化DevOps管道。
• AWS Migration Hub
• AWS DMS用於遷移您的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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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modernization/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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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存取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目前，您可以透過AWS主控台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存取大型主機現代化。如需提供AWS大
型主機現代化的區域清單，請參閱AWS 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參考.

您第一次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嗎？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建議您先閱讀下列章節：

• 入門 (p. 6)
• 正在設定 (p. 4)

定價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針對支援受管執行階段環境的執行個體使用量收費。此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
供一些工具，無需額外付費。您需負責支付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相關的其他AWS服務所產生的費用。 
AWS將在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任何價格變更生效前 30 天通知。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實現 
Mainframe ModernizationAWS。

使用AWS Blu 洞察，您需要支付轉型中心的使用費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定價。

3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m2.html
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
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
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modernization/pricing/
http://aws.amazon.com/mainframe-modernization/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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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AWS 帳戶

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您或您的管理員必須先完成一些步驟，才能開始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主題
• 註冊 AWS 帳戶 (p. 4)
• 建立管理使用者 (p. 4)

註冊 AWS 帳戶
如果您還沒有 AWS 帳戶，請完成下列步驟建立新帳戶。

註冊 AWS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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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註冊程序需接收來電，並在電話鍵盤輸入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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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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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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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您的 AWS 帳戶根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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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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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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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管理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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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說明，請參閱《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使用者指南》中的入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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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aws.amazon.com/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console-sign-in-tutorials.html#introduction-to-root-user-sign-in-tutoria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mfa_enable_virtual.html#enable-virt-mfa-for-root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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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使用者

以管理員的身分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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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有關如何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 使用者登入的說明，請參閱《AWS 登入 使用者指南》中的登入 
AWS 存取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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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iam-id-center-sign-in-tuto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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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藍色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入AWS門
若要開始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您可以遵循向您介紹服務和每個執行階段引擎的教學課程。

主題
• 教程：藍色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p. 6)
• 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p. 15)

如果您想繼續學習，也可以按照有關構建工具和 CI/CD 管道的教程進行操作。

• 教學課程：設定行星示範應用程式的組建 (p. 113)
• 教學課程：為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設定 Micro Focus 組建 (p. 127)
• 教學課程：設定 CI/CD 管道，以便與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搭配使用 (p. 133)

教程：藍色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本教學課程AWS說明如何將 Blu Age 現代化應用程式部署至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主題
• 先決條件 (p. 6)
• 步驟 1：上傳演示應用程序 (p. 6)
• 步驟 2：建立應用程式定義 (p. 7)
• 步驟 3：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p. 7)
• 步驟 4：建立應用程式 (p. 10)
• 步驟 5：部署應用程式 (p. 11)
• 步驟 6：啟動應用程式 (p. 12)
• 步驟 7：訪問應用程式 (p. 13)
• 步驟 8：測試應用程式 (p. 13)
• 清除資源 (p. 14)
• 下一步驟 (p. 14)

先決條件
要完成本教程，請下載演示應用程序歸檔 PlanetsDemo-v1.zip。

正在運行的演示應用程序需要一個新的瀏覽器訪問。無論您是從桌面還是從 Amazon 彈性運算雲端執行個體 
(例如 VPC 內) 執行此瀏覽器，都會決定您的安全設定。

步驟 1：上傳演示應用程序
將示範應用程式上傳至 Amazon S3 儲存貯體。請確定此值區與您要部署應用程式的AWS 區域位置相
同。下列範例顯示名為 Plansdemo 的值區，其中含有 key prefix 或資料夾 (名為 v1)，以及名為的歸
檔planetsdemo-v1.zip。

6

https://d3lkpej5ajcpac.cloudfront.net/demo/bluage/PlanetsDemo-v1.zip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步驟 2：建立應用程式定義

Note

值區中的資料夾為必要資料夾。

步驟 2：建立應用程式定義
若要將應用程式部署到受管理的執行階段，您需要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定義。此定義是描述應用程
式位置和設定的 JSON 檔案。下面的例子是這樣的演示應用程序定義的應用程序：

{ 
    "template-version": "2.0", 
    "source-locations":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planetsdemo", 
            "s3-key-prefix": "v1" 
        } 
    }], 
    "definition": { 
        "listeners": [{ 
            "port": 8196, 
            "type": "http" 
        }], 
        "ba-application": { 
            "app-location": "${s3-source}/PlanetsDemo-v1.zip" 
        } 
    }
} 
   

將s3-bucket項目變更為儲存範例應用程式 zip 檔案的值區名稱。

如需應用程式定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藍光時代的應用程序定義 (p. 47)。

步驟 3：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若要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時間環境，請執行下列列列表。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擇AWS 區域器中，選擇要在其中建立環境的區域。這AWS 區域必須與您在中建立 S3 儲存貯體的

區域相符步驟 1：上傳演示應用程序 (p. 6)。
3. 在「現代化大型主機應用程式」下，選擇「使用 Blu Age 重構」，然後選擇「開始使用」。

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步驟 3：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4. 在 [您想如何開始使用 AWS 大型主機現代化] 下，選擇 [部署和建立執行階段環境]。

5. 在左側導覽中，選擇「環境」，然後選擇「建立環境」。在 [指定基本資訊] 頁面上，輸入環境的名稱
和說明，然後確定已選取 AWS Blu Age 引擎。您可以將標籤新增至建立的資源。然後選擇 Next (下一
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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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6. 在 [指定組態] 頁面上，選擇 [獨立執行環境]。

7. 在 [安全性與網路] 底下，進行下列變更：

• 選擇「允許部署到此環境的應用程式可公開存取」。此選項會將公用 IP 位址指派給應用程式，以便您
可以從桌面存取該位址。

• 選擇 VPC。您可以使用預設值。
• 選擇兩個子網路。請確定子網路允許指派公用 IP 位址。
• 選擇安全性群組。您可以使用預設值。請確定您選擇的安全性群組允許從瀏覽器 IP 位址存取您在

應用程式定義內listener容中指定的連接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步驟 2：建立應用程式定
義 (p.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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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建立應用程式

如果要從所選 VPC 外部存取應用程式，請確定該 VPC 的輸入規則已正確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無法存取應用程式的 URL (p. 210)。

8. 選擇 Next (下一步)。
9. 在附加儲存空間-選用中，保留預設選項並選擇下一步。

10. 在 [排程維護] 中，選擇 [無偏好設定]，然後選擇 [下一步
11. 在 [檢閱並建立] 中檢閱資訊，然後選擇 [建立環境]。

步驟 4：建立應用程式
1. 導覽至中的 AWS 大型主機現代化AWS Management Conso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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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部署應用程式

2.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Create application (建立應用程式)。在 [指定基
本資訊] 頁面上，輸入應用程式的名稱和說明，並確定已選取 AWS Blu Age 引擎。然後選擇 Next (下一
步)。

3. 在 [指定資源和組態] 頁面上，複製並貼上更新的應用程式定義 JSON。

4. 在 [檢閱並建立] 中檢閱您的選擇，然後選擇 [建立應用程式]。

步驟 5：部署應用程式
在您成功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和應用程式，且兩者都處於 [可用] 狀態之後，您就可以將應
用程式部署到執行階段環境中。若要執行此動作，請執行下列步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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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啟動應用程式

1. 在AWS管理主控台中導覽至 AWS 大型主機現代化。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Environments (環境)。將會顯
示 [環境] 清單頁面。

2. 選擇先前建立的執行階段環境。將會顯示 [環境詳細資訊] 頁面。
3. 選擇部署應用程式。

4. 選擇先前建立的應用程式，然後選擇「部署」。

5. 等待應用程式完成部署。您會看到一個橫幅，其中顯示「應用程式已成功部署」訊息。

步驟 6：啟動應用程式
1. 導覽至「AWS 大型主機現代化」，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後選擇「應用程式」。
2. 選擇您的應用程式，然後移至部署。應用程式的狀態應為 [成功]。

3.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啟動應用程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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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訪問應用程式

步驟 7：訪問應用程式
1. 等待應用程式處於 [執行中] 狀態。您會看到一個橫幅，其中顯示「應用程式已成功啟動」訊息。
2. 複製應用程式 DNS 主機名稱。您可以在應用程式的 [應用程式資訊] 區段中找到此主機名稱。
3. 在瀏覽器中，導航到http://{hostname}:{portname}/PlanetsDemo-web-1.0.0/，其中：

• hostname是先前複製的 DNS 主機名稱。
• portname是您在中建立的應用程式定義中定義的 Tomcat 連接埠步驟 2：建立應用程式定

義 (p. 7)。

會出現「JICS」畫面。

如果您無法存取應用程式，請參閱無法存取應用程式的 URL (p. 210)。

步驟 8：測試應用程式
在此步驟中，您會在移轉的應用程式中執行交易。

1. 在 JICS 畫面上，在輸入欄位PINQ中輸入，然後選擇「執行」(或按 Enter) 以啟動應用程式交易。

應該會出現示範應用程式畫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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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2. 在對應的欄位中輸入行星名稱，然後按 Enter。

你應該看到關於這個星球的細節。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針對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將其刪除。若要執行此動作，請執行下列列動作。

• 如果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仍在執行中，請停止它。
• 刪除 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6)。
• 刪除執行時間環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61)。

下一步驟
若要進一步了解，您可以瀏覽下列自學課程：

• 教學課程：設定行星示範應用程式的組建 (p. 1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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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本教學課程AWS說明如何使用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引擎，在大型主機現代化管理的執行階段環境中部署
及執行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示 BankDemo 例應用程序是一個簡化的銀行應用程序，類似於銀行員
工可能用來檢查客戶帳戶餘額，轉移資金或計算貸款成本的應用程序。在教學課程中，您會在其他中建立
資源AWS 服務。這些措施包括亞馬遜簡單存儲服務，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或 Amazon 
Aurora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和AWS Secrets Manager.

主題
• 先決條件 (p. 15)
• 步驟 1：建立資料庫 (p. 15)
• 步驟：建立和設定AWS KMS key (p. 16)
• 步驟：建立和設定AWS Secrets Manager資料庫秘密 (p. 16)
• 步驟：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p. 17)
• 步驟：建立應用程式 (p. 20)
• 步驟：部署應用程式 (p. 23)
• 步驟：匯入資料集 (p. 24)
• 步驟：開始應用程式 (p. 27)
• 步驟 9：Connect 至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 (p. 28)
• 清除資源 (p. 30)
• 後續步驟 (p. 31)

先決條件
開始教學課程之前，請確定您已完成下列先決條件：

• 下載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將其解壓縮，然後將檔案上傳到 Amazon S3 中的儲存貯體。請確定儲存
貯體位於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相同的區域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設定和使用 Amazon S3 儲
存貯體。

• 下載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尋找應用程式資料所需的型錄檔案，將其解壓縮，然後將其上傳到 Amazon 
S3 儲存貯體，例如s3://m2-tutorial。

• 確定您有CREATEDB許可。

步驟 1：建立資料庫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在 Amazon Review (Amazon RDS) 中建立 PostgreSQL 資料庫 在教學課程中，此資料
庫包含 BankDemo範例應用模組用於客戶作業的資料集，例如檢查餘額或拋轉資金。

若要在 Amazon RDS 中建立資料庫

1. 若要建立資料庫，請按 Amazon RDS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 PostgreSQL 資料庫
2. 建立資料庫後，請按如下方式對其設定：

• 建立自訂參數群組。遵循建立資料庫參數群組中的指示進行。
• 將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參數值變更為 100。遵循資料庫參數群組中的資料庫參數群組中

的參數操作。
• 將您的自訂參數群組與資料庫建立關聯。遵循資料庫參數群組與資料庫執行個體建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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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參數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參數群組。

若要在 Aurora 中建立資料庫

1. 若要建立資料庫叢集，請按 Amazon Aurora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資料庫叢集並連線至 Aurora 
PostgreSQL 資料庫叢集上的資料庫叢集並連線至 Aurora PostgreSQL 資料庫

2. 建立資料庫後，請按如下方式對其設定：

• 建立自訂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遵循建立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中的指示操作。
• 將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參數值變更為 100。遵循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中的參數操作。
• 將您的自訂參數群組與資料庫建立關聯。遵循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參數群組與資料庫叢集建立關聯。

如需參數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參數群組。如需資料庫叢集參數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資
料庫叢集參數群組。

步驟：建立和設定AWS KMS key
若要安全地儲存您為本教學建立的 Amazon RDS 或 Aurora 資料庫執行個體的登入資料，請在中建立資料庫
密碼AWS Secrets Manager。若要在秘密管理員中建立資料庫密碼，請建立AWS KMS key.

若要建立 KMS 金鑰，請依照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開發人員指南中的建立金鑰中的步驟進行。

若要授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解密權限，請更新金鑰原則。新增原則陳述式，如下所示：

{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Service" : "m2.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Decrypt", 
        "Resource" : "*"
} 
     

步驟：建立和設定AWS Secrets Manager資料庫秘密
若要在 Secrets Manager 中建立資料庫密碼以儲存資料庫的認證，請依照AWS Secrets Manager使用者指
南中的建立密碼中的步驟執行。指定您在之前步驟中為加密金鑰建立的金鑰。

在金鑰建立程序期間，選擇 [資源權限-選用]，然後選擇 [編輯權限]。在編輯器中，新增以資源為基礎的策
略，如下所示，以擷取加密欄位的內容。

{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Service" : "m2.amazonaws.com" 
    }, 
    "Action" : "secretsmanager:GetSecretValue",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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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RDS/latest/UserGuide/USER_WorkingWithParamGrou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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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選擇 Save (儲存)。

步驟：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

2. 在「將大型主機應用程式現代化」下，選擇「使用 Micro Focus 重新平台」，然後選擇「開始使用」。
3. 在 [開始使用] 頁面的 [您想如何開始使用 AWS 大型主機現代化？] 下方 ，選擇 [部署]。然後，在「部

署」區段中，選擇「建立執行階段環境」。
4. 選擇 Continue (繼續)。

5. 指定執行階段環境的名稱，例如「教學課程」。選擇 Next (下一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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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6. 在可用性下，選擇高可用性叢集。在 [資源] 底下，選擇 [M2.c5.large] 或 [M2.m5.large] 做為執行個體類
型，以及您想要的執行個體數目。您最多可以指定兩個例證。在 [安全性與網路] 底下，確定您至少選擇
兩個子網路，然後選擇 [允許部署到此環境的應用程式可公開存取]。然後選擇 Next (下一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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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建立執行時間環境

7. 在 [附加儲存空間] 頁面上，選擇 [下一步
8. 在 [檢閱並建立] 頁面上，複查您為程式實際執行環境提供的所有組態，然後選擇 [建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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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建立應用程式

當您建立環境之後，會出現一個橫幅Environment name was created successfully，並且 [狀態] 
欄位會變更為 [可用]。環境建立程序最多需要兩分鐘的時間。

步驟：建立應用程式
1.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然後選擇創建應用程序。

2. 在 [建立應用程式] 頁面的 [指定基本資訊] 下，輸入BankDemo應用程式名稱，並確定已選取 Micro 
Focus。然後選擇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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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建立應用程式

3. 在 [指定資源和組態] 下，選擇指定應用程式定義的方式。您可以使用內嵌編輯器，或在 S3 儲存貯體中
指定應用程式定義 JSON 檔案。將應用程式定義貼上或輸入檔案，或提供 Amazon S3 位置。然後選擇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使用下列範例應用程式定義檔案。請務必將 S3 儲存貯體$s3_bucket和$s3-key-prefix上
傳 BankDemo 範例檔案的資料夾取代和正確的值。您之前建立secret-manager-arn的 Secrets 
Manager 秘密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 
  "template-version": "2.0", 
  "source-locations":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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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my-bankdemo-bucket", 
        "s3-key-prefix": "v1" 
      } 
    } 
  ], 
  "definition": { 
    "listeners": [ 
      { 
        "port": 6000, 
        "type": "tn3270" 
      } 
    ], 
    "dataset-location": { 
      "db-locations": [ 
        { 
          "name": "Database1",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Region:123456789012:secret:PostgreSQL_database-1-n0A0BC" 
        } 
      ] 
    }, 
    "batch-settings": { 
      "initiators": [ 
        { 
          "classes": ["A","B"], 
          "description": "initiator_AB...." 
        }, 
        { 
          "classes": ["C","D"], 
          "description": "initiator_CD...." 
        } 
      ], 
      "jcl-file-location": "${s3-source}/jcl" 
    }, 
    "cics-settings": { 
      "binary-file-location": "${s3-source}/transaction", 
      "csd-file-location": "${s3-source}/RDEF", 
      "system-initialization-table": "BNKCICV" 
    }, 
    "xa-resources": [ 
      { 
        "name": "XASQL",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Region:123456789012:secret:PostgreSQL_database-1-n0A0BC", 
        "module": "${s3-source}/xa/ESPGSQLXA64.so" 
      } 
    ] 
  }
} 
                 

Note

此檔案可能會有所變更。

如需應用程式定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Micro Focus 應用定義 (p. 50)。
4. 在 Re view 並建立頁面上，檢閱您提供的資訊，然後選擇 Create 應用程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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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部署應用程式

當您建立您的環境時，會出現一個橫幅，上面寫著Application name was created successfully。
「狀態」字段會變更為「可用」。

步驟：部署應用程式
1.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應用程式，然後選擇「應用程式」BankDemo。選擇動作，然後選擇部署應用程

式。

23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步驟：匯入資料集

2. 選擇您先前建立的環境 (例如教學課程)，然後選擇 [部署]。

成功部署 BankDemo 應用程式時，狀態會變更為 [就緒]。

步驟：匯入資料集
1.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應用程式，然後選擇「應用程式」BankDemo。選擇「資料集」頁標。然後選擇您

要指定資料集的資料集。您可以在 S3 儲存貯體中使用資料集組態 JSON 檔案，或個別指定資料集組態
值。

2. 針對下列每個資料集，完成以下步驟：

• 選擇 [新增項目]。
• 指定資料集名稱和位置。

以包含目錄資料的 S3 儲存貯體名稱取$S3_DATASET_PREFIX代，例
如S3_DATASET_PREFIX=s3://m2-tutorial/catalog。

Note

請務必指定 S3 儲存貯體名稱，而不是儲存貯體 ARN。請勿指定值區中資源的絕對路徑。
• 選擇 Submit (提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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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位置 外部 Amazon S3 位置

MFI01V.MFIDEMO.BNKACC sql://
ESPACDatabase/VSAM/
MFI01V.MFIDEMO.BNKACC.DAT?
folder=/DATA

$S3_DATASET_PREFIX/
data/
MFI01V.MFIDEMO.BNKACC.DAT

MFI01V. 米菲德莫. sql://
ESPACDatabase/VSAM/
MFI01V.MFIDEMO.BNKATYPE.DAT?
folder=/DATA

$S3_DATASET_PREFIX/
data/
MFI01V.MFIDEMO.BNKATYPE.DAT

米菲德莫克斯科特 sql://
ESPACDatabase/VSAM/
MFI01V.MFIDEMO.BNKCUST.DAT?
folder=/DATA

$S3_DATASET_PREFIX/
data/
MFI01V.MFIDEMO.BNKCUST.DAT

MFI01V. 博客幫助 sql://
ESPACDatabase/VSAM/
MFI01V.MFIDEMO.BNKHELP.DAT?
folder=/DATA

$S3_DATASET_PREFIX/
data/
MFI01V.MFIDEMO.BNKHELP.DAT

MFI01V.MFIDEMO.BNKTXN sql://
ESPACDatabase/VSAM/
MFI01V.MFIDEMO.BNKTXN.DAT?
folder=/DATA

$S3_DATASET_PREFIX/
data/
MFI01V.MFIDEMO.BNKTXN.DAT

您也可以在 JSON 檔案中指定資料集組態，例如下列項目中指定資料集組態。該文件顯示了所有必需
的數據集。以包含目錄資料的 S3 儲存貯體名稱取$S3_DATASET_PREFIX代，例如m2-tutorial/
catalog。

{ 
    "dataSets":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ACC",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9, 
                            "offset": 5 
                        } 
                    } 
                }, 
                "recordLength": { 
                    "min": 200, 
                    "max": 2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ACC.D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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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ATYPE",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1,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100, 
                    "max": 1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ATYPE.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CUST",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5,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250, 
                    "max": 25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CUST.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HELP",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8,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83, 
                    "max":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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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HELP.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TXN",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16, 
                            "offset": 26 
                        } 
                    } 
                }, 
                "recordLength": { 
                    "min": 400, 
                    "max": 4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TXN.DAT" 
            } 
        } 

    ]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完成資料集匯入後，[狀態] 欄位會變更為 [已完成]。等到失敗的記錄數為零。

步驟：開始應用程式
•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應用程式，然後選擇「應用程式」BankDemo。選擇動作，然後選擇啟動應用程

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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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Connect 至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

當 BankDemo 應用程序開始成功運行時，會出現一個橫幅，顯示Application name  was started 
successfully。「狀態」字段會變更為「可用」。

步驟 9：Connect 至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
連線之前，請確定您為應用程式指定的 VPC 和安全性群組與您套用至網路介面的 VPC 和安全性群組相同。

若要設定 TN3270 連線，您也需要網路介面的 DNS 主機名稱。若要找出要設定的 DNS 主機名稱，請完成下
列步驟：

1. 開啟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然後選擇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您要顯示其詳細資訊頁面的應用程式。
3. 請注意 DNS 主機名稱下的字元字串。

Note

若要確保 Network Load Balancer 不會靜默中斷連線，請將 TN3270 終端機上的 keepalive 設定設
定至少 180 秒。

繼續連線至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如下所示：

1. 啟動終端機模擬器。本教程使用微型焦點倫巴 +。

2. 選擇連線，然後選擇設定，然後選擇 TN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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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Connect 至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

若要新增先前所述的 DNS 主機名稱位址，請選擇 [插入]，然後6000為 Telnet 連接埠指定。

3. 輸入銀行交易名稱。

4. 輸入使B0001用者名稱和A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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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5. 成功登入後，您可以瀏覽 BankDemo應用程式。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針對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將其刪除，以避免額外費用。若要這樣做，請完成下列步
驟：

• 如有必要，請停止 BankDemo 應用程式。
• 刪除 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6)。
• 刪除執行時間環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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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 S3 儲存貯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S3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儲
存貯體。

• 刪除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 KMS 金鑰和 Secrets Manager 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 KMS金
鑰和刪除密碼。

• 刪除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料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資料庫執行個體。

後續步驟
如接下來的步驟，請參閱下列資源：

• 若要瞭解如何為現代化應用程式設定組建，請參閱教學課程：為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設定 Micro 
Focus 組建 (p. 127)

• 若要瞭解如何為現代化應用程式設定 CI/CD 管道，請參閱教學課程：設定 CI/CD 管道，以便與微焦點企業
開發人員搭配使用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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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現代化方法
遷移是複雜的，有許多變量。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了一種進化方法，通過提高靈活性，並提供大量機會
以後優化和創新，從而提供了一些短期的勝利。此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有助於簡化旅程，並且仍然尊重
客戶公司和業務的詳細資訊。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的兩個主要方法是自動重構或重新平台。選擇哪一個
取決於您的客戶的情況。

自動重構使用 Blu Age 工具自動將代碼，數據和依賴關係轉換為現代語言，數據存儲和框架，同時保證具有
相同業務功能的功能等效性。

重新平台使用 Micro Focus 工具將大型主機工作負載轉換為上的敏捷服務AWS。

您可以分階段思考現代化的旅程。第一階段包括三個階段：評估、動員和遷移和現代化。下一個階段包括操
作和優化階段，您可以在其中找出更多創新機會。

主題
• 評估 (p. 32)
• 動員 (p. 32)
• 遷移和現代化階段 (p. 32)
• 操作和優化相位 (p. 33)

評估
在最高層級中，「評估」階段會查看您是否已準備好移轉。您定義一個商業案例，然後通過研討會和沉浸式
的一天（演示和實驗室）來教育您的團隊AWS。研討會和沉浸日解決不同的主題。這些工作是在AWS大型主
機現代化之外進行的。

動員
在 Mobilize 階段，您可以啟動專案，然後執行探索程序，從您的大型主機應用程式擷取資料並將其導入移轉
工具。您可以識別要移轉的應用程式，然後選取一些要試驗的應用程式。您可以調整商業案例、撰寫移轉計
劃，並決定要如何處理安全性與合規性、帳戶治理和營運模式。您可以與團隊中合適的人員一起建立卓越的
雲端中心。你運行飛行員並記錄你學到的東西。您可以優化您的移轉計劃和商業案例。其中許多工作都是在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之外進行的。

遷移和現代化階段
「遷移和現代化」階段適用於每個應用程式，包括指派人員、執行深入探索、找出正確的應用程式架構
AWS、設定應用程式執行階段環境、重新組織或重構程式碼、與其他系統整合，當然還有測試。在階段結束
時，您將重新整理或重構的應用程式部署到生產環境中，然後切換到 AWS 上的新系統。這些工作大部分或
全部都是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其他AWS服務或大AWS型主機現代化提供存取權的工具中執行。

如果您想使用自動重構，請參閱 Blu 見解。 AWS藍光見解現在可AWS Management Console透過單一登入
取得。您不必再管理單獨的AWS藍光見解憑據。您AWS可以直接從AWS Management Console.

若要將資料從大型主機移轉到AWS，我們建議使用AWS SCT和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什麼是 AWS 結 Schema Conversion Tool？ AWSSchema Conversion Tool 使用者指南和什麼
是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在《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使用者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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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優化相位

操作和優化相位
在「操作和最佳化」階段中，您可以專注於監控已部署的應用程式、管理資源，以及確保安全性和合規性是
最新的。您還可以評估將移轉的工作負載最佳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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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應用程式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應用
如果您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新手，請參閱下列主題來開始：

• 什麼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1)
• 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
• 教程：藍色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p. 6)
• 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p. 15)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應用程式包含已移轉的大型主機工作負載。此應用程式類似於大型主機上的工作
負載，並與執行階段環境相關聯。您可以將批次檔案和資料集新增至應用程式，並在應用程式執行時監視
它們。您可以為移轉的每個工作負載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當您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
用程式時，您可以指定應用程式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執行的引擎。如果您使用的是自動重構模式，請選擇 Blu 
Age，如果您使用的是重構模式，請選擇 Micro Focus。

主題
• 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4)
• 部署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5)
• 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5)
• 從環境中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6)
• 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6)
• 提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批次工作 (p. 37)
• 匯入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資料集 (p. 37)
• 為移轉的應用程式建立AWS資源 (p. 38)
• 設定重構應用程式公用程式的存取權 (p. 41)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定義參考 (p. 46)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料集定義參考 (p. 54)

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建立應用程式
建立應用程式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擇AWS 區域器中，選擇您建立應用程式的區域。
3. 在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 Create application (建立應用程式)。
4. 在 [指定基本資訊] 頁面的 [名稱和說明] 區段中，輸入應用程式的名稱。
5. (選用) 在應用程式說明欄位中，輸入應用程式的說明。此描述可以協助您和其他使用者識別應用程式的

目的。
6. 在「引擎類型」區段中，選擇「藍光時代」進行自動重構，或選擇 Micro Focus 進行重構。
7. 如果您要使用客戶管理的金鑰，請在「KMS 金AWS KMS鑰」區段中選擇「自訂加密設定」。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的靜態資料加密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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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應用程式

Note

根據預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使用大型AWS主機現代化為您擁有和管理的AWS KMS金鑰
來加密您的資料。但是，您可以選擇使用客戶管理的AWS KMS金鑰。

8. (選擇性) 依名稱或 Amazon 資源名稱 (ARN) 選擇金AWS KMS鑰，或選擇建立AWS KMS金鑰以移至
AWS KMS主控台並建立新AWS KMS金鑰。

9. (選擇性) 在「標記」區段中，選擇「新增標記」，將一或多個應用程式標記新增至您的應用程式。應用
程式標籤是一種自訂屬性標籤，可以協助您組織和管理您的AWS資源)。

10. 選擇 下一步。
11. 在 [資源和設定] 區段中，使用內嵌編輯器輸入應用程式定義。或者，選擇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使

用應用程式定義 JSON 檔案，並提供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定義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藍光時代的
應用程序定義 (p. 47)或Micro Focus 應用定義 (p. 50)。

12. 選擇 下一步。
13. 在 [複查並建立] 頁面上，複查您輸入的資訊，然後選擇 [建立應用程式]。

部署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部署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部署應用程式
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之後，您必須將其部署到執行階段環境才能執行。當您部署應用程式時，
您實際上會部署特定版本的應用程式。這個應用程序有自己的應用程序定義。若要重新部署不同的應用程式
版本，您必須先從執行階段環境刪除現有的應用程式部署。

若要部署應用程式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擇AWS 區域器中，選擇您建立應用程式的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您要部署的應用程式。
4.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部署應用程式。
5. 在「環境」段落中，選擇您要執行應用程式的程式實際執行環境。
6. 選擇 部署 。

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來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更新應用程式
一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可以有多個版本，每個版本都有自己的應用程式定義。若要更新應用程
式，請提供新的應用程式定義。這會建立新版本的應用程式。

更新應用程式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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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境中刪除應用程式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建立您要更新之應用程式的「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您希望更新的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訊頁面的 [目前定義] 區段中，選擇 [編輯] 以更新目前的應用程式定義。
5. 在 [更新應用程式] 頁面上，使用內嵌編輯器更新目前的應用程式定義。

或者，選擇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使用應用程式定義 JSON 檔案，並提供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定義
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藍光時代的應用程序定義 (p. 47)或Micro Focus 應用定義 (p. 50)。

6. 完成應用程式定義更新後，請選擇更新。

Note

更新應用程式之後，您必須再次部署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
式 (p. 35)。

從環境中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從環境中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從環境中刪除應用程式
如果您需要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且該應用程式正在執行，請務必先將其停止。您可以在 [應
用程式] 頁面上查看應用程式狀態。

欲從環境中刪除應用程式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您要從環境中刪除的應用程式建立的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要從環境中刪除的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動作]。
4. (選擇性) 如果應用程式的狀態為Running，請選擇停止應用程式。
5. 選擇「從環境中刪除」。

刪除程序會即刻開始。

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刪除應用程式
如果您需要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且該應用程式正在執行，請務必先將其停止。您可以在 [應
用程式] 頁面上查看應用程式狀態。

欲刪除應用程式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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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應用程式的批次工作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建立您要刪除之應用程式的「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您要刪除的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動作]。
4. (選擇性) 如果應用程式的狀態為Running，請選擇停止應用程式。
5. 選擇 Delete Application (刪除應用程式)。
6. 在 [刪除應用程式] 視窗中，輸入delete以確認您要刪除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刪除]。

提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批次工作
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您可以提交應用程式的批次工作。您可以提交或取消批次工作，以及檢閱有關批
次工作執行的詳細資訊。每次提交批次工作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都會建立個別的批次工作執行。您可以
監控此任務執行。您可以依名稱搜尋批次工作，並將 JCL 或命令檔提供給批次工作。

Important

如果您取消批次處理工作，則不會刪除工作。它取消批處理作業的特定執行。批次工作記錄仍可供
您檢視批次工作執行的詳細資料。

如果批次工作需要存取一或多個資料集，請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或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匯入資料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資料
集 (p. 37)。

這些指示假設您已完成中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的步驟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
式 (p. 34)。

提交批次任務
提交批次任務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您要提交批次工作之應用程式的建立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您要送出批次工作的應用程式。

Note

在將批次任務送出應用程式之前，您必須成功部署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訊頁面上，選擇 Batch 工作。
5. 選擇 Submit job (提交任務)。
6. 在「選取指令碼」區段中，選擇指令碼。您可以依名稱來搜尋所需的指令碼。
7. 選擇 Submit job (提交任務)。

匯入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資料集
透過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您可以匯入資料集以搭配應用程式使用。您可以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存放
的 JSON 檔案中指定資料集，也可以分別指定資料集組態值。匯入資料集之後，您可以檢閱匯入任務的詳細
資訊，以確認您想要的資料集已匯入。應用程式的所有目錄資料集會一起列在主控台中。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匯入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資料集。

這些指示假設您已完成中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的步驟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
式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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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資料集 

匯入資料集
匯入資料集的步驟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建立您要匯入資料集之應用程式的「區域」。
3. 在 [應用程式] 頁面上，選擇您要匯入資料集的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訊頁面上，選擇 [資料集]。
5. 選擇 Import (匯入)。
6. 執行下列任意一項：

• 選擇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的 JSON 檔案，並提供資料集組態 JSON 檔案的位置。
• 選擇「個別指定資料集組態值」，然後選擇「新增項目」。

輸入每個資料集組態值的名稱、位置和外部 Amazon S3 位置。
7. 選擇 Submit (提交)。

為移轉的應用程式建立AWS資源
若要在中執行移轉的應用程式AWS，您必須使用其他AWS資源建立一些資源AWS 服務。您必須建立的資源
包括：

• 用於存放應用程式程式碼、組態、資料檔案和其他必要成品的 S3 儲存貯體。
• 用於保存應用程式所需資料的 Amazon RDS 或 Amazon Aurora 資料庫。
• 和AWS KMS key, 這是需AWS Secrets Manager要通過創建和存儲秘密.
• 保存資料庫認證的秘 Secrets Manager 理員。

Note

每個移轉的應用程式都需要自己的一組這些資源。這是一個最小的設置。您的應用程式可能還需要
其他資源，例如 Amazon Cognito 秘密或 MQ 佇列。

所需的許可
請確定您具有下列許可：

• s3:CreateBucket, s3:PutObject
• rds:CreateDBInstance
• kms:CreateKey
• secretsmanager:CreateSecret

Amazon S3 儲存貯體
重構和重組的應用程式都需要 S3 儲存貯體，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設定：

bucket-name/root-folder-name/applicatio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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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時代重構應用的應用結構

bucket-name

Amazon S3 命名限制範圍內的任何名稱。建議您將AWS 區域名稱納入值區名稱中。請確定您在計劃部
署已遷移應用程式的相同區域中建立儲存貯體。

root-folder-name

符合應用程式定義 (您建立為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一部分) 中限制所需的名稱。您可以使root-
folder-name用區分應用程式的不同版本，例如 V1 和 V2。

application-name

移轉應用程式的名稱，例如， PlanetsDemo 或 BankDemo。

藍光時代重構應用的應用結構
如果您使用 Blu Age 重構模式，則 Blu Age 運行時引擎會在 S3 存儲桶中的application-name文件夾內預
期以下結構：

config

包含專案的 YAML 檔案。這些是您的應用程式專屬的 YAML 檔案，通常會命名為大型主機現代化提
供application-planetsdemo.yaml並自動為您設定的application-main.yaml檔案類似，而不
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和設定的檔案。

小/SQL

包含為您的應用程式初始化 JICS 資料庫的initJics.sql指令碼。
指令碼

選用。包含應用程式指令碼，您也可以直接在war檔案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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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應用

包含應用程式的war檔案，這些檔案是現代化程序的輸出。

資料庫
重構和重組的應用程式都可能需要資料庫。您必須根據每個執行階段引擎的特定需求建立、設定和管理
資料庫。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此資料庫傳輸中的加密。如果您在資料庫上啟用 SSL，請確定您在資
料庫密碼sslMode中指定以及資料庫的連線詳細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crets Manager秘
密 (p. 40)。

如果您使用藍光時代重構模式，並且需要 BluSam 資料庫，則 Blu Age 執行階段引擎需要一個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 資料庫，您必須建立、設定和管理這些資料庫。該 BluSam 數據庫是可選的。只有在您
的應用程式需要時才建立此資料庫。若要建立資料庫，請依照 Amazon Aurora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 Amazon 
Aurora 資料庫叢集中的步驟執行。

如果您使用的是微型焦點重新平台模式，則可以建立 Amazon RDS 或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 資料
庫。若要建立資料庫，請依照 Amazon RDS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 Amazon RDS 資料庫執行個體中的步驟，
或在 Amazon Aurora 使用者指南中建立 Amazon Aurora 資料庫叢集中的步驟執行。

對於這兩個執行階段引擎，您都必須將資料庫認證儲存在AWS Secrets Manager使用AWS KMS key來加密
它們。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金鑰
您必須將應用程式資料庫的認證安全地儲存在中AWS Secrets Manager。若要在 Secrets Manager 中建立
秘密，您必須建立AWS KMS key. 若要建立 KMS 金鑰，請依照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開發人員指
南中的建立金鑰中的步驟進行。

建立金鑰之後，您必須更新金鑰原則，以授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解密權限。新增下列政策陳述式：

{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Service" : "m2.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Decrypt", 
   "Resource" : "*" 
   } 
     

AWS Secrets Manager秘密
您必須將應用程式資料庫的認證安全地儲存在中AWS Secrets Manager。若要建立密碼，請遵循《AWS 
Secrets Manager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資料庫密碼中的步驟進行操作。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此資料庫傳輸中的加密。如果您在資料庫上啟用 SSL，請確定您在資料庫密
碼sslMode中指定以及資料庫的連線詳細資訊。您可以為下列其中一個值指定sslMode：verify-
fullverify-ca、或disable。

在金鑰建立程序期間，選擇 [資源權限-選用]，然後選擇 [編輯權限]。在策略編輯器中，新增以資源為基礎的
策略，如下所示，以擷取加密欄位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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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Service" : "m2.amazonaws.com" 
   }, 
   "Action" : "secretsmanager:GetSecretValue", 
   "Resource" : "*" 
   }      
     

設定重構應用程式公用程式的存取權
當您使用 Blu Age 重構大型主機應用程式時，如果您的應用程式依賴於它們，您可能需要為各種舊版平台
公用程式 (例如 IDCAMS、INFUTILB、SORT 等) 提供支援。Blu Age 重構通過與現代化應用程序一起部署
的專用 Web 應用程序提供了此訪問權限。此 Web 應用程式需要您必須提供的組態檔案。application-
utility-pgm.yml如果您未提供此設定檔，則 Web 應用程式無法與您的應用程式一起部署，因此無法使
用。

本主題說明您可以在application-utility-pgm.yml組態檔案中指定的所有可能屬性及其預設值。本主
題說明必要和選用的屬性。下面的例子是一個完整的配置文件。它會依照我們建議的順序列出屬性。您可以
使用此範例做為自己組態檔案的起點。

 # If the datasource support mode is not static-xa, spring JTA transactions 
 autoconfiguration must be disabled 
 spring.jta.enabled : false 
 logging.config : classpath:logback-utility.xml 
  
 # Encoding 
 encoding : cp1047 
  
 # Encoding to be used by INFUTILB and DSNUTILB to generate and read SYSPUNCH files 
 sysPunchEncoding : cp1047 
  
 # Utility database access 
 spring.aws.client.datasources.primary.secret: `arn``:``aws``:``secretsmanager``:``us``-
``west``-``2``:``111122223333``:``secret``:``business``-``FfmXLG` 
  
 treatLargeNumberAsInteger : false 
  
 # Zoned mode : valid values = EBCDIC_STRICT, EBCDIC_MODIFIED, AS400  
 zonedMode : EBCDIC_STRICT 
  
 jcl.type : mvs 
  
 # Unload properties  
 # For date/time: if use database configuration is enabled, formats are ignored 
 # For nbi; use hexadecimal syntaxe to specify the byte value 
 unload: 
 sqlCodePointShift: 384 
 nbi: 
 whenNull: "6F" 
 whenNotNull: "00" 
 useDatabaseConfiguration: false 
 format: 
 date: MM/dd/yyyy 
 time: HH.mm.ss 
 timestamp: yyyy-MM-dd-HH.mm.ss.SSSSSS 
 chunkSize:500 
 fetchSize: 500 
 varCharIsNull: false 
 columnFille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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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ad properties  
 # Batch size for DSNUTILB Load Task 
 load: 
 sqlCodePointShift: 384 
 batchSize: 500 
 format: 
 localDate: dd.MM.yyyy|dd/MM/yyyy|yyyy-MM-dd 
 dbDate: yyyy-MM-dd 
 localTime: HH:mm:ss|HH.mm.ss 
 dbTime: HH:mm:ss 
  
 table-mappings: 
 TABLE_1_NAME : LEGACY_TABLE_1_NAME 
 TABLE_2_NAME : LEGACY_TABLE_2_NAME
 

組態屬性
您可以在組態檔案中指定下列屬性。

春天. 啟用

選用。控制是否啟用 JTA 支援。對於公用程式，建議您設定此值至false。

spring.jta.enabled : false

記錄. 配置

必要。指定專用記錄器組態檔的路徑。建議您使用名稱，logback-utility.xml並提供此檔案做為
現代化應用程式的一部分。組織這些文件的常用方法是將所有記錄器配置文件放在同一個位置，通常
在包含 yaml 配置文件的文件夾中的子/config/logback文件夾中。/config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Logback 文件中的第 3 章：登入設定。

logging.config : classpath:logback-utility.xml

編碼

必要。指定公用程式使用的字元集。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您從 z/OS 平台移轉時，此字元集是 EBCDIC 
變體，而且應該符合針對現代化應用程式設定的字元集。如果未設定，則預設值為ASCII。

encoding : cp1047

sysPunchEncoding

選用。指定字元集，該字元集和文字母使用來產生和讀取 SYSPENCH 檔案。如果您依原樣使用舊版平
台上的 SYSPENCH 檔案，則此值應該是 EBCDIC 變體。如果未設定，則預設值為ASCII。

sysPunchEncoding : cp1047

主資料來源組態
某些與資料庫相關的公用程式 (例如 LOAD 和 UNLOAD) 需要透過資料來源存取目標資料庫。與AWS大型主
機現代化中的其他資料來源定義一樣，此存取需要您使用AWS Secrets Manager。指向「密碼管理員」中適
當密碼的屬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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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 數據搜索. 主要. 秘密

選用。指定秘 Secrets Manager 中包含資料來源屬性的密碼。

spring.aws.client.datasources.primary.secret: datasource-secret-ARN

用戶端. 資料搜尋. 主要的 .db 名稱

選用。指定目標資料庫名稱，如果資料庫名稱不是直接在資料庫密碼中提供的，並使用dbname屬性。

spring.aws.client.datasources.primary.dbname: target-database-name

treatLargeNumberAsInteger

選用。與 Oracle 資料庫引擎的特定資訊和 DSNTEP4 公用程式使用情況相關。如果您將此旗標設定為 
true，則來自 Oracle 資料庫的大數字 (NUMBER (38,0)) 會被視為整數。預設：false

treatLargeNumberAsInteger : false

分區模式

選用。設定編碼或解碼分區資料類型時使用的分區模式。此設定會影響符號數字的表示方式。有效值如
下：
• 嚴格：預設值。使用嚴格的標誌處理定義。根據字元集是 EBCDIC 還是 ASCII，符號數字表示會使用

下列字元：
• 對應於 bytes (Cn+Dn) 以表示正數和負數範圍 (+0-0至+9-9) 的 EBCDIC 字元。字符顯示

為{，A到I}，J到R
• 對應於位元組 (3n+7n) 的 ASCII 字元，代表正數和負數範圍 (+0-0至+9、到-9)。字元會顯示

為0「p至」9y
• 已修改：使用修改後的定義進行符號處理。對於 EBDIC 和 ASCII，相同的字符列表代表符號數字，

即+9映射+0A到{ +I 和-0-9映射J到} +R。 \
• AS400：用於來自 iSeries (AS400) 平台的現代化舊資產。

zonedMode:EBCDIC_STRICT

jcl.type

選用。指出現代化 JCL 命令檔的舊版類型。IDCAMS 公用程式會使用此設定來調整傳回碼，如果叫用 
JCL 的類型vse。有效值如下：
• mvs(預設值)
• vse

jcl.type : mvs

資料庫卸載公用程式相關屬性
使用這些性質來規劃將資料庫表格卸載至資料集的公用程式。下列所有屬性是選用的。

此範例顯示所有可能的卸載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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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load properties  
 # For date/time: if use database configuration is enabled, formats are ignored 
 # For nbi; use hexadecimal syntaxe to specify the byte value 
 unload: 
 sqlCodePointShift: 0 
 nbi: 
 whenNull: "6F" 
 whenNotNull: "00" 
 useDatabaseConfiguration: false 
 format: 
 date: MM/dd/yyyy 
 time: HH.mm.ss 
 timestamp: yyyy-MM-dd-HH.mm.ss.SSSSSS  
 chunkSize: 0 
 fetchSize: 0 
 varCharIsNull: false 
 columnFiller: space 
    

sqlCodePoint移位

選用。指定一個整數值，代表用於資料的 SQL 程式碼點偏移。預設值為 0。這意味著沒有代碼點移位正
在進行。將此設定與用於現代化應用程式的 SQL 程式碼點偏移參數對齊。使用程式碼點移動時，此參數
最常用的值為 384。

unload.sqlCodePointShift: 0

nbi

選用。指定一個空指示符字節。這是新增至資料值右側的十六進位值 (以字串形式)。兩種可能的值如
下：
• 何時為空：當數據值為空時添加十六進制值。預設值為 6`。有時候會使用高FF值來代替。

unload.nbi.whenNull: "6F"

• whenNotNull：當資料值不為 null 時，新增十六進位值，但資料行可為空。預設值為00 (低值)。

unload.nbi.whenNotNull: "00"

useDatabaseConfiguration

選用。指定處理 UNLOAD 查詢中的日期/時間物件時使用的日期和時間格式屬性。預設值為 false。
• 如果設定為truepgmDateFormatpgmTimeFormat，則使用主組態檔案 (application-
main.yml) 中的、和pgmTimestampFormat屬性。

• 如果設定為false，會使用下列日期和時間格式屬性：
• unload.format.date：指定日期格式化樣式。預設值為 MM/dd/yyyy。
• unload.format.time：指定時間格式化樣式。預設值為 HH.mm.ss。
• unload.format.timestamp: 指定時間戳記格式化樣式。預設值為 yyyy-MM-dd-
HH.mm.ss.SSSSSS。

區塊大小

選用。指定建立 SYSREC 資料集時使用的資料區塊大小。這些數據集是數據集卸載操作的目標，具有 
parallel 操作。預設值為0 (無區塊)。

unload.chunkSiz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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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尺寸

選用。指定資料擷取大小。該值是使用數據塊策略時一次獲取的記錄數。預設：0。

unload.fetchSize:0

varCharIs空值

選用。指定如何處理具有空白內容的不可為空的 varchar 列。預設值為 false。

如果將此值設定為true，則會將欄內容視為空字串以供卸載使用，而非單一空格字串。僅true針對 
Oracle 資料庫引擎案例，將此旗標設定為。

unload.varCharIsNull: false

列填料

選用。指定用於填補 varchar 資料行中已卸載資料欄的值。可能的值為空格或低值。預設值為空格。

unload.columnFiller: space

資料庫載入相關屬性
您可以使用這些內容來設定將資料集記錄載入目標資料庫的公用程式，例如 DSNUTILB。下列所有屬性是選
用的。

此範例顯示所有可能的負載屬性。

 # Load properties  
 # Batch size for DSNUTILB Load Task 
 load: 
 sqlCodePointShift: 384 
 batchSize: 500 
 format: 
 localDate: dd.MM.yyyy|dd/MM/yyyy|yyyy-MM-dd 
 dbDate: yyyy-MM-dd 
 localTime: HH:mm:ss|HH.mm.ss 
 dbTime: HH:mm:ss 
  
 table-mappings: 
 TABLE_1_NAME : LEGACY_TABLE_1_NAME 
 TABLE_2_NAME : LEGACY_TABLE_2_NAME 
    

sqlCodePoint移位

選用。指定一個整數值，代表用於資料的 SQL 程式碼點偏移。默認為 0，這意味著沒有代碼點移位正在
進行。將此設定與用於現代化應用程式的 SQL 程式碼點偏移參數對齊。使用程式碼點移動時，此參數最
常用的值為 384。

load.sqlCodePointShift : 384

batchSize

選用。指定整數值，代表傳送實際批次陳述式至資料庫之前要處理的記錄數目。默認為 0。

45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應用定義參考

load.batchSize: 500

format

選用。指定資料庫載入作業期間用於日期/時間轉換的日期和時間格式化模式。
• load.format.localDate：本地日期格式化模式。預設值為 dd.MM.yyyy|dd/MM/yyyy|yyyy-
MM-dd。

• load.format.dbDate: 資料庫日期格式化模式。預設值為 yyyy-MM-dd。
• load.format.localTime：本地時間格式化模式。預設值為 HH:mm:ss|HH.mm.ss。
• load.format.dbTime：資料庫時間格式化模式。預設值為 HH:mm:ss。

表格對映

選用。指定舊版和現代資料表名稱之間客戶提供的對應集合。DSNUTILB 公用程式會消耗這些對應。

使用下列格式指定值：現代化的表格名稱：舊版表格名稱

請見此處範例：

 table-mappings: 
 TABLE_1_NAME : LEGACY_TABLE_1_NAME 
 TABLE_2_NAME : LEGACY_TABLE_2_NAME 
 ... 
 TABLE_*N*_NAME : LEGACY_TABLE_*N*_NAME 
       

Note

當公用程式應用程式啟動時，它會明確記錄所有提供的對應。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定義參考
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您可以在應用程式定義 JSON 檔案中設定已移轉的大型主機應用程式，這是您
選擇的執行階段引擎所特有的。應用程式定義包含一般資訊和引擎特定資訊。本主題說明 Blu Age 和 Micro 
Focus 應用程式定義，並識別所有必要和選用元素。

主題
• 。一般頭部分。 (p. 46)
• 定義區段概觀 (p. 47)
• 藍光時代的應用程序定義 (p. 47)
• Blu Age 定義詳情 (p. 48)
• Micro Focus 應用定義 (p. 50)
• Micro Focus 定義詳細 (p. 51)

。一般頭部分。
每個應用程式定義都會從範本版本和來源位置的一般資訊開始。應用程式定義的目前版本為 2.0。儘管版本 1 
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仍然可以使用。我們建議您在建立或更新應用程式時使用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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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結構來指定範本版本和來源位置。

 "template-version": "2.0", 
    "source-locations": [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mainframe-deployment-bucket-aaa", 
                "s3-key-prefix": "v1" 
            } 
        } 
    ]              
          

範本版本

必要。指定應用程式定義檔案的版本。請不要變更此值。目前唯一允許的值為 2.0。以字串指定
template-version。

來源位置

指定應用程式在執行階段所需的檔案和其他資源的位置。
屬性

提供來源位置的詳細資訊。每個屬性皆以字串指定。
• s3-bucket-必需 指定檔案要存放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名稱。
• s3-key-prefix-必需 指定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存放檔案要存放的資料夾名稱。

Note

請確保指定的是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名稱，而不是儲存貯體 ARN。請勿指定值區中資源的
絕對路徑。

定義區段概觀
指定應用程式需要執行之服務、設定、資料及其他一般資源的資源定義。當您更新應用程式定義
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比較先前source-locations和目前版本的應用程式定義 JSON 檔案中的
和definition清單，來偵測變更。

定義部分是引擎特定的，並可能有所變更。下列各節顯示兩個引擎的引擎特定應用程式定義範例。

藍光時代的應用程序定義
{ 
 "template-version": "2.0", 
 "source-locations": [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mainframe-deployment-bucket-aaa", 
                "s3-key-prefix": "v1" 
            } 
        } 
    ], 
    "defini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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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rs": [{ 
            "port": 8194, 
            "type": "http" 
        }], 
        "ba-application": { 
            "app-location": "${s3-source}/murachs-v6/" 
        }, 
        "blusam": { 
            "db": { 
                "nb-threads": 8, 
                "batch-size": 10000, 
                "name": "blusam",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us-
west-2:111122223333:secret:blusam-FfmXLG" 
            }, 
            "redis": { 
                "hostname": "blusam.c3geul.ng.0001.usw2.cache.amazonaws.com", 
                "port": 6379, 
                "useSsl": true,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us-
west-2:111122223333:secret:bluesamredis-nioefm" 
            } 
        } 
    }
} 
    

Blu Age 定義詳情
監聽程式-必要
指定您將用來透過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的 Elastic Load Balancing 存取應用程式的連接埠。使用以下結
構：

        "listeners": [{ 
            "port": 8194, 
            "type": "http" 
        }],                 
             

port

必要。您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端口，除了 0 到 1023 的已知端口。我們建議您使用從 8192 到 8199 的範
圍。確保沒有其他監聽器或應用程序在此端口上運行。

類型

必要。目前僅支援 http。

藍光時代申請-必填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引擎拾取應用程式影像檔的位置。

         "ba-application": { 
            "app-location": "${s3-source}/murachs-v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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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位置

Amazon S3 中存放應用程式映像檔案要存放的特定位置。

Blu 雲端硬碟-必要項目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 BLUSAM 資料庫和 Redis 快取。

        "blusam": { 
            "db": { 
                "nb-threads": 8, 
                "batch-size": 10000, 
                "name": "blusam",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us-
west-2:111122223333:secret:blusam-FfmXLG" 
            }, 
            "redis": { 
                "hostname": "blusam.c3geul.ng.0001.usw2.cache.amazonaws.com", 
                "port": 6379, 
                "useSsl": true,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manager:us-
west-2:111122223333:secret:bluesamredis-nioefm" 
            } 
        }         
             

db

指定與應用程式搭配使用的資料庫屬性。資料庫必須是 Aurora 資料庫。您可以指定下列屬性：
• nb-threads-可選。指定 blusam 引擎所依賴的寫入式機制所使用的專用執行緒數目。預設值為 8。
• batch-size-可選。指定寫入機制用來啟動批次儲存作業的臨界值。臨界值代表將啟動批次儲存作業

的已修改記錄數目，以確保已修改的記錄持續存在。觸發程序本身是基於批次大小和一秒的經過時間
的組合，以先到達者為準。預設為 10000。

• name-可選。指定資料庫的名稱。
• secret-manager-arn-指定包含資料庫憑證的祕密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步驟：建立和設定AWS Secrets Manager資料庫秘密 (p. 16)。
redis

指定應用程式用來將暫存資料儲存在中央位置，以提升效能的 Redis 快取屬性。我們建議您同時加密和
密碼保護 Redis 快取。
• hostname-指定 Redis 快取的位置。
• port-指定 Redis 快取傳送和接收通訊的連接埠 (通常為 6379)。
• useSsl-指定 Redis 快取是否加密。如果快取未加密，請設定useSsl為 false。
• secret-manager-arn-指定包含 Redis 快取密的祕密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如果 Redis 

快取未受密碼保護，請勿指定secret-manager-arn。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步驟：建立和設定
AWS Secrets Manager資料庫秘密 (p. 16)。

Amazon Cognito 身分驗證和授權處理程式-選用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Amazon Cognito 進行已遷移應用程式的身份驗證和授權。使用下列結構指定 
Amazon Cognito 身份驗證處理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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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o-auth-handler": { 
            "user-pool-id": "cognito-idp.Region.amazonaws.com/Region_rvYFnQIxL", 
            "client-id": "58k05jb8grukjjsudm5hhn1v87", 
            "identity-pool-id": "Region:64464b12-0bfb-4dea-ab35-5c22c6c245f6"
}                 
             

user-pool-id

指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用來驗證已遷移應用程式使用者的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使用者集區
應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相符。AWS 區域AWS 區域

用戶端 ID

指定已驗證使用者可存取的移轉應用程式。
identity-pool-id

指定 Amazon Cognito 身分集區，經驗證的使用者將使用者集區權杖交換為可讓使用者存取AWS大型主
機現代化的登入資料。識別集區應符合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AWS 區域AWS 區域

Micro Focus 應用定義
下列範例定義區段適用於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引擎，且包含必要元素和選用元素。

{ 
 "template-version": "2.0", 
 "source-locations": [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mainframe-deployment-bucket-aaa", 
                "s3-key-prefix": "v1" 
            } 
        } 
    ], 
    "definition" : { 
        "listeners": [{ 
            "port": 5101, 
            "type": "tn3270" 
        }], 
        "dataset-location": { 
            "db-locations": [{ 
                "name": "Database1",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1234:us-east-1:secret:123456" 
            }] 
        }, 
        "cognito-auth-handler": { 
            "user-pool-id": "cognito-idp.us-west-2.amazonaws.com/us-west-2_rvYFnQIxL", 
            "client-id": "58k05jb8grukjjsudm5hhn1v87", 
            "identity-pool-id": "us-west-2:64464b12-0bfb-4dea-ab35-5c22c6c245f6" 
        }, 
        "batch-settings": { 
            "initiators": [{ 
                "classes": ["A", "B"], 
                "description": "initiator...." 
            }], 
            "jcl-file-location": "${s3-source}/batch/jcl" 
        }, 
        "cics-settings": { 
            "binary-file-location": "${s3-source}/cics/bi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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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d-file-location": "${s3-source}/cics/def", 
            "system-initialization-table": "BNKCICV" 
        }, 
        "xa-resources" : [{ 
            "name": "XASQL",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1234:us-east-1:secret:123456", 
            "module": "${s3-source}/xa/ESPGSQLXA64.so" 
        }] 
    }
} 
   

Micro Focus 定義詳細
Micro Focus 應用程式定義檔案的定義區段中的內容會因您移轉的大型主機應用程式在執行階段所需的資源
而有所不同。

監聽程式-必要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監聽器：

"listeners": [{ 
    "port": 5101, 
    "type": "tn3270"
}], 
             

port

若是預設為 5101。對於其他類型的服務接聽程式，連接埠會有所不同。您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端口，
除了 0 到 1023 的已知端口。每個接聽程式都應具有獨特的連接埠。監聽器不應共享端口。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文件中的監聽程式控制。

類型

指定服務接聽程式的類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說明文件中的監聽器。

資料集位置-必要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資料集位置。

"dataset-location": { 
            "db-locations": [{ 
                "name": "Database1",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1234:us-east-1:secret:123456" 
            }], 
 }                 
             

DB-位置

指定移轉應用程式所建立之資料集的位置。目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僅支援來自單一 VSAM 資料庫
的資料集。
• name-指定包含已移轉應用程式所建立之資料集的資料庫執行個體名稱。
• secret-manager-arn-指定包含資料庫憑證的祕密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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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Cognito 身分驗證和授權處理程式-選用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Amazon Cognito 進行已遷移應用程式的身份驗證和授權。使用下列結構指定 
Amazon Cognito 身份驗證處理常式。

"cognito-auth-handler": { 
            "user-pool-id": "cognito-idp.Region.amazonaws.com/Region_rvYFnQIxL", 
            "client-id": "58k05jb8grukjjsudm5hhn1v87", 
            "identity-pool-id": "Region:64464b12-0bfb-4dea-ab35-5c22c6c245f6"
}                 
             

user-pool-id

指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用來驗證已遷移應用程式使用者的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使用者集區
應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相符。AWS 區域AWS 區域

用戶端 ID

指定已驗證使用者可存取的移轉應用程式。
identity-pool-id

指定 Amazon Cognito 身分集區，經驗證的使用者將使用者集區權杖交換為可讓使用者存取AWS大型主
機現代化的登入資料。識別集區應符合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AWS 區域AWS 區域

Batch 設定-必要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作為應用程式一部分執行的批次工作所需的詳細資料。

 "batch-settings": { 
            "initiators": [{ 
                "classes": ["A","B"], 
                "description": "initiator...." 
            }], 
            "jcl-file-location": "${s3-source}/batch/jcls" 
 }                
             

引發劑

指定在遷移的應用程式成功啟動時啟動並繼續執行，直到應用程式停止為止的批次啟動器。您可以為每
個初始器定義一或多個類別。您也可以定義多個初始器。例如：

"batch-settings": { 
            "initiators": [ 
                { 
                  "classes": ["A", "B"], 
                  "description": "initiator...." 
                }, 
                { 
                  "classes": ["C", "D"], 
                  "description": "initiator...." 
                } 
            ], 
            "jcl-file-location": "${s3-source}/batch/jc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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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說明文件中的若要定義批次啟動器或印表機 SEP。
• classes-指定啟動器可以執行的工作類別。您最多可使用 36 個字元。您可以使用以下字元：A-Z 或 

0-9。
• description-描述初始器的用途。
• jcl-file-location-指定移轉應用程式執行的批次工作所需的 JCL 檔案位置。

CICS 設定值-必要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做為應用程式一部分執行之 CICS 交易所需的詳細資訊。

"cics-settings": { 
            "binary-file-location": "${s3-source}/cics/binaries", 
            "csd-file-location": "${s3-source}/cics/def", 
            "system-initialization-table": "BNKCICV" 
        }             
             

binary-file-location

指定 CICS 交易程式檔案的位置。
csd-file-location

指定此應用程式的 CICS 資源定義 (CSD) 檔案的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微焦點企業伺服器說明文
件中的 CICS 資源定義。

system-initialization-table

指定移轉的應用程式使用的系統初始化表格 (SIT)。SIT 表的名稱最多可包含 8 個字元。您可以使用 A-
Z、$、@ 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文件中的 CICS 資源定義。

XA 資源-必要
使用下列結構指定應用程式所需的 XA 資源所需的詳細資料。

 "xa-resources" : [{ 
            "name": "XASQL", 
            "secret-manager-arn": "arn:aws:secrets:1234:us-east-1:secret:123456", 
            "module": "${s3-source}/xa/ESPGSQLXA64.so" 
        }]                 
             

name

必要。指定 XA 資源的名稱。
secret-manager-arn

指定秘密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該秘密包含連線至資料庫的憑證。
模組

指定 RM 交換器模組可執行檔的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文件中的規劃和
設計 X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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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料集定義參考
如果您的應用程式需要多個資料集進行處理，則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中逐一輸入資料集的效率不
佳。相反地，您可以建立 JSON 檔案來指定每個資料集。下列範例顯示用來指定 BankDemo 範例所需資料
集的 JSON。

主題
• 資料集定義 JSON 檔案 (p. 54)

資料集定義 JSON 檔案

{ 
    "dataSets":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ACC",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9, 
                            "offset": 5 
                        } 
                    } 
                }, 
                "recordLength": { 
                    "min": 200, 
                    "max": 2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ACC.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ATYPE",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1,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100, 
                    "max": 1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ATYPE.D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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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CUST",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5,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250, 
                    "max": 25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CUST.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HELP",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8, 
                            "offset": 0 
                        } 
                    } 
                }, 
                "recordLength": { 
                    "min": 83, 
                    "max": 83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HELP.DAT" 
            } 
        }, 
        {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TXN",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16, 
                            "offset": 26 
                        } 
                    } 
                }, 
                "recordLength": { 
                    "min": 400, 
                    "max":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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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TXN.DAT" 
            } 
        } 

    ]
}     
    

每個資料集定義都有相同的結構。所有定義都被分組成一個數組dataSets，如範例所示。使用下列結構來
指定每個資料集的定義：

            "dataSet": { 
                "storageType": "Database", 
                "datasetName": "MFI01V.MFIDEMO.BNKACC", 
                "relativePath": "DATA", 
                "datasetOrg": { 
                    "vsam": { 
                        "format": "KS", 
                        "encoding": "A", 
                        "primaryKey": { 
                            "length": 9, 
                            "offset": 5 
                        } 
                    } 
                }, 
                "recordLength": { 
                    "min": 200, 
                    "max": 200 
                } 
            }, 
            "externalLocation": { 
                "s3Location": "$S3_DATASET_PREFIX/data/MFI01V.MFIDEMO.BNKACC.DAT" 
            }     
    

storageType

選用。指定匯入的資料集是儲存在資料庫還是檔案系統中。
• 如果您使用的是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引擎，則可database以使用指示資料存放區或file 
system指示 Amazon EFS 或 Amazon FSx。

• 如果您使用的是 Blu Age 運行時引擎，file system則不支持。您必須使用database來表示布魯薩
姆。

datasetName

必要。特定資料集的邏輯識別碼，以大型主機格式表示。
相对路径

選用。資料集在資料庫或檔案系統中的相對位置。
数据集

必要。資料集的類型。可能的值為 gdg 或 vsam。每種類型的資料集都需要其他資訊，如下所示：
• gdg-生成數據組（GDG）。此資訊是選擇性的。

• Limit-產生資料群組 (GDG) 中的最大產生資料集數目，最多 255 個。
• rollDisposition-目錄中數據集的配置。

• vsam-虛擬存儲訪問方法（VSAM）。此資訊是選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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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t-資料集的記錄格式。可能值為
• encoding-資料集使用的字元集。可能的值為 ASCII、電子證碼或未知。
• primaryKey-KSDS 資料集的主索引鍵。length和offset值是必要的。

記錄長度

記錄的長度。此為必要資訊。您必須同時指定記錄的最小和最大長度。

所有的 BankDemo 樣本數據集是 VSAM 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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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執行時時間環境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執行階段環
境

如果您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新手，請參閱下列主題來開始：

• 什麼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1)
• 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
• 入AWS門 (p. 6)
• 教程：藍色時代的託管運行時 (p. 6)
• 教學課程：微焦點的管理執行階段 (p. 15)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執行階段環境是AWS運算資源、執行階段引擎和您指定的組態詳細資料的具名組
合。執行階段環境會裝載一或多個應用程式。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應用程式包含移轉的大型主機工作負
載。您可以為您建立的環境選擇執行階段引擎。如果您使用的是自動重構模式，請選擇「藍光時代」；如果
您使用的是重構模式，請選擇 Micro Focus。您也可以選擇適合應用程式的運算資源數量，並選擇性地將儲
存裝置附加至執行階段環境。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為您啟用 Amazon CloudWatch 指標和記錄，以便您監
控執行階段環境。

主題
• 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58)
• 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59)
• 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61)

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來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

這些指示假設您已完成「」中的步驟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

建立執行時時間環境
建立執行階段環境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擇AWS 區域器中，選擇您建立環境變化的區域。
3. 在 [環境] 頁面上，選擇 [建立環境]。
4. 在 [指定基本資訊] 頁面上，提供下列資訊：

a. 在「名稱和描述」區段中，輸入環境的名稱。
b. (選用) 在環境描述欄位中，輸入環境描述的描述。此描述可協助您和其他使用者識別執行時間環境

的目的。
c. 在「引擎選項」區段中，選擇「藍光時代」進行自動重構，或選擇 Micro Focus 進行重構。
d. 選擇所選引擎的版本。
e. (選擇性) 在「標籤」區段中，選擇「新增標籤」，將一或多個環境標籤新增至您的環境。環境標籤

是一種自訂屬性標籤，可協助您組織和管理AWS資源。
f. 選擇 下一步。

5. 在 [指定組態] 頁面上，提供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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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執行時時間環境

a. 在「使用狀態」段落中，選擇獨立執行環境或高可用性叢集。

可用性模式會決定應用程式執行時的可用程式。獨立對於開發目的很好。高可用性適用於必須始終
可用的應用程式。

b. 在資源中，選擇執行個體類型和所需的容量。

這些資源是將託管您執行時間環境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受管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獨立執行
階段環境提供兩種執行個體類型選擇，而且只允許一個執行個 高可用性執行階段環境為執行個體類
型提供兩種選擇，最多允許兩個執行個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C2 執行個體類型，並聯絡AWS大型主機專家取得指導。
6. 在「安全性與網路」區段中，進行下列動作：

a. 如果您希望應用程式可公開存取，請選擇 [允許部署到此環境的應用程式可公開存取]。
b. 選擇 VPC。
c. 如果您使用的是高可用性模式，請選擇兩個或多個子網路。如果您使用 Blu Age 引擎的獨立模式，

請選擇兩個或更多的子網路。若您是在 Micro Focus 引擎上使用獨立模式，則可指定一個子網路。
d. 為您選取的 VPC 選擇一個安全性群組。

Note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建立 Network Load Balancer，讓您將連線分配到執行階段環境。
請確定您的安全群組輸入規則允許從 IP 位址存取您在應用程式定義listener屬性中指定
的連接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Network Load Balance Balance Balance 使用者指南中
的註冊目標。

e. 如果您要使用受管理的客戶，請在 [KMS 金鑰] 欄位中選擇 [自訂加密設定]AWS KMS key。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的靜態資料加密 (p. 161)。

Note

根據預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使用您擁有和管理AWS KMS key的AWS大型主機現代
化來加密您的資料。但是，您可以選擇使用受管理的客戶AWS KMS key。

f. (選用) 選擇AWS KMS key依名稱或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或者，選擇 [建立]AWS KMS 
key 以前往主AWS KMS控台並建立新的AWS KMS key。

g. 選擇 下一步。
7. (選擇性) 在 [連接儲存體] 頁面上，選擇一或多個 Amazon EFS 或 Amazon FSx 檔案系統，然後選擇 

[下一步]。
8. 在「維護時段」 段落中，選擇要將暫止變更套用至環境的時機。

• 如果您選擇 [無偏好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為您選擇最佳化的維護時段。
• 如果您要指定特定的維護時段，請選擇「選取新的維護時段」。然後選擇星期幾、開始時間和維護時

段的持續時間。

如需維護時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維護視窗 (p. 60)。

選擇 下一步。
9. 在 [檢閱並建立] 頁面上，檢閱您輸入的資訊，然後選擇 [建立環境]。

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來更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您可以更新執行階段引擎的次要
版本，或更新裝載執行階段環境的執行個體類型。您可以選擇要立即套用更新，還是要在偏好的維護期間套
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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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執行時時間環境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更新執行時時間環境
更新執行時時間環境環境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建立您要更新之環境的「區域」。
3. 在環境頁面上，選擇您想要更新的環境變更。
4. 在環境的詳細資訊頁面上，選擇「動作」，然後選擇 「編輯環境」。
5. 進行下列任何變更：

• 在 [引擎選項] 區段中，選擇您想要的引擎版本。
• 在 Res ource (Resource) 區段中，選擇您想要的執行個體類型。
• 在維護時段中，選擇所需的日期、時間和持續時間。

Note

您可以選擇在維護期間套用的唯一變更是引擎版本的變更。您必須立即套用所有其他變更。
6. 選擇 下一步。
7. 在套用這些變更的時機中，選擇立即或在下一個維護時段期間。然後選擇更新環境。

如果您選擇「立即」，則會在環境完成更新時看到訊息。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維護視窗
每個執行階段環境都有一個每週一小時的維護時段。在此期間會套用任何系統變更。維護時段是您控制何時
進行修改和軟體修補的時機。若在特定某週排定維護事件，系統將在一小時的維護時段內開始。此外，多數
維護事件也能在一小時的維護時段內完成，但較大型的維護事件可能需要一小時以上才能完成。

一小時段是從每個區域之 8 小時段內隨機選取的。若您在執行時間環境變化建立期間環境變化，沒有指定維
護時段環境變化，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在一週內隨機選取一天，並指派 1 小時。

AWS套用維護作業的期間，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使用環境執行個體上的部分資源。您可能會發現，在維護作業
的期間，可能會發現，對效能或某些中斷的影響。

下表顯示為每個區域指派維護時段的預設時段。

區域名稱 區域 時間區塊

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
部)

us-east-1 上午 3 時至上午 11 時 (UTC)

美國西部 (奧勒岡) us-west-2 上午 6 時至下午 2 時 (UTC)

亞太區域 (孟買) ap-south-1 上午 6 時至下午 2 時 (UTC)

亞太區域 (新加坡) ap-southeast-1 下午 2 時至 10 時 (UTC)

亞太區域 (雪梨) ap-southeast-2 中午 12 時至下午 8 時 (UTC)

亞太區域 (東京) ap-northeast-1 下午 1 時至 9 時 (UTC)

加拿大 (中部) ca-central-1 上午 3 時至上午 11 時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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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執行時時間環境

區域名稱 區域 時間區塊

歐洲 (法蘭克福) eu-central-1 下午 9 時至上午 5 時 (UTC)

歐洲 (愛爾蘭) eu-west-1 下午 10 時至上午 6 時 (UTC)

歐洲 (倫敦) eu-west-2 下午 10 時至上午 6 時 (UTC)

歐洲 (巴黎) eu-west-3 下午 11 時 59 分至上午 7 時 29 分 (UTC)

南美洲 (聖保羅) sa-east-1 上午 12 時至 8 時 (UTC)

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這些說明假設您已完成設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p. 4)中的步驟。

刪除執行時時間環境
如果您需要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請務必先從環境中刪除任何已部署的應用程式。您無法
刪除部署應用程式的執行階段環境。

刪除環境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選取AWS 區域器中，選擇建立您要刪除之環境的「區域」。
3. 在 [環境] 頁面上，選擇您要刪除的環境，然後選擇 [動作] 和 [刪除環境]。
4. 在 [刪除環境] 視窗中，輸入delete以確認您要刪除執行階段環境，然後選擇 [刪除]。

61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教程：為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 設置 AppStream 2.0

AppStream2.0 型同學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透過 AmazonAppStream 2.0 提供多種工具。AppStream2.0 是全受管、安全的應用程
式串流服務，可讓您將桌面應用程式串流給使用者，而無需重新撰寫應用程式。AppStream2.0 為使用者提
供即時存取所需的應用程式，並在他們選擇的裝置上提供反應靈敏、流暢的使用者體驗。Micro Focus 企業
分析器和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工具使用AppStream 2.0 來託管藍光時代開發人員，可讓客戶應用程式
團隊直接從網頁瀏覽器使用這些工具，與存放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或儲存CodeCommit庫中的應用程式檔
案進行互動。

如需 2.0 版瀏覽器 Support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AmazonAppStream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系統需
求和功能支援 (網頁瀏覽器)。如果您在使用AppStream 2.0 時遇到問題，請參閱《AmazonAppStream 2.0 管
理指南》中的AppStream 2.0 使用者問題疑難排解。

主題
• 教程：為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 設置 AppStream 2.0 (p. 62)
• 教程：在 AppStream 2.0 上使用藍光時代開發人員 (p. 65)
• 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配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p. 77)
• 教學課程：在AppStream 2.0 上設定企業分析器 (p. 83)
• 教學課程：在 AppStream 2.0 上設定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 (p. 92)
• 為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串流會議設定自動化 (p. 95)
•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以表格和欄的形式檢視資料集 (p. 96)
• 教學課程：與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一起使用範本 (p. 101)

教程：為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 設置 AppStream 2.0
本文件說明如何在 AppStream 2.0 叢集上設定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

主題
• 先決條件 (p. 62)
• 步驟 1：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p. 62)
• 步驟 2：將政策附加至 S3 儲存貯體 (p. 63)
• 步驟 3：將檔案上傳至 Amazon S3 儲存貯體 (p. 63)
• 步驟 4：下載AWS CloudFormation範本 (p. 63)
• 步驟 5：使用下列方塊建立車隊AWS CloudFormation (p. 63)
• 步驟 6：存取實例 (p. 64)
• 清除資源  (p. 65)

先決條件
下載包含在 AppStream 2.0 下設置藍光時代開發者 IDE 所需的工件的存檔文件。

Note

這是一個大文件。如果您在操作逾時時遇到問題，建議您使用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來改善上傳和
下載效能。

步驟 1：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在與您要建立的 AppStream 2.0 叢集相AWS 區域同的位置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且該儲存貯體必須完
成此教學課程所需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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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將政策附加至 S3 儲存貯體

步驟 2：將政策附加至 S3 儲存貯體
將下列原則附加至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值區。請務必以您建立MYBUCKET的值區的實際名稱取代。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AllowAppStream2.0ToRetrieveObject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appstream.amazonaws.com" 
        }, 
        "Action": "s3:Ge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 
    }]
} 
   

步驟 3：將檔案上傳至 Amazon S3 儲存貯體
解壓縮您在先決條件中下載的檔案，然後將資appstream料夾上傳到值區。上傳此資料夾會在值區中建立正
確的結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3 使用者指南中的上傳物件。

步驟 4：下載AWS CloudFormation範本
下載以下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您需要這些範本來建立和填入 AppStream 2.0 叢集。

• CFN-平方米-appstream-elastic-fleet-linux. 羊
• CFNappstream-bluage-dev-tools-平方米-亞麻
• CFN-平方米-appstream-bluage-shared-linux. 羊
• CFN-平方米-appstream-chrome-linux. 羊
• CFN-平方米-appstream-eclipse-jee-linux. 羊
• CFN-平方米-appstream-pgadmin-linux. 羊

步驟 5：使用下列方塊建立車隊AWS CloudFormation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cfn-m2-appstream-elastic-fleet-linux.yamlAWS CloudFormation範本
建立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來託管 Blu Age 開發者 IDE。建立叢集和堆疊之後，您將執行在上一個步驟
中下載的其他AWS CloudFormation範本，以安裝 Developer IDE 和其他必要工具。

1. 在「AWS管理」主控台AWS CloudFormation中導覽至，然後選擇「堆疊」。
2. 在 [堆疊] 中，選擇 [建立堆疊] 和 [使用新資源 (標準)]：

3. 在 [建立堆疊] 中，選擇 [範本已就緒] 並 [上傳範本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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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存取實例

4. 選擇「選擇檔案」，然後瀏覽至檔案cfn-m2-appstream-elastic-fleet-linux.yaml。選擇
Next (下一步)。

5. 在指定堆疊詳細資訊中，提供下列資訊：

• 堆疊的名稱。
• 您的預設安全性群組和該安全性群組的兩個子網路。

6. 選擇 [下一步]，然後再選擇 [下一步]。
7. 選擇 I 確認AWS CloudFormation可能使用自訂名稱建立 IAM 資源。 ，然後選擇「提交」。
8. 建立叢集之後，請使用其他下載的範本建立 CloudFormation 堆疊，以完成應用程式的設定。請務

必BucketName每次更新以指向正確的 S3 儲存貯體。您可以在 CloudFormation主控台BucketName中編
輯。或者，您可以直接編輯範本檔案並更新S3Bucket性質。

Note

下載的範本預期會在資料夾結構名為的 S3 儲存貯體中尋找資產appstream/bluage/
developer-ide/。且該儲存貯體必須位AWS 區域於建立的所在儲存貯體。

步驟 6：存取實例
建立並啟動叢集之後，您可以建立暫時連結，透過原生用戶端存取叢集。

1. 瀏覽至中的 AppStream 2.0，AWS Management Console並選擇先前建立的堆疊：

2. 在堆疊詳細資料頁面上，選擇「動作」，然後選擇「建立串流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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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3. 在 [建立串流 URL] 中，輸入任意使用者 ID 和 URL 到期時間，然後選擇 [取得 URL]。您會取得可用來串
流至瀏覽器或原生用戶端的 URL。我們建議您串流至原生用戶端。

清除資源
如需清理建立的堆疊和叢集的程序，請參閱建立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

刪除 AppStream 2.0 物件後，您或帳戶管理員也可以清理應用程式設定和主資料夾的 S3 儲存貯體。

Note

特定使用者的主資料夾在所有叢集中都是唯一的，因此如果同一帳戶中的其他 AppStream 2.0 堆疊
處於作用中狀態，您可能需要保留該資料夾。

您無法使用 AppStream 2.0 主控台無法刪除使用者。而是必須使用服務 API 和AWS CLI. 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Amazon 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使用者集區管理。

教程：在 AppStream 2.0 上使用藍光時代開發人員
本教程向您展示如何訪問 AppStream 2.0 上的 Blu Age Developer 並將其與示例應用程序一起使用，以便您
可以嘗試使用這些功能。在完成此教學課程後，您可以在您專用的應用程式中使用相同步驟。

主題
• 步驟 1：建立資料庫 (p. 65)
• 步驟 2：存取環境 (p. 66)
• 步驟 3：設定執行階段 (p. 66)
• 第 4 步：啟動日食 IDE (p. 66)
• 步驟 5：設定一個 Maven 專案 (p. 68)
• 步驟 6：設定 Tomcat 伺服器 (p. 69)
• 步驟 7：部署到 Tomcat (p. 70)
• 步驟 8：建立 JICS 資料庫 (p. 73)
• 步驟 9：啟動和測試應用程式 (p. 74)
• 步驟 10：調試應用程式 (p. 76)
• 清除資源 (p. 77)

步驟 1：建立資料庫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 Amazon RDS 建立受管 PostgreSQL 資料庫，示範應用程式用來儲存組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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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存取環境

1. 開啟 Amazon RDS 主控台。
2. 選擇資料庫 > 建立資料庫。
3. 選擇 [標準建立] > [PostgreSQL]，保留預設版本，然後選擇 [免費方案]。
4. 選擇資料庫執行個體識別碼和主密碼 (或 auto 產生密碼)。
5. 請確定 VPC 與您用於 AppStream 2.0 執行個體的 VPC 相同。您可以向管理員詢問此值。
6. 對於 VPC 安全性群組，請選擇新建。
7. 保持 [公用存取] 設定為 [否]。
8. 保留所有其他預設值。檢閱這些值。
9. 選擇 Create database (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庫伺服器之後，請選擇 [檢視連線詳細資訊]。記下主密碼和端點。

若要讓資料庫伺服器可從您的執行個體存取，請在 Amazon RDS 中選取資料庫伺服器。在 [連線與安全性] 
底下，選擇資料庫伺服器的 VPC 安全性群組。此安全性群組先前是為您建立的，而且應具有類似於 RDS 建
立的管理主控台中的說明。選擇「動作」>「編輯輸入規則」，選擇「新增規則」，然後建立 PostgreSQL 類
型的規則。對於規則來源，請使用安全性群組預設值您可以開始在「來源」欄位中輸入來源名稱，然後接受
建議的識別碼。最後，選擇「儲存規則」。

步驟 2：存取環境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在 AppStream 2.0 上訪問藍光時代開發環境。

1. 請聯絡您的管理員，以取得存取 AppStream 2.0 執行個體的正確方法。如需有關可能用戶端和組態的一
般資訊，請參閱《Amazon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 AppStream 2.0 存取方法和用戶端。考慮使
用原生用戶端以獲得最佳體驗。

2. 在 AppStream 2.0 中選擇桌面。

步驟 3：設定執行階段
在此步驟中，您將設定藍光時代執行階段。您必須在第一次啟動時設定執行階段，如果您收到執行階段升級
的通知，請再次設定執行階段 此步驟會填入您的.m2資料夾。

1. 從功能表列選擇 [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終端機]。
2. 輸入以下命令：

   ~/_install-velocity-runtime.sh 
   

第 4 步：啟動日食 IDE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啟動 Eclipse IDE 並選擇要在其中創建工作區的位置。

1. 在 AppStream 2.0 中，選擇工具欄上的啟動應用程序圖標，然後選擇 Eclipse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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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啟動日食 IDE

2. 啟動器開啟後，輸入您要建立工作區的位置，然後選擇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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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設定一個 Maven 專案

或者，您可以從命令行啟動 Eclipse，如下所示：

   ~/eclipse & 
   

步驟 5：設定一個 Maven 專案
在這一步中，您將匯入針對行星演示應用程式的 Maven 專案。

1. 將 PlanetsDemo-pom.zip 上傳至您的個人專屬資料夾。您可以使用本機客戶端「我的文件」功能來執行
此操作。

2. 使用指unzip令行工具解壓縮檔案。
3. 在解壓縮的文件夾中導航，然後在文本編輯器中打開項目pom.xml的根目錄。
4. 編輯gapwalk.version屬性，使其符合已安裝的 Blu Age 執行階段。

如果您不確定安裝的版本，請在終端機中執行下列命令：

   cat ~/runtime-version.txt 
   

此指令會列印目前可用的執行階段版本，例如3.1.0-b3257-dev。

Note

請勿在中包含-dev尾碼gapwalk.version。例如，一個有效的值將
是<gapwalk.version>3.1.0-b3257</gapwalk.version>。

5. 在 Eclipse 中，選擇檔案，然後選擇匯入。在「匯入」對話方塊視窗中，展開 Maven 並選擇「現有的 
Maven 專案」。選擇 Next (下一步)。

6. 在導入 Maven 項目中，提供提取文件的位置，然後選擇完成。

您可以放心忽略下列彈出視窗。Maven 下載的本地副本node.js來構建項目的角度（*-網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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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設定 Tomcat 伺服器

等到構建結束。您可以在進度視圖中關注構建。
7. 在 Eclipse 中，選取專案並選擇執行身分。然後選擇安裝。Maven 安裝成功後，它會在下面創建war文

件PlanetsDemoPom/PlanetsDemo-web/target/PlanetsDemo-web-1.0.0.war。

步驟 6：設定 Tomcat 伺服器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設定 Tomcat 伺服器，您可以在其中部署並啟動已編譯的應用程式。

1. 在 Eclipse 中，選擇「視窗 > 顯示檢視 > 伺服器」以顯示「伺服器」檢視：

2. 選擇沒有可用的伺服器。 請按此連結以建立新伺服器... 。[新增伺服器] 精靈隨即出現 在精靈的 [選取伺
服器類型] 欄位中，輸入 tomcat v9，然後選擇 [Tomcat v9.0 伺服器]。然後選擇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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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部署到 Tomcat

3. 選擇瀏覽，然後選擇位於主文件夾根目錄的 tomcat 文件夾。將 JRE 保留為其預設值，然後選擇「完
成」。

在工作區中建立「伺服器」專案，而 Tomcat v9.0 伺服器現在可在「伺服器」檢視中使用。這是編譯後
的應用程序將被部署和啟動的地方：

步驟 7：部署到 Tomcat
在這一步中，您將將將部署行星演示應用程式到 Tomcat 伺服器，以執行應用程式。

1. 選擇該PlanetsDemo-web文件，然後選擇運行方式 > Maven 安裝。PlanetsDemo-web再次選取並選
擇「重新整理」，以確保 nPM 編譯的前端已正確編譯為 .war 並被 Eclipse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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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部署到 Tomcat

2. 將 PlanetsDemo-runtime.zip 上傳至執行個體，然後在可存取的位置解壓縮檔案。這可確保示範應用程
式可以存取所需的設定資料夾和檔案。

3. PlanetsDemo-runtime/tomcat-config將的內容複製到您為 Tomcat 伺服器建立的Servers/
Tomcat v9.0...子資料夾中：

4. 在「伺tomcat v9.0服器」檢視中開啟伺服器項目。伺服器屬性編輯器隨即出現：

5. 在 [概觀] 索引標籤中，將 [開始] 的 [逾時] 值增加到 450 秒，對於 [停止]，將 [逾時] 值增加為 150 秒，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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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部署到 Tomcat

6. 選擇 [開啟啟動設定]。出現精靈。在精靈中，導覽至「參數」資料夾，並針對「工作目錄」選擇「其
他」。選擇文件系統，然後導航到先前解壓縮的文件PlanetsDemo-runtime夾。此資料夾應包含名為
config 的直接子資料夾。

7. 選擇伺服器屬性編輯器的「模組」索引標籤，然後進行下列變更：

• 選擇添加 Web 模塊並添加PlanetsDemo-service。
• 選擇「新增外部 Web 模組」。這時系統顯示「添加 Web 模塊」對話框。進行下列變更：

• 在「文件庫」中，選擇「瀏覽」並導覽至~/webapps/gapwalk-application...war

• 在路徑中，輸入/gapwalk-application。
• 選擇 OK (確定)。
• 再次選擇「新增外部 Web 模組」，然後進行下列變更：

• 在「文件庫」中，輸入前端 .war (在中PlanetsDemo-web/target) 的路徑
• 對於「路徑」，輸入/demo

• 選擇 OK (確定)。
• 儲存編輯器所做的修改 (Ctrl + S)。

編輯器內容現在應如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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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建立 JICS 資料庫

步驟 8：建立 JICS 資料庫
在這一步中，您將連接至在中建立的資料庫步驟 1：建立資料庫 (p. 65)。

1. 從 AppStream 2.0 實例中，在終端機中發出以下命令以啟動pgAdmin：

      ./pgadmin-start.sh 
      

2. 請選擇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作為登入識別碼。記下提供的網址（通常為 http://127.0.0.1:5050）。在實例
中啟動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將網址複製並粘貼到瀏覽器中，然後使用您的標識符登錄。

3. 登入之後，請選擇「新增伺服器」，然後輸入先前建立之資料庫的連線資訊，如下所示。

73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步驟 9：啟動和測試應用程式

4. 當您連線到資料庫伺服器時，請使用「物件」>「建立」>「資料庫」，並建立名為 jics 的新資料庫。
5. 編輯示範應用程式使用的資料庫連線資訊。此資訊在中定義PlanetsDemo-runtime/config/

application-main.yml。搜尋項jicsDs目。password將username和的值變更為您在中建立資料
庫時所設定的值步驟 1：建立資料庫 (p. 65)。

步驟 9：啟動和測試應用程式
在此步驟中，您將啟動 Tomcat 伺服器和示範應用程式，以便您可以對其進行測試。

1. 若要啟動 Tomcat 伺服器和先前部署的應用程式，請在 [伺服器] 檢視中選取伺服器項目，然後選擇 [啟
動]。隨即出現顯示啟動記錄的主控台。

2. 在「伺服器」檢視中檢查伺服器狀態，或等待主控台中的 [xxx] 毫秒內「伺服器啟動」訊息。服務器
啟動後，檢查間隙行程應用程序是否正確部署。要做到這一點，訪問 http://localhost:8080/gapwalk-
application 網址在谷歌瀏覽器瀏覽器。請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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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啟動和測試應用程式

3. 從谷歌瀏覽器訪問已部署的應用程序前端 http://localhost:8080/demo. 下列 [交易啟動器] 頁面應該會出
現。

4. 若要啟動應用程式交易，請PINQ在輸入欄位中輸入，然後選擇「執行」(或按 Enter)。

示範應該會出現應用程式畫面。

5. 在對應的欄位中輸入行星名稱，然後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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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調試應用程式

步驟 10：調試應用程式
在這一步中，您將使用標準 Eclipse 除錯功能。當您使用現代化的應用程式時，就可以使用這些功能。

1. 若要開啟主要服務類別，請按住 Ctrl + 轉移 + T。然後輸入PlanetsinqProcessImpl。

2. 導航到該searchPlanet方法，並在那裡放置一個斷點。
3. 選取伺服器名稱，然後選取在偵錯中重新啟動。
4. 重複前面的步驟。也就是說，訪問應用程序，輸入行星名稱，然後按 Enter 鍵。

Eclipse 會在該searchPlanet方法中停止應用程序。現在您可以檢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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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會再需要針對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刪除這些資源，以不會產生額外費用。完成下列步驟：

• 如果行星應用程序仍在運行，請停止它。
• 刪除您在中建立的資料庫步驟 1：建立資料庫 (p. 65)。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資料庫執行個體。

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配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本文件適用於客戶營運團隊的成員。本文說明如何設定 Amazon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以託管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和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工具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搭配使用。Micro Focus 企業分
析器通常在「評估」階段使用，而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通常會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方法的「移轉和
現代化」階段使用。如果您打算同時使用 Enterprise Analyzer 和企業開發人員，您必須為每個工具建立不同
的叢集和堆疊。每個工具都需要自己的叢集和堆疊，因為它們的授權條款不同。

Important

本教程中的步驟基於可下載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cfn-m2-appstream-fleet-ea-ed .yml。

主題
• 先決條件 (p. 77)
• 步驟 1：取得 AppStream 2.0 張圖片 (p. 77)
• 步驟 2：使用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建立堆疊 (p. 78)
• 步驟 3：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使用者 (p. 80)
• 步驟四：登入 AppStream 2.0 版 (p. 81)
• 步驟 5：在 Amazon S3 中驗證存儲桶（可選） (p. 82)
• 後續步驟 (p. 82)
• 清除資源 (p. 83)

先決條件
• 下載範本：CFN-平方米-appstream-fleet-ea-ed .yml。
• 取得預設 VPC 和安全群組的識別碼。如需預設 VPC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VPC 使用者指南》中

的預設 VPC。如需預設安全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EC2 Linux 執行個體使用者指南》中的預
設安全群組相關文章。

• 請確定您具備下列許可：
• 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堆疊、叢集和使用者。
• AWS CloudFormation使用範本建立堆疊。
• 建立儲存貯體並將檔案上傳到 Amazon S3 中的儲存貯體。
• 從 IAM 下載登入資料 (access_key_id和secret_access_key)。

步驟 1：取得 AppStream 2.0 張圖片
在此步驟中，您會與您的AWS帳戶共用企業分析器和企業開發人員的 AppStream 2.0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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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使用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建立堆疊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左側導覽中，選擇「工具」。
3. 在 [分析、開發和建置資產] 中，選擇 [與我的AWS帳戶共用資產]。

步驟 2：使用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建立堆疊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下載的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建立 AppStream 2.0 堆疊和叢集，以執行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您可以稍後重複此步驟，建立另一個 AppStream 2.0 堆疊和叢集來執行 Micro Focus 企
業開發人員，因為每個工具都需要在 AppStream 2.0 中自己的叢集和堆疊。如需AWS CloudFormation堆疊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中的AWS CloudFormation使用堆疊。

Note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為使用企業分析儀和企業開發人員的標準 AppStream 2.0 定價增加額外費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定價》。

1. 如有必要，請下載 cfn-m2-appstream-fleet-ea-ed .yml 模板。
2. 開啟主AWS CloudFormation控台並選擇 [建立堆疊]，並使用新資源 (標準)。
3. 在先決條件-準備範本中，選擇範本已準備就緒。
4. 在「指定範本」中，選擇「上傳範本檔案」。
5. 在 [上傳範本檔案] 中，選擇 [選擇檔案] 並上傳 cfn-m2-appstream-fleet-ea-ed .yml 範本。
6. 選擇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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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使用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建立堆疊

7. 在指定堆疊詳細資訊中，輸入下列資訊：

• 在堆疊中，輸入您選擇的名稱。例如：m2-ea。
• 在中 AppStreamApplication，選擇 ea。
• 在中 AppStreamFleetSecurityGroup，選擇預設 VPC 的預設安全性群組。
• 在中 AppStreamFleetVpcSubnet，選擇預設 VPC 內的子網路。
• 在中 AppStreamImageName，選擇開頭為的影像m2-enterprise-analyzer。此影像包含目前支

援的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工具版本。
• 接受其他欄位的預設值，然後選擇「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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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使用者

8. 接受所有預設值，然後再次選擇下一步。
9. 在 [檢閱] 上，確定所有參數都是您想要的。
10. 捲動到底部，選擇 [我確認 AWS CloudFormation 可能會使用自訂名稱建立 IAM 資源]，然後選擇 [建立

堆疊]。

建立堆疊和叢集需要 20 到 30 分鐘。您可以選擇「重新整理」以查看AWS CloudFormation事件發生時的事
件。

步驟 3：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使用者
等待AWS CloudFormation完成堆疊建立時，您可以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一或多個使用者。這些用戶是
那些誰將在 AppStream 2.0 使用企業分析器。您需要為每個使用者指定一個電子郵件地址，並確保每個使用
者都有足夠的許可在 Amazon S3 中建立儲存貯體、將檔案上傳到儲存貯體，以及連結至儲存貯體以對應其
內容。

1. 開啟 AppStream 2.0 主控台。
2. 在左側導覽中，選擇使用者集區。
3. 選擇 Create user (建立使用者)。
4. 提供電子郵件地址，讓使用者可以接收使用 AppStream 2.0 的電子郵件邀請、名字和姓氏，然後選擇 

[建立使用者]。
5. 如有必要，請重複以上步驟以建立更多 每個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必須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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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登入 AppStream 2.0 版

如需有關建立 AppStream 2.0 使用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 
AppStream 2.0 個使用者集區。

建立堆疊AWS CloudFormation完成後，您可以將您建立的使用者指派給堆疊，如下所示：

1. 開啟 AppStream 2.0 主控台。
2. 選擇使用者。
3.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指派堆疊。
4. 在指派堆疊中，選擇開頭為的堆疊m2-appstream-stack-ea。
5. 選擇 Assign stack (指派堆疊)。

將使用者指派給堆疊會造成 AppStream 2.0 以您提供的地址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此電子郵件包含 
AppStream 2.0 登入頁面的連結。

步驟四：登入 AppStream 2.0 版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 AppStream 2.0 傳送給您建立之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中的連結登入 AppStream 2.0步
驟 3：在 AppStream 2.0 中建立使用者 (p. 80)。

1. 使用 AppStream 2.0 發送的電子郵件中提供的鏈接登錄到 AppStream 2.0。
2. 如果出現提示，請變更您的密碼。您看到的 AppStream 2.0 畫面類似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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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在 Amazon S3 中驗證存儲桶（可選）

3. 選擇「桌面」。
4. 在工作列上，選擇 [搜尋] 並輸入D:以瀏覽至 [主資料夾]。

Note

如果跳過此步驟，當您嘗試存取主資料夾時，可能會收到Device not ready錯誤訊息。

在任何時候，如果您在登入 AppStream 2.0 時遇到問題，您可以重新啟動 AppStream 2.0 叢集，然後嘗試再
次登入，使用下列步驟。

1. 開啟 AppStream 2.0 主控台。
2. 在左側導覽中，選擇 Hname (艦隊)。
3. 選擇您要使用的艦隊。
4.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停止。
5. 等待艦隊停止。
6.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開始。

此程序可能需要約 10 分鐘左右。

步驟 5：在 Amazon S3 中驗證存儲桶（可選）
您用來建立堆疊的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完成的其中一項任務是在 Amazon S3 中建立兩個儲存貯體，這
對於跨工作階段儲存和還原使用者資料和應用程式設定是必要的。這些桶如下所示：

• 名稱開頭為appstream2-。此值區會在 AppStream 2.0 (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 
中將資料對應到您的主資料夾。

Note

主資料夾對於指定的電子郵件地址而言是唯一的，且會在指定AWS帳戶中的所有叢集和堆疊之間
共用。主資料夾的名稱是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的 SHA256 雜湊，並儲存在以該雜湊為基礎的路徑
上。

• 名稱開頭為appstream-app-settings-。此值區包含 AppStream 2.0 的使用者工作階段資訊，並包含
瀏覽器我的最愛、IDE 和應用程式連線設定檔，以及 UI 自訂等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應用程式設定持續性。

若要確認值區是否已建立，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開啟 Amazon S3 主控台。
2. 在左側導覽中，選擇 Hos。
3. 在依名稱尋找值區中，輸appstream入以篩選清單。

如果您看到值區，則不需要執行進一步的動作。只要注意，存在桶。如果您沒有看到值區，表示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未完成執行，或發生錯誤。前往AWS CloudFormation主控台並檢閱堆疊建立訊息。

後續步驟
現在已設定 AppStream 2.0 基礎結構，您可以設定並開始使用企業分析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教學課
程：在AppStream 2.0 上設定企業分析器 (p. 83)。您也可以設定企業開發人員。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教
學課程：在 AppStream 2.0 上設定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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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清除資源
清理建立的堆疊和叢集的程序，請參閱建立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

刪除 AppStream 2.0 物件後，帳戶管理員也可以視需要清理應用程式設定和主資料夾的 Amazon S3 儲存貯
體。

Note

特定使用者的主資料夾在所有叢集中都是唯一的，因此如果同一帳戶中的其他 AppStream 2.0 堆疊
處於作用中狀態，您可能需要保留該資料夾。

最後， AppStream 2.0 目前不允許您使用控制台刪除用戶。對此，您必須使用與 CLI 的服務 API。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 Amazon 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使用者集區管理。

教學課程：在AppStream 2.0 上設定企業分析器
本教學課程說明如何設定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來分析一或多個大型主機應用程式。Enterprise Analyzer 
工具會根據應用程式原始程式碼和系統定義的分析，提供數個報告。

此設置旨在促進團隊協作。安裝使用 Amazon S3 儲存貯體與虛擬磁碟共用原始程式碼。這樣做可以在 
Windows 機器上使用複製器。透過執行 PostgreSQL 的通用 Amazon RDS 執行個體，任何團隊成員都可以
存取所有要求的報告。

團隊成員也可以在個人機器上掛載虛擬 Amazon S3 支援的磁碟。並從工作站更新來源儲存貯體。如果連線
至其他內部部署內部系統，他們可能會在其電腦上使用指令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動化。

此設定是以大型主機現代化與客戶共用的AppStream 2.0 Windows 映像為基AWS礎。安裝程式也以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的建立為基礎，如中所述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配 Micro Focus 企
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p. 77)。

Important

本教學課程中的步驟假設您使用可下載的AWS CloudFormation範本 cfn-m2-appstream-fleet-ea-
ed .yml 設定AppStream 2.0。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配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p. 77)。
若要執行此教學課程中的步驟，您必須設定您的 Enterprise Analyzer 叢集和堆疊。

如需企業分析器 v7 版功能和交付項目的完整說明，請參閱 Micro Focus 網站上的up-to-date線上文件 (7.0 
版)。

圖片內容
除了企業分析器應用程式本身之外，影像還包含下列工具和程式庫。

第三方工具

• Python
• 複製
• pgAdmin
• GIT 供應鏈管理
• PostgreSQL 程式

中的圖書館C:\Users\Public

• BankDemo企業開發人員的源代碼和項目定義：m2-bankdemo-templat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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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 適用於大型主機的 MFA 安裝套mfa.zip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文件中
的大型主機存取概觀。

• Rclone 的命令和配置文件（在教程中使用它們的說明）：m2-rclone.cmd和m2-rclone.conf。

主題
• 先決條件 (p. 84)
• 步驟 1：設定 (p. 84)
• 步驟 2：在視窗建立 Amazon S3 虛擬資料夾 (p. 84)
• 步驟 3：為 Amazon RDS 執行個體建立 ODBC 來源 (p. 85)
• 後續會話 (p. 86)
• 工作區連線問題 (p. 86)
• 清除資源 (p. 91)

先決條件
• 將您要分析的客戶應用程式的原始程式碼和系統定義上傳到 S3 儲存貯體。系統定義包括 CICS 

CSD、DB2 物件定義等。您可以在值區內建立資料夾結構，以便組織應用程式成品的方式。例如，當您解
壓縮BankDemo樣本時，它具有以下結構：

     demo 
     |--> jcl 
     |--> RDEF 
     |--> transaction 
     |--> xa 
     

• 建立和啟動 Amazon RDS 執 PostgreSQL。這個執行個體會儲存企業分析器所產生的資料和結果。您可以
與應用程式小組的所有成員共用此執行個體。此外，在數據庫中創建一個名為m2_ea（或任何其他合適的
名稱）的空模式。定義授權使用者的認證，讓他們建立、插入、更新和刪除此結構描述中的項目。您可以
從 Amazon RDS 主控台或帳戶管理員取得資料庫名稱、其伺服器端點 URL 和 TCP 連接埠。

• 請確定您已設定程式設計存取您的AWS 帳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中的程式設計存取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參考。

步驟 1：設定
1. 使用您在AppStream 2.0 的歡迎電子郵件訊息中收到的 URL 來啟動工作階段AppStream 2.0。
2. 使用您的電子郵件作為您的用戶 ID，並定義您的永久密碼。
3. 選取「企業分析器」堆疊。
4. 在AppStream 2.0 功能表頁面上，選擇 [桌面] 以到達叢集正在串流處理的 Windows 桌面平台。

步驟 2：在視窗建立 Amazon S3 虛擬資料夾
Note

如果您已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預覽期間使用 Rclone，則必須更新m2-rclone.cmd至中的較新版
本C:\Users\Public。

1. C:\Users\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使用 [檔m2-rclone.cmd案總管] 將中提供
的m2-rclone.conf和檔案複製C:\Users\Public到您的個人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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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為 Amazon RDS 執行個體建立 ODBC 來源

2. 使用m2-rclone.conf您的AWS訪問密鑰和相應的密鑰以及您的AWS 區域.

[m2-s3]
type = s3
provider = AWS
access_key_id = YOUR-ACCESS-KEY
secret_access_key = YOUR-SECRET-KEY
region = YOUR-REGION
acl = private
server_side_encryption = AES256

3. 在 m2-rclone.cmd 中，進行下列變更：

• 更改your-s3-bucket為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名稱。例如：m2-s3-mybucket。
• 更改your-s3-folder-key為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金鑰。例如：myProject。
• 變更your-local-folder-path至您要從包含這些檔案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同步應用程式檔案

的目錄路徑。例如：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2-new。此同步目錄必須是主資
料夾的子目錄，AppStream2.0 才能在作業階段開始和結束時正確備份和還原它。

:loop
timeout /T 10
"C:\Program Files\rclone\rclone.exe" sync m2-s3:your-s3-bucket/your-s3-folder-key "D:
\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your-local-folder-path" --config "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2-rclone.conf"
goto :loop 
      

4. 打開一個 Windows 命令提示符，如C:\Users\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果需要，請點
擊並運行m2-rclone.cmd。此命令指令碼會執行連續迴圈，每 10 秒將 Amazon S3 儲存貯體和金鑰同
步到本機資料夾。您可以根據需要調整逾時。您應該會看到位於 Windows 檔案總管中 Amazon S3 儲存
貯體中的應用程式原始程式碼。

若要將新檔案新增至您正在處理的檔案集或更新現有檔案，請將檔案上傳到 Amazon S3 儲存貯體，這些
檔案會在定義的下一次迭代時同步到您的目錄m2-rclone.cmd。同樣，如果您想刪除某些檔案，請刪除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的檔案。下一個同步操作將從您的本地目錄中刪除它們。

步驟 3：為 Amazon RDS 執行個體建立 ODBC 來源
1. 若要啟動 EA_Admin 工具，請瀏覽至瀏覽器視窗左上角的應用程式選取器功能表，然後選擇 MF 

EA_Admin。
2. 從「管理」功能表中選擇「ODBC 資料來源」，然後從「使用者 DSN」標籤中選擇「新增」。
3. 在 [建立新資料來源] 對話方塊中，選擇 [PostgreSQL Unicode 驅動程式]，然後選擇 [完成]。
4. 在 [PostgreSQL 驅動程式 (psqlODBC) 設定] 對話方塊中，定義並記下您想要的資料來源名稱。使用您

先前建立的 RDS 執行個體的值完成下列參數：

描述

選用說明可協助您快速識別此資料庫連線。
資料庫

您先前建立的 Amazon RDS 資料庫。
伺服器

亞馬遜 RDS 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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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會話

連接埠

亞馬遜 RDS 端口。
使用者名稱

如 Amazon RDS 執行個體中的定義。
密碼

如 Amazon RDS 執行個體中的定義。
5. 選擇測試以驗證與 Amazon RDS 的連線是否成功，然後選擇儲存以儲存新的使用者 DSN。
6. 等到您看到確認正確工作區建立的訊息，然後選擇 [確定] 以完成 ODBC 資料來源並關閉 EA_Admin 工

具。
7. 再次瀏覽至應用程式選取器功能表，然後選擇「企業分析器」以啟動工具。選擇「新建」。
8. 在「工作區」組態視窗中，輸入您的工作區名稱並定義其位置。如果您在此組態下工作，工作區可以是 

Amazon S3 磁碟，或者您的主資料夾 (如果您願意)。
9. 選擇「選擇其他資料庫」以連接到您的 Amazon RDS 執行個體。
10. 選擇下一頁從選項中的圖標，然後選擇確定。
11. 對於 [選項-定義連線參數] 下的 Windows 設定，輸入您建立的資料來源名稱。同時輸入資料庫名稱、使

用者名稱和密碼。選擇 Ok (確定)。
12. 等待企業分析器創建所有的表，索引，等等，它需要存儲結果。此過程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企業分

析器會確認資料庫和工作區何時可供使用。
13. 再次瀏覽至應用程式選取器功能表，然後選擇「企業分析器」以啟動工具。
14. 「企業分析器」啟動視窗會顯示在新選取的工作區位置中。選擇 Ok (確定)。
15. 導覽至左窗格中的儲存庫，選取儲存庫名稱，然後選擇「將檔案/資料夾新增至您的工作區」。選取儲存

應用程式程式碼的資料夾，將其新增至工作區。如果需要，您可以使用前面的BankDemo示例代碼。當
企業分析器提示您驗證這些檔案時，請選擇驗證以啟動初始的「企業分析器」驗證報告。完成可能需要
幾分鐘才能完成，視您的應用程式大小而定。

16. 展開工作區以查看已新增至工作區的檔案和資料夾。物件類型和環狀複雜度報告也會顯示在 [圖表檢視
器] 窗格的頂部象限中。

您現在可以使用企業分析器來執行所有必要的工作。

後續會話
1. 使用您在AppStream 2.0 的歡迎電子郵件訊息中收到的 URL 開始使用AppStream 2.0 的工作階段。
2. 使用您的電子郵件和永久密碼登錄。
3. 選取「企業分析器」堆疊。
4. 如果您使用此選項共用工作區檔案，請啟動Rclone以連接到 Amazon S3 支援的磁碟。
5. 啟動企業分析器來完成您的工作。

工作區連線問題
當您嘗試重新連線到您的企業分析器工作區時，您可能會看到這樣的錯誤：

Cannot access the workspace directory 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EA_BankDemo. The 
 workspace has been created on a non-shared disk of the EC2AMAZ-E6LC33H computer. Would you 
 like to correct the workspace directory location?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選擇確定以清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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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連線問題

1. 在AppStream 2.0 中，選擇工具列上的啟動應用程式圖示，然後選擇 EA_Admin 以啟動 Micro Focus 企
業分析器管理工具。

2. 從管理功能表中選擇重新整理工作區路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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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連線問題

3. 在 [選取工作區] 底下，選擇您想要的工作區，然後選擇 [確定]。

88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工作區連線問題

4. 選擇 「確定」 以確認錯誤訊息。

89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工作區連線問題

5. 在「工作區目錄網路路徑」下，輸入工作區的正確路徑，例如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EA\MyWorkspace3。

6. 關閉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管理工具。

7. 在AppStream 2.0 中，選擇工具列上的啟動應用程式圖示，然後選擇 EA 啟動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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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8. 重複步驟 3-5。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現在應該與現有的工作區打開。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針對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才不會再產生費用。完成下列步驟：

• 使用 EA_Admin 工具刪除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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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設定企業開發人員

• 刪除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 S3 儲存貯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3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儲存貯
體。

• 刪除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料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資料庫執行個體。

教學課程：在 AppStream 2.0 上設定微焦點企業開
發人員

本教學課程說明如何為一或多個大型主機應用程式設定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以便使用企業開發人
員功能來維護、編譯和測試這些應用程式。此設定是以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與客戶共用的 AppStream 2.0 
Windows 映像，以及如中所述建立 AppStream 2.0 叢集和堆疊的基礎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
配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p. 77)。

Important

本教學課程中的步驟假設您使用可下載的AWS CloudFormation範本 cfn-m2-appstream-fleet-ea-
ed .yaml 設定 AppStream 2.0。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教學課程：設定 AppStream 2.0 以搭配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使用 (p. 77)。
當企業開發人員叢集和堆疊啟動並執行時，您必須執行此設定的步驟。

如需企業開發人員第 7 版功能和交付項目的完整說明，請參閱 Micro Focus 網站上的up-to-date 線上文件 (第 
7.0 版)。

圖片內容
除了企業開發人員本身，圖像包含包含倫巴（TN3270 模擬器）的圖像。其中還包含下列工具和程式庫。

第三方工具

• Python
• 複製
• pgAdmin
• GIT 供應鏈管理
• PostgreSQL 程式

中的圖書館C:\Users\Public

• BankDemo 企業開發人員的源代碼和項目定義：m2-bankdemo-template.zip。
• 適用於大型主機的 MFA 安裝套件：mfa.zip.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文件中

的大型主機存取概觀。
• Rclone 的命令和配置文件（在教程中使用它們的說明）：m2-rclone.cmd和m2-rclone.conf。

如果您需要存取尚未載入到 CodeCommit 儲存庫中但可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使用的原始程式碼 (例
如，將原始程式碼初始載入 git)，請依照中所述的程序建立虛擬 Windows 磁碟教學課程：在AppStream 2.0 
上設定企業分析器 (p. 83)。

主題
• 先決條件 (p. 93)
• 步驟 1：由個別企業開發者使用者進行設定 (p. 93)
• 步驟 2：在 Windows 上創建基於亞馬遜 S3 的虛擬文件夾（可選） (p. 93)
• 步驟 3：克隆儲存庫 (p. 94)
• 後續會話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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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 清除資源 (p. 95)

先決條件
• 一個或多個 CodeCommit 存儲庫加載了要維護的應用程序的源代碼。儲存庫設定應符合上述 CI/CD 管線

的需求，以便結合兩種工具來建立協同效應。
• 根據 AWS 身份驗證和 CodeCommit 存取控制中的資訊，每個使用者都必須擁有帳戶管理員定義的儲存

庫或儲存庫的登入資料 CodeCommit。這些登入資料的結構會在 AWS CodeCommit 的身份驗證和存取控
制中進行審查，IAM 授CodeCommit 權的完整參考資料位 CodeCommit 於許可參考中：管理員可以為具有
每個儲存庫角色特定登入資料的不同角色定義不同的 IAM 政策，並將其授權限制在指定儲存庫上必須完成
的特定任務集。因此，對於 CodeCommit 存儲庫的每個維護者，帳戶管理員將生成一個主要用戶，並通過
選擇適當的 IAM 策略或訪問政策授予該用戶 CodeCommit訪問所需存儲庫的權限。

步驟 1：由個別企業開發者使用者進行設定
1. 取代為您的 IAM 登入資料：

1. 請從以下位置 Connect 到AWS主控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依照使用者指南中的 Git 認證為 HTTPS 使用AWS CodeCommit者設定步驟 3 中所述的程序進行。
3. 複製 IAM 為您產生的 CodeCommit特定登入認證，方法是顯示、複製這些資訊，然後貼到本機

電腦上的安全檔案中，或選擇 [下載認證] 將此資訊下載為 .CSV 檔案。您需要此資訊才能連接至 
CodeCommit。

2. 根據歡迎電子郵件中收到的 URL 以 AppStream 2.0 開始工作階段。使用您的電子郵件作為用戶名並創
建密碼。

3. 選取您的企業開發人員堆疊。
4. 在功能表頁面上，選擇 [桌面] 以到達叢集串流處理的 Windows 桌面平台。

步驟 2：在 Windows 上創建基於亞馬遜 S3 的虛擬文件
夾（可選）
如果需要 Rclone (請參閱上文)，請在 Windows 上建立以 Amazon S3 為基礎的虛擬資料夾：(如果所有應用
程式成品僅來自 CodeCommit 存取，則為選用)。

Note

如果您已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預覽期間使用 Rclone，則必須更新m2-rclone.cmd至中的較新版
本C:\Users\Public。

1. C:\Users\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使用 [檔m2-rclone.cmd案總管] 將中提供
的m2-rclone.conf和檔案複製C:\Users\Public到您的個人資料夾。

2. 使用m2-rclone.conf您的AWS訪問密鑰和相應的密鑰以及您的AWS 區域.

[m2-s3]
type = s3
provider = AWS
access_key_id = YOUR-ACCESS-KEY
secret_access_key = YOUR-SECRET-KEY
region = YOUR-REGION
acl = private
server_side_encryption = AES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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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克隆儲存庫

3. 在 m2-rclone.cmd 中，進行下列變更：

• 變更your-s3-bucket為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名稱。例如：m2-s3-mybucket。
• 變更your-s3-folder-key為您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金鑰。例如：myProject。
• 變更your-local-folder-path至您要從包含這些檔案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同步應用程式檔案

的目錄路徑。例如：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2-new。此同步的目錄必須是主
資料夾的子目錄， AppStream 2.0 才能在作業階段開始和結束時正確備份和還原它。

:loop
timeout /T 10
"C:\Program Files\rclone\rclone.exe" sync m2-s3:your-s3-bucket/your-s3-folder-key "D:
\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your-local-folder-path" --config "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2-rclone.conf"
goto :loop 
      

4. 打開一個 Windows 命令提示符，如C:\Users\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果需要，請點
擊並運行m2-rclone.cmd。此命令指令碼會執行連續迴圈，每 10 秒將 Amazon S3 儲存貯體和金鑰同
步到本機資料夾。您可以根據需要調整逾時。您應該會看到位於 Windows 檔案總管中 Amazon S3 儲存
貯體中的應用程式原始程式碼。

若要將新檔案新增至您正在處理的檔案集或更新現有檔案，請將檔案上傳到 Amazon S3 儲存貯體，這些
檔案會在定義的下一次迭代時同步到您的目錄m2-rclone.cmd。同樣地，如果您要刪除某些檔案，請從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刪除它們。下一個同步操作將從您的本地目錄中刪除它們。

步驟 3：克隆儲存庫
1. 瀏覽至瀏覽器視窗左上角的應用程式選取器功能表，然後選取企業開發人員。
2. 選擇C:\Users\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 (又名D: \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 做為工作區的位置，完成企業開發人員在 [首頁] 資料夾中所需的工作區建立。
3.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通過轉到項目資源管理器克隆您的 CodeCommit 存儲庫，右鍵單擊並選擇導入，導

入...，Git，來自 Git 克隆 URI 的項目。然後，輸入您的 CodeCommit特定登錄憑據並完成 Eclipse 對話
框以導入代碼。

中的 CodeCommit git 存儲庫現在克隆到本地工作區中。

您的企業開發人員工作區現在已準備就緒，可在應用程式上開始維護工作。特別是，您可以使用與企業開發
人員整合的 Microfocus 企業伺服器 (ES) 的本機執行個體，以互動方式偵錯和執行應用程式，以便在本機驗
證您的變更。

Note

本機企業開發人員環境 (包括本機企業伺服器執行個體) 在 Windows 下執行，而AWS大型主機現代
化則在 Linux 下執行。建議您在為此目標認可新應用程式 CodeCommit 並重建新應用程式之後，
以及在將新應用程式推出至生產環境之前，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的 Linux 環境中執行互補測
試。

後續會話
當您選取 AppStream 2.0 管理下的資料夾 (例如用於複製存 CodeCommit 放庫的主資料夾) 時，會在工作階
段間透明地儲存和還原該資料夾。下次您需要使用此應用程式時，請完成下列步驟：

1. 根據歡迎電子郵件中收到的 URL 以 AppStream 2.0 開始工作階段。
2. 使用您的電子郵件和永久密碼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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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3. 選取企業開發人員堆疊。
4. 使用此選項Rclone來共用工作區檔案時，啟動以連線 (請參閱上文) 到 Amazon S3 支援的磁碟。
5. 啟動企業開發人員來完成您的工作。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刪除這些資源，以免繼續支付這些資源的費用。完成下列步
驟：

• 刪除您為此自學課程建立的 CodeCommit 回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Commit使用指
南》中的「刪除 CodeCommit 存放庫」。

• 刪除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料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資料庫執行個體。

為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儀和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
人員串流會議設定自動化

您可以在工作階段開始和結束時自動執行指令碼，以允許特定於客戶內容的自動化。如需此 AppStream 2.0 
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2.0 管理指南》中的 AppStream 使用工作階段指令碼管理 AppStream 
2.0 使用者的串流體驗。

此功能需要您至少具有下列版本的企業分析器和企業開發人員映像檔：

• m2-enterprise-analyzer-v8.0.4.R1
• m2-enterprise-developer-v8.0.4.R1

主題
• 在工作階段開始時設定自動化 (p. 95)
• 在工作階段結束時設定自動化 (p. 95)

在工作階段開始時設定自動化
如果您想要在使用者連線到 AppStream 2.0 時執行自動化指令碼，請建立您的指令碼並命名m2-user-
setup.cmd。將腳本存儲在用戶的 AppStream 2.0 主文件夾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的 AppStream 
2.0 映像會在該位置尋找具有該名稱的指令碼，並執行它 (如果存在)。

Note

指令碼持續時間不能超過 AppStream 2.0 設定的限制，目前為 60 秒。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串流工作階段開始之前執行指令碼。

在工作階段結束時設定自動化
如果您想要在使用者從 AppStream 2.0 中斷連線時執行自動化指令碼，請建立您的指令碼並命名m2-
user-teardown.cmd。將腳本存儲在用戶的 AppStream 2.0 主文件夾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的 
AppStream 2.0 映像會在該位置尋找具有該名稱的指令碼，並執行它 (如果存在)。

Note

指令碼持續時間不能超過 AppStream 2.0 設定的限制，目前為 60 秒。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AppStream 2.0 管理指南中的串流工作階段結束後執行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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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格形式檢視資料集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以表格和欄的形式檢視資料集
您可以使用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存取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部署的大型主機資料集。您可以從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執行個體以表格和欄的形式檢視移轉的資料集。以這種方式檢視資料集可讓您：

• 對移轉的SQL SELECT資料檔執行作業。
• 在移轉的大型主機應用程式之外公開資料，而不需變更應用程式。
• 輕鬆過濾數據並保存為 CSV 或其他文件格式。

Note

步驟 1 和 2 是一次性活動。針對每個資料集重複步驟 3 和 4，以建立資料庫檢視。

主題
• 先決條件 (p. 96)
• 步驟 1：設定與微型聚焦資料存放區的 ODBC 連線 (亞馬遜 RDS 資料庫) (p. 96)
• 步驟 2：建立 MFDBFH.cfg 檔案 (p. 98)
• 步驟 3：為您的字帖版面建立結構 (STR) 檔 (p. 98)
• 步驟 4：使用結構 (STR) 檔案建立資料庫檢視 (p. 100)
• 步驟 5：以表格和欄的形式檢視微型焦點資料集 (p. 100)

先決條件
• 您必須能夠透過AppStream 2.0 存取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桌面。
• 您必須使用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引擎，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下部署並執行應用程式。
• 您會針對 Aurora PostgreSQL 相容版本儲存您的應用程式資料。

步驟 1：設定與微型聚焦資料存放區的 ODBC 連線 (亞
馬遜 RDS 資料庫)
在此步驟中，您將設置包含要作為表格和欄檢視的資料庫的 ODBC 連線。這是一次性步驟。

1. 使用AppStream 2.0 串流網址登入微焦企業開發者桌面版。
2. 開啟 ODBC 資料來源管理員，選擇使用者 DSN，然後選擇 [新增]。
3. 在 [建立新資料來源] 中，選擇 [PostgreSQL ANSI]，然後選擇 [完成]。
4. PG.POSTGRES透過提供必要的資料庫資訊來建立資料來源，如下所示：

Data Source : PG.POSTGRES
Database    : postgres
Server      : rds_endpoint.rds.amazonaws.com
Port        : 5432
User Name   : user_name
Password    : user_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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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設定與微型聚焦資料存放區
的 ODBC 連線 (亞馬遜 RDS 資料庫)

5. 選擇「測試」以確保連接正常。Connection successful如果測試成功，您應該會看到該消息。

如果測試失敗，請檢閱下列資訊。

• Amazon RDS 故障診斷
• 如何解決連線到 Amazon RDS 資料庫執行個體時的問題？

6. 儲存資料來源
7. 建立資料來源PG.VSAM、測試連線並儲存資料來源。提供下列資料庫資訊：

Data Source : PG.VSAM
Database    : MicroFocus$SEE$Files$VSAM
Server      : rds_endpoint.rds.amazonaws.com
Port        : 5432
User Name   : user_name
Password    : user_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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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建立 MFDBFH.cfg 檔案

步驟 2：建立 MFDBFH.cfg 檔案
在此步驟中，您會針對 Micro Focus 資料存放區建立組態檔案。這是一次性設定步驟。

1. 例如，在您的主資料夾中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FED\cfg\MFDBFH.cfg，建
立包含下列內容的 MFDBFH.cfg 檔案。

      <datastores> 
       <server name="ESPACDatabase" type="postgresql" access="odbc"> 
        <dsn name="PG.POSTGRES" type="database" dbname="postgres"/> 
        <dsn name="PG.VSAM" type="datastore" dsname="VSAM"/> 
       </server> 
      </datastores> 
     

2. 執行下列命令來查詢 Micro Focus 資料存放區，以驗證 MFFH 組態：

*##*
*## Test the connection by runn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s*
*##* 
       
set MFDBFH_CONFIG="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FED\cfg\MFDBFH.cfg" 
       
dbfhdeploy list sql://ESPACDatabase/VSAM?folder=/DATA 
       
     

步驟 3：為您的字帖版面建立結構 (STR) 檔
在此步驟中，您會為您的字稿本版面建立結構檔案，以便稍後使用它從資料集建立資料庫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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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為您的字帖版面建立結構 (STR) 檔

1. 編譯與您的字帖相關聯的程序。如果沒有程序正在使用字帖，創建並編譯一個簡單的程序，如下所示，
為您的字帖 COPY 語句。

      IDENTIFICATION DIVISION. 
      PROGRAM-ID. TESTPGM1. 
       
      ENVIRONMENT DIVISION. 
      CONFIGURATION SECTION. 
       
      DATA DIVISION. 
      WORKING-STORAGE SECTION. 
       
       COPY CVTRA05Y.
      
      PROCEDURE DIVISION. 
       
      GOBACK. 
     

2. 成功編譯後，右鍵單擊該程序，然後選擇創建記錄佈局文件。這將使用編譯過程中生成的 .idy 文件打開
微型焦點數據文件工具。

3. 右鍵單擊記錄結構，然後根據佈局選擇創建默認佈局（單個結構）或創建條件佈局（多結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 Focus 文件中的建立結構檔案和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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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使用結構 (STR) 檔案建立資料庫檢視

4. 建立版面配置後，從功能表中選擇「檔案」，然後選擇「另存新檔」。瀏覽並將檔案儲存在「主資料
夾」下，並使用與您的文字本相同的檔案名稱儲存。您可以選擇創建一個名為的文件夾str並將所有結
構文件保存在那裡。

步驟 4：使用結構 (STR) 檔案建立資料庫檢視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先前建立的結構檔案來建立資料集的資料庫檢視。

• 使用命dbfhview令為 Micro Focus 資料存放區中已存在的資料集建立資料庫檢視，如下列範例所示。

      ## 
      ## The below command creates database view for VSAM file 
 AWS.M2.CARDDEMO.TRANSACT.VSAM.KSDS  
      ## using the STR file CVTRA05Y.str 
      ## 
       
      dbfhview -create -struct:"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MFED\str
\CVTRA05Y.str" -name:V_AWS.M2.CARDDEMO.TRANSACT.VSAM.KSDS.DAT -file:sql://
ESPACDatabase/VSAM/AWS.M2.CARDDEMO.TRANSACT.VSAM.KSDS.DAT?folder=/DATA 
       
      ## 
      ## Output: 
      ## 
       
      Micro Focus Database File Handler - View Generation Tool Version 8.0.00 
      Copyright (C) 1984-2022 Micro Focus. All rights reserved. 
       
      VGN0017I Using structure definition 'TRAN-RECORD-DEFAULT' 
      VGN0022I View 'V_AWS.M2.CARDDEMO.TRANSACT.VSAM.KSDS.DAT' installed in datastore 
 'sql://espacdatabase/VSAM' 
      VGN0002I Th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步驟 5：以表格和欄的形式檢視微型焦點資料集
在此步驟中，使用連接到數據庫，以pgAdmin便您可以運行查詢以查看數據集，如表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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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企業開發人員使用範本

• MicroFocus$SEE$Files$VSAM使用 pgAdmin Connect 到資料庫，並查詢您在步驟 4 中建立的資料庫
檢視。

      SELECT * FROM public."V_AWS.M2.CARDDEMO.TRANSACT.VSAM.KSDS.DAT"; 
     

教學課程：與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一起使用範本
本教學課程描述如何搭配 Micro Focus Explorer 的範本和預先定義的專案。它涵蓋了三個用例。所有使用案
例都使用 BankDemo 範例 若要下載範例，選擇bankdemo.zip。

Important

如果您使用適用於 Windows 的企業開發人員版本，編譯器生成的二進製文件只能在企業開發人員提
供的企業服務器上運行。您不可執行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運行時，它是基於 Linux。

主題
• 使用案例 1-使用包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p. 101)
• 使用案例 2-使用不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p. 104)
• 使用案例 3-使用連結至來源資料夾的預先定義 COBOL 專案 (p. 106)
• 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p. 109)

使用案例 1-使用包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此使用案例需要您將來源元件複製到 Template 目錄結構中，作為示範預先設定步驟的一部分。在 
中bankdemo.zip這已經從原來的改變AWSTemplates.zip交付以避免有來源的兩個副本。

1. 啟動企業開發人員並指定選擇的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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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1-使用包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2. 在Application Explorer檢視, 從企業發展專案樹狀檢視項目, 選擇從範本新增專案從內容功能表。

3. 輸入範本參數，如圖所示。

Note

模板路徑將引用 ZIP 提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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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1-使用包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4. 選擇確定將根據提供的模板創建一個本地開發 Eclipse 項目，並具有完整的源代碼和執行環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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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2-使用不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所以此System結構包含一個完整的資源定義文件，其中包含 BANKDEMO 所需條目，所需的目錄添加
了條目以及相應的 ASCII 數據文件。

因為來源範本結構包含所有來源項目，這些檔案會複製到本機專案，因此會在企業開發人員中自動建
置。

使用案例 2-使用不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步驟 1 至 3 與使用案例 1-使用包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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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2-使用不含來源元件的 COBOL 專案範本

所以此System此使用案例中的結構還包含一個完整的資源定義檔案，其中包含所需項目 BankDemo、已新
增項目的所需目錄，以及對應的 ASCII 資料檔案。

但是，範本來源結構不包含任何元件。您必須從您正在使用的任何源存儲庫中將它們導入到項目中。

1. 選擇專案名稱。從相關內容功能表選擇 Choose (選擇)匯入。

2. 在產生的對話方塊中，將軍區段中，選擇檔案系統然後選擇 Next (下一步)。

3. 填入從目錄字段通過瀏覽文件系統指向存儲庫文件夾。選擇您要導入的所有文件夾，例如sources。所
以此Into folder欄位將預先填入。選擇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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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3-使用連結至來源資料夾的預先定義 COBOL 專案

來源範本結構包含所有來源項目之後，它們會在企業開發人員中自動建置。

使用案例 3-使用連結至來源資料夾的預先定義 COBOL 
專案
1. 啟動企業開發人員並指定選擇的工作區。

2. 從 File (檔案) 功能表中，選擇 Import (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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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3-使用連結至來源資料夾的預先定義 COBOL 專案

3. 在產生的對話方塊中，於將軍，選擇來自資料夾或封存的專案並選擇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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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3-使用連結至來源資料夾的預先定義 COBOL 專案

4. 填入Import，選擇 Choose目錄並瀏覽檔案系統以選取預先定義的專案資料夾。其中包含的專案具有指向
同一儲存庫中來源資料夾的連結。

選擇 Finish (完成)。

由於專案是由來源資料夾的連結填入，因此會自動建置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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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1. 切換到 Explorer (伺服器 Explorer) 檢視。從相關內容功能表選擇 Choose (選擇)開啟管理頁面，這將啟

動默認瀏覽器。

2. 在產生的「企業伺服器通用 Web 管理 (ESCWA)」畫面中，選擇匯入。

3. 選擇JSON匯入類型並選擇下一頁。

4. 上傳提供的BANKDEMO.JS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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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一旦選擇，選擇下一頁。

在「」選擇區域」面板中，確保清除端點中的通訊埠未選取選擇選項，然後繼續選擇下一頁通過面板，
直到執行匯入面板顯示。然後選擇 Import (匯入)。

最後按一下完成。然後，BANKDEMO 區域將被添加到服務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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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5. 導覽至 。一般屬性為班克示範區域。
6. 捲動至組態區段。
7. ESP 環境變數必須設定為System與之前步驟所建立的 Eclipse 專案相關。這應該

是workspacefolder/projectname/System。

8. 按一下 Apply (套用)。

該區域現在已完全配置為與 Eclipse COBOL 項目一起運行。
9. 最後，回到企業開發人員，將匯入的區域與專案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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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定義 JSON 範本

企業開發人員環境現在已準備就緒，並提供完整的工作版本 BankDemo。您可以針對區域編輯、編譯和
偵錯程式碼。

Important

如果您使用適用於 Windows 的企業開發人員版本，編譯器生成的二進製文件只能在企業開發
人員提供的企業服務器上運行。您無法在以 Linux 為基礎的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下執行它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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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設定行星示範應用程式的組建

建立工具和 CI/CD 管道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讓您為移轉的應用程式設定組建和持續整合/持續交付 (CI/CD) 管線。這些組建和管
線會使用AWS CodeBuildAWS CodeCommit、並AWS CodePipeline提供這些功能。 CodeBuild 是一種全代
管的建立服務，可編譯原始碼、執行單元測試，並產生可立即部署的成品。 CodeCommit 是一種版本控制服
務，可讓您在AWS雲端中存儲和管理私有 Git 回應。 CodePipeline 是一種持續交付的服務，讓您能夠將發行
軟體所需的步驟模型化、視化、視覺化、視化、視化、視化、視化

主題
• 教學課程：設定行星示範應用程式的組建 (p. 113)
• 教學課程：為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設定 Micro Focus 組建 (p. 127)
• 教學課程：設定 CI/CD 管道，以便與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搭配使用 (p. 133)

教學課程：設定行星示範應用程式的組建
本指南說明如何在 Amazon 彈性運算雲端執行個體上為行星示範應用程式設定建置和部署管道。它使用AWS 
CodeArtifact、AWS CodeBuildAWS CodeCommit、和AWS CodePipeline來儲存專案相依性和原始程式碼，
並設定建置專案和管道。完成本教學課程後，您將擁有一個可以觸發自動構建和部署的工作管道，每當您對
源代碼進行更改。

Note

本教程要求您在其他中創建資源AWS 服務。這些資源可能會向您的收取費用AWS 帳戶。

主題
• 先決條件 (p. 113)
• 教學概觀 (p. 114)
• 設定您的 CI/CD 環境 (p. 114)
• 設定您的 CI/CD 建置和管道 (p. 120)
• 清除資源 (p. 126)

先決條件
在開始之前，請確定您可以存取您將用來設定組建和管道的和 Amazon 彈性運算雲端執行個體。AWS 
Management Console如果您沒有 Amazon EC2 執行個體可用，請建立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並連線至該
執行個體並連線至 Amazon 然後下載、安裝及設定下列軟體。為了獲得最佳結果，我們建議您安裝和配置每
個應用程序，就像您第一次執行此操作一樣。

• 下載 PlanetsDemo-pom.zip 並將其解壓縮到您選擇的文件夾中。此檔案包含PlanetsDemo應用程式二進位
檔案。

• 下載 gapwalk 發行版並將其解壓縮到您選擇的文件夾中。此文件包含框架二進製文件。
• 下載 build-pipeline.zip（美國）或 build-pipeline.zip（歐洲）並將其解壓縮到您選擇的文件夾中。此歸檔包

含配置文件和腳本。
• 下載並安裝 Maven 的。Maven 是一個構建自動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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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概觀

• 如有必要，請下載並安裝 Java 開發套件 (JDK) (版本 8 或 11)。JDK 是用於 Java 應用程序的軟件工具和
庫的集合。

• 下載並安裝 Git。Git 是一個分佈式版本控制系統。

教學概觀
此教學包含兩個區段：

• 設定 CI/CD 環境工作。其中大多數只是一次性的任務。其中許多人都需要您在其他方面創建資源AWS 服
務。本教學課程包含建立這些資源的所有步驟。

• 建立建置和管線工作。這些工作通常您對每個應用程式或程式碼專案至少完成一次。

Note

如果您已經擁有了所有依賴項的CodeArtifact回購，則可以跳過 Maven 和CodeArtifact步驟。

設定您的 CI/CD 環境
本節中的步驟可協助您為PlanetsDemo範例應用程式設定 CI/CD 管線環境。我們建議您完成上述每個步驟，
就像您是第一次執行這些步驟一樣。即使您有現有的資源 (例如CodeArtifact儲存庫)，請為本教學課程建立另
一個資源。您可以在完成教學課程後將其刪除。這些步驟假設您已連線到可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而
且您可以隨AWS Management Console時存取。

主題
• 步驟 1：設定 Git (p. 114)
• 步驟 2：安裝或升級並配置AWS CLI (p. 115)
• 步驟 3：建立CodeArtifact網域和儲存庫 (p. 115)
• 第 4 步：生成 HTTPS 的 Git 憑據CodeCommit (p. 116)
• 步驟 5：建立CodeCommit儲存庫 (p. 117)
• 步驟 6：Connect 到存儲庫並克隆它 (p. 118)
• 步驟 7：更新 pom.xml (p. 118)
• 步驟 8：將代碼推送到您的CodeCommit回購 (p. 119)
• 步驟 9：設定CodeArtifact環境變數 (p. 119)
• 步驟 10：獲取CodeArtifact令牌 (p. 120)

步驟 1：設定 Git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使用您的使用者名稱和電子郵件地址來設定 Git，以便將自己識別為 Git 這是一次性任
務。

1. 執行以下命令：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2. 執行以下命令：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you@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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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安裝或升級並配置AWS CLI
在此步驟中，您將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安裝在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以便您可以
呼叫CodeArtifact命令。這是一次性任務。如果您安AWS CLI裝的是較舊版本，則必須將其升級，以便可以使
用這些CodeArtifact命令。CodeArtifact下列AWS CLI版本提供指令：

• AWS CLI 1: 1.18.77 及更新版本
• AWS CLI 2：2.0.21 及更新版本

若要檢查版本，請使用aws --version指令。

安裝及設定 AWS CLI

1. 安裝或升級AWS CLI。遵循安裝 AWS 命令列界面中的指示。
2. AWS CLI使用以下命令配置：aws configure

出現提示時，請指定您的AWS存取金鑰和AWS秘密存取金鑰。當系統提示您輸入預設「區域」名稱時，
請指定您要在其中建立建置和管線的「區域」(Region)，例如us-east-1。當系統提示您輸入預設輸出
格式時，請指定json。

Important

當您規劃時AWS CLI，系統會提示您指定AWS 區域。選擇大AWS型主機現代化端點中列出的
其中一個支援區域，以及中的配額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參考。您建立的所有資源都必須
位於相同的AWS 帳戶和AWS 區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使用者指南》AWS CLI中的「設定」和「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管理 IAM 使用者存取金鑰」。

3. 若要驗證安裝或升級，請執行下列命令：aws m2 help

如果安裝成功，它會顯示可用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命令清單。

步驟 3：建立CodeArtifact網域和儲存庫
在此步驟中，您會建立一個CodeArtifact存放庫，以包含PlanetsDemo範例應用程式所需的相依性。在中
CodeArtifact，存放庫是網域的一部分，因此您也必須為存放庫建立網域。當您建立儲存庫時，必須指定 
Maven 上游連線。這個連接使您可以訪問最新的 Maven 依賴關係。這是一次性步驟。您可以在 CodeArtifact 
主控台中完成這些步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CodeArtifact 使用者指南》中的 CodeArtifact 入門

1. 開啟 CodeArtifact 主控台。
2. 在區域選擇器中，選擇您要在AWS 區域其中建立網域和儲存庫。
3. 選擇建立儲存庫並提供下列資訊。

a. 在存放庫名稱中，輸入my-bluage-dependency-repo。
b. (選擇性) 在存放庫說明中，輸入存放庫的說明，以便將其識別為與任何其他CodeArtifact儲存庫不

同。
c. 在公共上游存儲庫中，選擇maven-central-store創建一個連接到從您的my-bluage-dependency-

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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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選擇 下一步。
4. 在 [網域] 中，選擇 [這個 AWS 帳戶]。
5. 在網域名稱中輸入my-bluage-domain並選擇下一步。
6. 在「檢閱並建立」中，檢閱為您建立的內容CodeArtifact。準備就緒後，請選擇 [建立儲存庫]。

第 4 步：生成 HTTPS 的 Git 憑據CodeCommit
在此步驟中，您會下載特定認證以設定存取權CodeCommit。當您從 Amazon EC2 執行個體連線到
CodeCommit儲存庫時，將使用這些登入資料。

1. 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並開啟位於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的 IAM 主控台。
2. 在 IAM 主控台導覽窗格中，選擇 [使用者]，然後選擇要設定CodeCommit存取的使用者。
3.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選擇安全登入資料索引標籤，然後在 AWSCodeCommit 的 HTTPS Git 登入

資料中選擇產生登入資料。

4. 複製 IAM 為您產生的登入資料。您可以將此資訊顯示、複製並貼到本機電腦上的安全檔案中，也可以選
擇 [下載認證] 將此資訊下載為 .CSV 檔案。您需要此資訊才能連接至 Code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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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建立CodeCommit儲存庫
在此步驟中，將在中建立空儲存庫CodeCommit。此儲存庫會保留PlanetsDemo範例應用程式的原始程式
碼，您將在稍後的步驟中上傳該程式碼。

1. 請登入AWS Management Console並開啟CodeCommit主控台，網址為 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odecommit/。

2. 在區域選擇器中，選擇您要在AWS 區域其中建立儲存庫。確保它與您創建CodeArtifact域和存儲庫的區
域相同。

3. 請在 Repositories (儲存庫) 頁面上，選擇 Create repository (建立儲存庫)。
4. 在 [建立存放庫] 頁面的 [存放庫名稱] 中，輸入my-planetsdemo-repo或其他名稱 (如果無法使用)。

Note

儲存庫名稱需區分大小寫。在中，您的名稱必須是唯一AWS 區域的AWS 帳戶。
5. (選用) 在 Description (描述) 中，輸入儲存庫的描述。這可協助您和其他使用者識別儲存庫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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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 建立 。

步驟 6：Connect 到存儲庫並克隆它
在此步驟中，您要複製存放庫的 HTTPS URL，然後將其複製到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雖然存放庫
目前是空的，但現在將儲存庫複製到執行個體可讓您大量上傳PlanetsDemo範例的所有檔案，而不是透過
CodeCommit主控台逐一上傳。

1. 在儲存庫的詳細資訊頁面上，選擇複製 URL，然後選擇複製 HTTPS。

2. Connect 到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並輸入git clone。然後貼上您複製的 HTTPS 網址。
3. 輸入您先前產生的 Git 憑證。

您可以忽略有關複製空儲存庫的警告訊息。您會在稍後的步驟將程式碼新增至儲存庫。

步驟 7：更新 pom.xml
在此步驟中，您會更新應用程式pom.xml檔案中的gapwalk.version屬性，以符合您之前下載的 gapwalk 
發行版。執行此步驟是應用程式執行的必要步驟。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pom.xml使用您選擇的文字編輯器找出並開啟 Amazon EC2 執行個
體。檔案位於解壓縮的PlanetsDemo-pom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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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文件的<properties>部分。此端看起來如下：

<properties> 
    <spring.boot.version>2.5.12</spring.boot.version> 
    <gapwalk.version>3.1.0-SNAPSHOT</gapwalk.version> 
    <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UTF-8</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
</properties> 
                     

3. 變更gapwalk.version以符合目前版本3.1.0-b3257-SNAPSHOT。

Note

您用於gapwalk.version性質的值必須指向既有的間隙步道分配版本。

步驟 8：將代碼推送到您的CodeCommit回購
在此步驟中，您會將的範例原始程式碼推送PlanetsDemo至先前建立的CodeCommit存放庫。

1. 在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將PlanetsDemoRepo程式碼複製到複製的CodeCommit儲存庫。
2. 使用 Git 將代碼推送到存CodeCommit儲庫。

步驟 9：設定CodeArtifact環境變數
在此步驟中，您要匯出CodeArtifact網域和存放庫的變數。當您獲得授權所需的CodeArtifact令牌時，您需要
在稍後的步驟中使用這些變量。

•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下列命令：

export CODEARTIFACT_DOMAIN=my-blueage-domain
export CODEARTIFACT_REPO=my-bluage-dependency-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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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獲取CodeArtifact令牌
在此步驟中，您會取得CodeArtifact權杖。CodeArtifact使用此令牌來驗證和授權來自 Maven 的請求。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下列命令：

export CODEARTIFACT_TOKEN=`aws codeartifact get-authorization-token --domain 
 $CODEARTIFACT_DOMAIN --query authorizationToken --output text` 
                     

2. 執行以下命令來驗證字CodeArtifact符：

echo $CODEARTIFACT_TOKEN 
                     

Note

當權杖到期時，您必須使用上一個命令重新整理它。

設定您的 CI/CD 建置和管道
本節中的步驟可協助您設定PlanetsDemo範例應用程式組建和組建的管道。每次您想要為其中一個移轉的應
用程式設定 CI/CD 管線時，您將完成這些步驟。我們建議您完成上述每個步驟，就像您是第一次執行這些
步驟一樣。即使您先前執行指令碼，也請使用不同的名稱或目標，以便您可以再次執行這些指令碼，而不會
覆寫任何項目。這些步驟假設您已連線到可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而且您可以隨AWS Management 
Console時存取。

主題
• 步驟 1：產生 Maven 組態檔案 (p. 120)
• 第 2 步：將 Maven 配置文件複製到目錄 (p. 121)
• 步驟 3：將藍光時代依賴關係部署到CodeArtifact存儲庫中 (p. 121)
• 步驟 4：編輯組建參數檔案 (p. 122)
• 步驟 5：建立及部署CodeBuild專案 (p. 122)
• 步驟 6：啟動組建 (p. 123)
• 步驟 7：檢視組建資訊 (p. 123)
• 步驟 9：指定源代碼存儲庫的默認分支 (p. 124)
• 步驟 10：編輯配管參數檔案 (p. 124)
• 步驟 11：建立及部署CodePipeline管線 (p. 125)
• 步驟 12：檢視管線 (p. 125)

步驟 1：產生 Maven 組態檔案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執行提供的generate-maven-config.sh指令碼來產生 Maven 的settings.xml檔
案。該腳本在build-pipeline.zip存檔中提供，您先前下載並提取。

1. 找到generate-maven-config.sh腳本。
2. (選擇性) 如果您搭配使用具名的設定檔AWS CLI，請編輯指令碼並附加--profile your-profile-

name選項，以確保指令碼可以存取正確的環境並產生有效的組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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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命令執行指令碼./generate-maven-config.sh

4. 開啟指令碼所產生的settings.xml檔案，以查看如何使用匯出的變數。

<settings> 
    <servers> 
        <server> 
            <id>codeartifact</id> 
            <username>aws</username> 
            <password>${env.CODEARTIFACT_TOKEN}</password> 
        </server> 
    </servers> 
    <mirrors> 
        <mirror> 
            <id>codeartifact</id> 
            <name>codeartifact</name> 
            <url>https://my-bluage-domain-111122223333.d.codeartifact.us-
east-1.amazonaws.com/maven/my-bluage-dependency-repo/</url> 
            <mirrorOf>*</mirrorOf> 
         </mirror> 
    </mirrors> 
    <profiles> 
        <profile> 
            <id>codeartifact</id> 
            <activation> 
                <activeByDefault>true</activeByDefault> 
            </activation> 
            <repositories> 
                <repository> 
                    <id>codeartifact</id> 
                    <url>https://my-bluage-domain-111122223333.d.codeartifact.us-
east-1.amazonaws.com/maven/my-bluage-dependency-repo/</url> 
                </repository> 
            </repositories> 
        </profile> 
    </profiles>
</settings> 
                     

第 2 步：將 Maven 配置文件複製到目錄
在此步驟中，請確保您先前創建的 Maven 配置文件佔據與gapwalk JAR 文件相同的目錄。

1. 找出指generate-maven-config.sh令碼在上一個步驟中建立的settings.xml檔案。
2. 將檔案複製到與gapwalk JAR 檔案相同的目錄。

cp settings.xml directory-with-extracted-assets/
                    

步驟 3：將藍光時代依賴關係部署到CodeArtifact存儲庫中
在此步驟中，您將 Blu Age 依賴項部署到中，CodeArtifact以便它們可用於稍後設置的構建。

1. 找到deploy-to-codeartifact.sh腳本。
2. 執行下列命令：./deploy-to-codeartifac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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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編輯組建參數檔案
在本自學課程中，您將使用建立CodeBuild專案AWS CloudFormation。此服務會根據您提供的AWS資訊為您
建立資源。我們提供了一個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您可以在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從命令列執行此
範本。該範本會建立CodeBuild專案。在此步驟中，您將編輯 JSON 檔案，其中包含AWS CloudFormation範
本所需的一些參數。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找出build-project-params.json檔案。此端看起來如下：

{ 
    "Parameters": { 
        "CodeRepositoryName": "", 
        "ArtifactRepositoryName": "", 
        "ArtifactRepositoryDomain": "" 
    }
} 
                     

2. 編輯該檔案，如下所示：

• 在中CodeRepositoryName，輸入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CodeCommit存放庫名稱，例
如PlanetsDemoRepo。

• 在中ArtifactRepositoryName，輸入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CodeArtifact存放庫名稱，例如my-
bluage-dependency-repo。

• 在中ArtifactRepositoryDomain，輸入您所建立之CodeArtifact存放庫所在的CodeArtifact網域名
稱，例如my-bluage-domain。

您更新後的檔案看起來如下：

{ 
    "Parameters": { 
        "CodeRepositoryName": "PlanetsDemoRepo", 
        "ArtifactRepositoryName": "my-bluage-dependency-repo", 
        "ArtifactRepositoryDomain": "my-bluage-domain" 
    }
} 
                     

步驟 5：建立及部署CodeBuild專案
在此步驟中，您可AWS CloudFormation以使用建立和部署CodeBuild專案。該專案會使用您在上一個步驟中
提供的參數來識別原始程式碼的位置和專案相依性。您可以使用AWS CloudFormation從亞馬遜 EC2 執行個
體呼叫AWS CLI.

• 執行以下命令：

aws cloudformation deploy --stack-name your-stack-name --template-file build-
project.yaml --capabilities CAPABILITY_IAM --parameter-overrides file://build-project-
params.json 
                     

完成建立資源需要幾分鐘的時間。AWS CloudFormation您可以在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中觀看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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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啟動組建
在此步驟中，您CodeBuild將使用以上一個步驟驟中為您建AWS CloudFormation立的組建專案執行組建。

1. 請登入AWS Management Console並開啟CodeBuild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odebuild/。

2. 在導覽窗格中，選擇 Build projects (建置專案)。

3. 在建置專案清單中，選擇開頭的專案M2Build，然後選擇 [開始建置]。建置會立即開始。

等候組建完成。

步驟 7：檢視組建資訊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檢視組建資訊來驗證組建狀態和輸出加工品。

1. 在CodeBuild主控台中，如果您尚未檢視先前步驟中啟動之組建的詳細資料，請選擇 [建置歷程記錄]。然
後為開頭的構建項目選擇構建運行鏈接M2Build。

2. 在 [建置狀態] 頁面的 [階段詳細資料] 中，確定 [狀態] 資料行中的每個建置階段都顯示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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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CodeBuild主控台仍處於開啟狀態，且上一步仍顯示組建詳細資料頁面的情況下，選擇 [組建詳細資
料]，然後向下捲動至 [成品] 區段。

在成品上傳位置之後，會顯示包含建置輸出成品的 Amazon S3 資料夾連結。此連結會在 Amazon S3 中
開啟資料夾，您可以在其中找到建置輸出成品檔案。

步驟 9：指定源代碼存儲庫的默認分支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編輯將使用建立CodePipeline管線的檔案AWS CloudFormation。您必須自訂檔案中指定
之程式碼儲存庫的預設分支。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編輯build-pipeline.yaml檔案。
2. 找出 CodeRepositoryBranch 參數。

Parameters: 
  CodeRepositoryBranch: 
    Type: String 
    Default: main 
                     

3. 將 main 變更為 master。

步驟 10：編輯配管參數檔案
與您在上一步中建立CodeBuild專案的方式類似，您可以CodePipeline使用AWS CloudFormation. 我們提供
了一個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您可以從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的命令列執行此範本。該範本會建立
CodePipeline管線。在此步驟中，您將編輯 JSON 檔案，其中包含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所需的一些參
數。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找出build-pipeline-params.json檔案。此端看起來如下：

{ 
    "Parameters": { 
        "CodeRepositoryName": "", 
        "ArtifactRepositoryName": "", 
        "ArtifactRepositoryDomain": "" 
    }
}                        
                     

2. 編輯該檔案，如下所示：

• 在中CodeRepositoryName，輸入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CodeCommit存放庫名稱，例
如PlanetsDemoRepo。

• 在中ArtifactRepositoryName，輸入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CodeArtifact存放庫名稱，例如my-
bluage-dependency-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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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ArtifactRepositoryDomain，輸入您所建立之CodeArtifact存放庫所在的CodeArtifact網域名
稱，例如my-bluage-domain。

您更新後的檔案看起來如下：

{ 
    "Parameters": { 
        "CodeRepositoryName": "PlanetsDemoRepo", 
        "ArtifactRepositoryName": "my-bluage-dependency-repo", 
        "ArtifactRepositoryDomain": "my-bluage-domain" 
    }
}                        
                     

步驟 11：建立及部署CodePipeline管線
在此步驟中，您可AWS CloudFormation以使用建立和部署CodePipeline管線。該管道將使用您在上一個步驟
中提供的參數來識別原始程式碼的位置和專案相依性。您可以使用AWS CloudFormation從亞馬遜 EC2 執行
個體呼叫AWS CLI.

• 執行以下命令：

aws cloudformation deploy --stack-name your-stack-name --template-file build-
pipeline.yaml --capabilities CAPABILITY_IAM --parameter-overrides file://build-
pipeline-params.json  
                     

需要幾分鐘的時間AWS CloudFormation才能完成管線建立。您可以在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中觀看進
度。

步驟 12：檢視管線
在此步驟中，將會檢視為您AWS CloudFormation建立的管線以確保其正常運作。此管道會從CodeCommit
儲存庫下載原始程式碼。然後建立專案，包括將所有相依性安裝到CodeArtifact儲存庫，並將專案部署到 
Amazon S3 儲存貯體。

1. 請登入AWS Management Console並開啟CodePipeline主控台，網址為 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odepipeline/。

2. 在「名稱」(Name) 下，選擇為您建立的配管。
3. 在詳細資料頁面上，檢閱來源、組建和DeployStaging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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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當您對源代碼進行更改，然後將更改推送到CodeCommit存儲庫時，此管道會自動啟動。

清除資源
若您不再需要因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將其刪除以避免額外費用。若要這樣做，請完成下列步驟驟

• 刪除CodePipeline配管。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Pipeline使用指南》CodePipeline中的〈刪除
管線〉。

• 刪除CodeBuild專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CodeBuild中的〈刪除組建專案AWS 
CodeBuild〉。

• 刪除存CodeCommit放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Commit使用指南》中的「刪除
CodeCommit存放庫」。

• 刪除存CodeArtifact放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CodeArtifact使用指南》中的「刪除存放庫」。
• 刪除為您建立的AWS CloudFormation堆疊。若要取得更多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中的AWS 

CloudFormation〈刪除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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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您用來設定建置和管道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EC2 Linux 執行
個體使用者指南》中的終止您的執行個體。

教學課程：為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設定 Micro 
Focus 組建

本教學課程示範如AWS CodeBuild何使用從 Amazon S3 編譯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原始碼，然後將編譯
後的程式碼匯出回 Amazon S3。

AWS CodeBuild是可編譯原始碼、執行測試，並產生可立即部署的軟體套件。透過 CodeBuild，您可以使用
預先封裝的建置環境，或是建立使用自己建置工具的自訂建置環境。此示範案例會使用第二個選項。它由使
用預先封裝的 Docker 映像檔的 CodeBuild 建置環境組成。

Important

在您開始大型主機現代化專案之前，建議您先瞭解大型主機的AWS Migration Acceleration Program 
(MAP)，或聯絡AWS大型主機專家，瞭解大型主機應用程式現代化所需的步驟。

主題
• 先決條件 (p. 127)
• 步驟 1：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p. 127)
• 步驟 2：建立建立規格檔 (p. 128)
• 步驟 3：上傳來源碼 (p. 129)
• 步驟 4：建立 IAM 政策 (p. 129)
• 步驟 5：建立 IAM 角色 (p. 130)
• 步驟 6：將 IAM 政策連接到 IAM 角色 (p. 131)
• 步驟 7：建立 CodeBuild 專案 (p. 131)
• 步驟 8：開始建立 (p. 132)
• 步驟 9：下載輸出成品 (p. 132)
• 清除資源 (p. 132)

先決條件
開始本教學之前，請先完成下列先決條件。

• 下載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並將其解壓縮至資料夾。源文件夾包含 COBOL 程序和字稿，以及 CICS 
BMS 定義。它還包含一個 JCL 文件夾供參考，雖然你不需要構建 JCL。該文件夾還包含構建所需的元文
件。

• 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中，選擇「工具」。在「分析、開發和建立資產」中，選擇「與我的 
AWS 帳戶共用資產」。

步驟 1：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
在此步驟，您會建立兩個 Amazon S3 儲存貯體。第一個是保存源代碼的輸入存儲桶，另一個是用於保存構
建輸出的輸出存儲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3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設定和使用 Amazon S3 儲
存貯體。

1. 若要建立輸入儲存貯體，請登入 Amazon S3 主控台並選擇「建立儲存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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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建立建立規格檔

2. 在一般組態中，請提供儲存貯體的名稱，並指定您AWS 區域想建立儲存貯體的位置。範例名稱
為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input-bucket，其中regionId是值區AWS 區域的，而
且accountId是您的AWS 帳戶 ID。

Note

如果您在不同AWS 區域於美國東部 (維吉尼亞北部) 建立值區，請指
定LocationConstraint參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imple Simple Simple API 
參考中的建立儲存貯體。

3. 保留所有其他設定並選擇 [建立值區]。
4. 重複步驟 1-3 以建立輸出值區。範例名稱為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output-bucket，

其中regionId是值區AWS 區域的，accountId是您的AWS 帳戶 ID。

無論您為這些值區選擇什麼名稱，請務必在本教學課程中使用它們。

步驟 2：建立建立規格檔
在此步驟，您會建立組建規格檔案、。此檔案以 YAML 格式提供建置命令和相關設定， CodeBuild 以執行組
建。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 CodeBuild中的〈建置規格參考AWS CodeBuild〉。

1. buildspec.yml在您解壓縮為先決條件的目錄中建立一個名為的檔案。
2. 將下列內容新增至檔案，然後儲存。此檔案不需要變更。

version: 0.2
env: 
  exported-variables: 
    - CODEBUILD_BUILD_ID 
    - CODEBUILD_BUILD_ARN
phases: 
  install: 
    runtime-versions: 
      python: 3.7 
  pre_build: 
    commands: 
      - echo Installing source dependencies... 
      - ls -lR $CODEBUILD_SRC_DIR/source 
  build: 
    commands: 
      - echo Build started on `date` 
      - /start-build.sh -Dbasedir=$CODEBUILD_SRC_DIR/source -Dloaddir=
$CODEBUILD_SRC_DIR/target  
  post_build: 
    commands: 
      - ls -lR $CODEBUILD_SRC_DIR/target 
      - echo Build completed on `date`
artifacts: 
  files: 
    - $CODEBUILD_SRC_DIR/target/** 
     

這裡CODEBUILD_BUILD_ID、、CODEBUILD_BUILD_ARN$CODEBUILD_SRC_DIR/source、
和$CODEBUILD_SRC_DIR/target是可在其中使用的環境變數 CodeBuil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
置環境中的環境變數。

此時，您的目錄應該如下所示。

(root director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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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上傳來源碼

    |-- build.xml 
    |-- buildspec.yml 
    |-- LICENSE.txt 
    |-- source 
         |... etc. 
     

3. 壓縮資料夾的內容到名為的檔案BankDemo.zip。您不能在本教學中，壓縮資料夾。相反，請將資料夾
的內容壓縮到檔案BankDemo.zip。

步驟 3：上傳來源碼
在此步驟中，您將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的原始程式碼上傳到 Amazon S3 輸入儲存貯體。

1. 登入 Amazon S3 主控台，然後在左側導覽窗格中選擇「儲存貯體」。然後，選擇先前建立的輸入儲存
貯體。

2. 在「物件」下選擇「上載」。
3. 在「檔案和資料夾」區段中，選擇「新增檔案」。
4. 導覽到您的BankDemo.zip檔案並選擇。
5. 選擇 Upload (上傳)。

步驟 4：建立 IAM 政策
在此步驟中，您會建立兩個 IAM 政策。其中一個原則會授予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存取和使用包含 Micro 
Focus 建置工具的 Docker 映像檔的權限。此政策不是為客戶量身定制的。另一個政策授予AWS大型主機現
代化與輸入和輸出值區以及 CodeBuild 產生的 Amazon CloudWatch 日誌互動的許可。

若要了解如何建立 IAM 政策的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編輯 IAM 政策。

若要建立存取 Docker 映像檔的原則

1. 在 IAM 主控台，複製下列政策文件，並貼到政策編輯器。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r:GetAuthorizationToken"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r: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ecr:GetDownloadUrlForLayer", 
                "ecr:BatchGetImage" 
            ], 
            "Resource": "arn:aws:ecr:*:673918848628:repository/m2-enterprise-build-
tools"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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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建立 IAM 角色

            ], 
            "Resource": "arn:aws:s3:::aws-m2-repo-*/*" 
        } 
    ]
}

2. 提供原則的名稱，例如m2CodeBuildPolicy。

建立允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與值區和記錄互動的原則

1. 在 IAM 主控台，複製下列政策文件，並貼到政策編輯器。請務必更新regionIdaccountId至和您的
AWS 帳戶.AWS 區域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logs:CreateLogGroup", 
                  "logs:CreateLogStream",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regionId:accountId:log-group:/aws/codebuild/codebuild-
bankdemo-project", 
                  "arn:aws:logs:regionId:accountId:log-group:/aws/codebuild/codebuild-
bankdemo-project:*"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3:PutObject", 
                  "s3:GetObject", 
                  "s3:GetObjectVersion", 
                  "s3:GetBucketAcl", 
                  "s3:GetBucketLocation", 
                  "s3:List*" 
              ], 
              "Resource": [ 
                  "arn:aws:s3:::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input-bucket", 
                  "arn:aws:s3:::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input-bucket/*", 
                  "arn:aws:s3:::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output-bucket", 
                  "arn:aws:s3:::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output-bucket/*" 
              ], 
              "Effect": "Allow" 
          } 
      ] 
  } 
     

2. 提供原則的名稱，例如BankdemoCodeBuildRolePolicy。

步驟 5：建立 IAM 角色
在此步驟中，您會建立新的 IAM 角色，在 CodeBuild 將先前建立的 IAM 政策與這個新的 IAM 角色建立關聯
後，允許您與AWS資源互動。

如需建立服務角色的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建立角色以將許可委派給AWS服務。

1. 登入 IAM 主控台，然後在左側導覽窗格中選擇 Role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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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將 IAM 政策連接到 IAM 角色

2. 選擇 Create Role (建立角色)。
3. 在受信任的實體類型下，選擇 AWS 服務。
4. 在「其他 AWS 服務的使用案例」下，選擇 CodeBuild，然後CodeBuild再次選擇。
5. 選擇 Next (下一步)。
6. 在 Add permissions (新增許可) 頁面上，選擇 Next (下一步)。稍後您可以將原則指派給角色。
7. 在「角色詳細資料」下，提供角色的名稱，例如，BankdemoCodeBuildServiceRole。
8. 在 [選取信任的實體] 底下，確認原則文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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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選擇 Create Role (建立角色)。

步驟 6：將 IAM 政策連接到 IAM 角色
在此步驟中，您會將先前建立的兩個 IAM 政策附加到BankdemoCodeBuildServiceRole IAM 角色。

1. 登入 IAM 主控台，然後在左側導覽窗格中選擇 Role (角色)。
2. 在「角色」中，選擇您先前建立的角色，例如，BankdemoCodeBuildServiceRole。
3. 在 [權限] 原則中，選擇 [新增權限]，然後選擇 [附加原則
4. 在 [其他權限原則] 中，選擇您先前建立的原則，例

如m2CodeBuildPolicy和BankdemoCodeBuildRolePolicy。
5. 選擇 Attach policies (連接政策)。

步驟 7：建立 CodeBuild 專案
在此步驟，您會建立 CodeBuild 專案。

1. 登入 CodeBuild 主控台並選擇 [建立組建專案]。
2. 在 [專案組態] 區段中，提供專案的名稱，例如codebuild-bankdemo-project。
3. 在「來源」區段中，針對來源供應商選擇 Amazon S3，然後選擇您先前建立的輸入儲存貯體，例

如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input-bucket。
4. 在 S3 物件金鑰或 S3 資料夾欄位中，輸入您上傳到 S3 儲存貯體的 zip 檔案名稱。在此情況下，檔案名

稱為bankdemo.zip。
5. 在「環境」區段中，選擇「自訂影像」。
6. 在「環境類型」欄位中，選擇「Linux」。
7. 在 [影像登錄] 下，選擇 [其他登錄]
8. 在「外部登錄 URL」欄位中，輸入673918848628.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m2-

enterprise-build-tools: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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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開始建立

9. 在 [服務角色] 底下，選擇 [現有服務角色]，然後在 [角色 ARN] 欄位中選擇您先前建立的服務角色；例
如，BankdemoCodeBuildServiceRole。

10. 在 [建置規格] 區段中，選擇 [使用組建規格檔案]。
11. 在「成品」區段的「類型」下，選擇 Amazon S3，然後選擇輸出儲存貯體，例如codebuild-

regionId-accountId-output-bucket。
12.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值區中要包含組建輸出成品的資料夾名稱，例如bankdemo-output.zip。
13. 在「成品包裝」下，選擇「Zip」。
14. 選擇 Create build project (建立建置專案)。

步驟 8：開始建立
在此步驟，您會啟動組建。

1. 登入 CodeBuild 主控台。
2. 在左側導覽窗格中，選擇 Build 專案。
3. 選擇您先前建立的建置專案，例如codebuild-bankdemo-project。
4. 選擇 Start build (開始組建)。

此命令啟動構建。組建會以非同步方式執行。命令的輸出為 JSON，其中包含屬性 id。此屬性 idis 對您剛剛
啟動之組 CodeBuild 建 ID 的參考。您可以在 CodeBuild 主控台中檢視組建的狀態。您還可以在控制台中查
看有關構建執行的詳細日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Build使用者指南中的檢視詳細組建資訊。

當目前階段完成時，表示您的建置已成功完成，而您編譯的成品已在 Amazon S3 上準備就緒。

步驟 9：下載輸出成品
在此步驟，您會從 Amazon S3 下載輸出成品。Micro Focus 建置工具可以建立數種不同的可執行檔類型。在
本教學中，它會產生共用物件。

1. 登入 Amazon S3 主控台。
2. 在「值區」區段中，選擇輸出值區的名稱，例如codebuild-regionId-accountId-output-

bucket。
3. 選擇 Download (下載)。
4. 解壓縮所下載的 檔案。導覽至目標資料夾以查看組建加工品。其中包括.so Linux 共享對象。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將其刪除，以避免產生額外費用。若要這樣做，請完成下列步
驟。

• 刪除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 S3 儲存貯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imple Simple S服務使用者指
南中的刪除儲存貯體。

• 刪除您為本教學課程建立的 IAM 政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 IAM 政策。
• 刪除您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 IAM 角色。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角色或執行個體

描述檔。
• 刪除您為此自學課程建立的 CodeBuild 專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 CodeBuild中的〈刪除

組建專案AWS Cod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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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設定 CI/CD 管道，以便與微焦點企業開
發人員搭配使用

本教學課程說明如何在 Micro Focus 企業開發人員中匯入、編輯、編譯和執行 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然
後認可變更以觸發 CI/CD 管線。

內容
• 先決條件 (p. 133)
• 建立 CI/CD 管線基本基礎架構 (p. 134)
• 建立AWS CodeCommit儲存庫和 CI/CD 管道 (p. 137)

• YAML 觸發程序檔案設定範例 (p. 138)
• 企業開發人員 AppStream 2.0 建立 (p. 140)
• 企業開發人員設置和測試 (p. 141)

•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克隆 BankDemo CodeCommit 存儲庫 (p. 141)
• 建立 BankDemo 大型主機 COBOL 專案並建置應用程式 (p. 141)
• 創建本地 BankDemo CICS 和批處理環境進行測試 (p. 142)
•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 練習一：在 BANKDEMO 申請中加強貸款計算 (p. 144)
• 將貸款分析規則新增至企業開發人員程式碼 (p. 144)
• 步驟 1：執行貸款計算的代碼分析 (p. 145)
• 第 2 步：修改 CICS BMS 映射和 COBOL 程序和測試 (p. 145)
• 步驟 3：在 COBOL 程序中添加總金額計算 (p. 146)
• 步驟 4：提交更改並運行 CI/CD 管道 (p. 146)

• 練習 2：在 BankDemo應用程序中提取貸款計算 (p. 146)
• 步驟 1：將貸款計算常式重構為 COBOL 部分 (p. 147)
• 步驟 2：將貸款計算程序提取到獨立的 COBOL 程序 (p. 148)
• 步驟 3：提交變更並執行 CI/CD 管線 (p. 148)

• 清除資源 (p. 149)

先決條件
下載下列檔案。

• basic-infra.yaml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 pipeline.yaml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 m2-code-sync-function.zip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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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_git.yml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 BANKDEMO-source.zip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 BANKDEMO-exercise.zip
• 下載歐洲 (法蘭克福) 區域。
• 從美國東部 (N. Virginia) 區域。

每個文件的目的如下：

basic-infra.yaml

此AWS CloudFormation範本會建立 CI/CD 管道所需的基本基礎設施：VPC、Amazon S3 儲存貯體等。
pipeline.yaml

Lambda 函數會使用此AWS CloudFormation範本來啟動管線堆疊。確保此範本位於公有存取得公
有存取得有存取得的公有 Amazon S3 取得公有 將此值區的連結新增為basic-infra.yaml範本
中PipelineTemplateURL參數的預設值。

m2-code-sync-function.zip

此 Lambda 函數會建立 CodeCommit 儲存庫 (以中為基礎的目錄結構)config_git.yaml，並使用
啟動管線堆疊pipeline.yaml。請確定所有支援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可公開存取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都可使用此 zip 檔案。AWS 區域我們建議您將檔案儲存在值區中，AWS 區域並將其複
製到所有儲存貯體中AWS 區域。使用具有可識別特定字尾的值區命名慣例AWS 區域 (例如，m2-
cicd-deployment-source-eu-west-1)，並將字首新增m2-cicd-deployment-source為參
數的預設值，DeploymentSourceBucket並在資源範basic-infra.yaml本中參照該值區!Sub 
{DeploymentSourceBucket}-${AWS::Region}時，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替代函數形成完整
值區SourceSyncLambdaFunction。

config_git.yml

CodeCommit 目錄結構定義。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YAML 觸發程序檔案設定範例 (p. 138)。
BANKDEMO-source.zip.

BankDemo 源代碼和從 CodeCommit存儲庫創建的配置文件。
BANKDEMO-exercise.zip.

BankDemo 從 CodeCommit 儲存庫建立的自學課程練習的來源。

建立 CI/CD 管線基本基礎架構
使用AWS CloudFormation範本透basic-infra.yaml過AWS CloudFormation主控台建立 CI/CD 管線基本
基礎結構堆疊。此堆疊會建立 Amazon S3 儲存貯體，您可以在其中上傳應用程式程式碼和資料，以及建立
其他必要資源 (例如AWS CodeCommit儲存庫和AWS CodePipeline管道) 的支援AWS Lambda功能。

Note

若要啟動此堆疊，您需要許可以管理 IAM、Amazon S3、LambdaAWS CloudFormation 和許可以
使用AWS KMS。

1. 請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開啟位於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的 
AWS CloudFormation 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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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以下選項之一建立新的堆疊：

• 選擇 Create Stack (建立堆疊)。如果您目前有堆疊正在執行，這是「唯一的」選項。
• 在「堆疊」頁面上，選擇「建立堆疊」。只有當無堆疊執行時才看得到此選項。

3. 在「指定樣板」頁面上：

• 在準備範本中，選擇範本已準備就緒。
• 在指定範本中，選擇 Amazon S3 URL 做為範本來源，然後根據您的網址輸入下列其中一個 URLAWS 

區域。
• https://m2-us-east-1.s3.us-east-1.amazonaws.com/cicd/mf/basic-infra.yaml

• https://m2-eu-central-1.s3.eu-central-1.amazonaws.com/cicd/mf/basic-
infra.yaml

• 若要接受設定，請選擇 [下一步]。

［建立堆疊］頁面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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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下列變更：

• 為網路組態的堆疊名稱和參數提供適當的值。
• 部署組態中的大多數參數都會適當地預先填入，因此您不需要修改它們。根據您的管道範本AWS 區

域，將管道AWS CloudFormation範本變更為下列其中一個 Amazon S3 URL。
• https://m2-us-east-1.s3.amazonaws.com/cicd/mf/pipeline.yaml

• https://m2-eu-central-1.s3.eu-central-1.amazonaws.com/cicd/mf/
pipeline.yaml

• 選擇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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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除非您已自行修改AWS CloudFormation範本，否則請勿變更預設參數值。
4. 在設定堆疊選項中，選擇下一步。
5. 在 [功能] 中，選擇 [我確認AWS CloudFormation可能會建立 IAM 資源，AWS CloudFormation以允許您

建立 IAM 角色的權限]。選擇 Create Stack (建立堆疊)。

Note

佈建此堆疊可能需要 3 到 5 分鐘的時間。
6. 成功建立堆疊之後，瀏覽至新佈建之堆疊的「輸出」區段。您會在那裡找到需要上傳大型主機程式碼和

相依檔案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建立AWS CodeCommit儲存庫和 CI/CD 管道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呼叫 Lambda 函數AWS CloudFormation來建立管線堆疊，以建立 CodeCommit 存放庫
並佈建 CI/CD 管線堆疊。

1. 將BankDemo 範例應用程式下載到您的本機電腦。
2. bankdemo.zip從您的本機電腦上傳到在中建立的建立儲存貯體建立 CI/CD 管線基本基礎架

構 (p. 134)。
3. 下載 config_git.yml.
4. 視需要修改，config_git.yml如下所示：

• 添加您自己的目標存儲庫名稱，目標分支和提交消息。

repository-config: 
  target-repository: bankdemo-repo 
  target-branch: main 
  commit-message: Initial commit for bankdemo-repo main branch 
        

• 新增要接收通知的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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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line-config: 
  # Send pipeline failure notifications to these email addresses 
  alert-notifications: 
    - myname@mycompany.com 
  # Send notifications for manual approval before production deployment to these 
 email addresses 
  approval-notifications: 
    - myname@mycompany.com 
        

5. 將包含 CodeCommit 存放庫資料夾結構定義的config_git.yml檔案上傳到在中建立的 Amazon S3 儲
存貯體建立 CI/CD 管線基本基礎架構 (p. 134)。這將叫用將自動佈建存放庫和管道的 Lambda 函數。

這將使用在config_git.yml文件中target-repository定義的名稱創建一個 CodeCommit 存儲
庫；例如，bankdemo-repo。

Lambda 函數也會透過建立 CI/CD 管線堆疊AWS CloudFormation。AWS CloudFormation堆棧將具有相
同的前綴提供的target-repository名稱，後跟隨機字符串（例如bankdemo-repo-01234567。您
可以在「管理主控台」中找到 CodeCommit 存放庫 URL 和 URL，以存取建立的AWS管道。

6. 如果 CodeCommit 存放庫建立完成，將立即觸發 CI/CD 管線以執行完整的 CI/CD。
7. 推送文件後，它將自動觸發管道，該管道將構建，在測試中部署，運行一些測試並等待手動批准，然後

將其部署到生產環境中。

YAML 觸發程序檔案設定範例

repository-config: 
  target-repository: bankdemo-repo 
  target-branch: main 
  commit-message: Initial commit for bankdemo-repo main branch 
  directory-structure: 
    - '/': 
        files: 
        - build.xml 
        - '*.yaml' 
        - '*.yml' 
        - '*.xml' 
        - 'LICENSE.txt' 
        readme: | 
          # Root Folder 
          - 'build.xml' : Build configur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 tests: 
        files: 
        - '*.py' 
        readme: | 
          # Test Folder 
          - '*.py' : Test 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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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fig: 
        files: 
        - 'BANKDEMO.csd' 
        - 'BANKDEMO.json' 
        - 'BANKDEMO_ED.json' 
        - 'dfhdrdat' 
        - 'ESPGSQLXA.dll' 
        - 'ESPGSQLXA64.so' 
        - 'ESPGSQLXA64_S.so' 
        - 'EXTFH.cfg' 
        - 'm2-2021-04-28.normal.json' 
        - 'MFDBFH.cfg' 
        - 'application-definition-template-config.json' 
        readme: | 
          # Config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files. 
          - 'BANKDEMO.csd'     : CICS Resource definitions export file  
          - 'BANKDEMO.json'    : Enterprise Server configuration 
          - 'BANKDEMO_ED.json' : Enterprise Server configuration for ED  
          - 'dfhdrdat'         : CICS resource definition file 
          - 'ESPGSQLXA.dll'    : XA switch module Windows 
          - 'ESPGSQLXA64.so'   : XA switch module Linux 
          - 'ESPGSQLXA64_S.so' : XA switch module Linux 
          - 'EXTFH.cfg'        : Micro Focus File Handler configuration 
          - 'm2-2021-04-28.normal.json' : M2 request document 
          - 'MFDBFH.cfg'       : Micro Focus Database File Handler 
          - 'application-definition-template-config.json' : Application definition for M2 
    - source: 
        subdirs: 
        - .settings: 
            files: 
              - '.bms.mfdirset' 
              - '.cbl.mfdirset'               
        - copybook: 
            files: 
              - '*.cpy' 
              - '*.inc' 
            readme: | 
              # Copy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source for COBOL copy books, PLI includes, ... 
              - .cpy COBOL copybooks 
              - .inc PLI includes
#        - ctlcards:
#            files:
#              - '*.ctl'
#              - 'KBNKSRT1.txt'
#            readme: |
#              # Control Card folder
#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source for Batch Control Cards
#              - .ctl Control Cards 
        - ims: 
            files: 
              - '*.dbd' 
              - '*.psb' 
            readme: | 
              # ims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IMS DB source files with the extensions 
              - .dbd for IMS DBD source 
              - .psb for IMS PSB source 
        - jcl: 
            files: 
              - '*.jcl' 
              - '*.ctl' 
              - 'KBNKSRT1.txt' 
              - '*.prc' 
            read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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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cl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JCL source files with the extensions 
              - .jcl
#        - proclib:
#            files:
#              - '*.prc'
#            readme: |
#              # proclib folder
#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JCL procedures referenced via PROCLIB statements in 
 the JCL with extensions
#              - .prc 
        - rdbms: 
            files: 
              - '*.sql' 
            readme: | 
              # rdbms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any DB2 related source files with extensions 
              - .sql for any kind of SQL source 
        - screens: 
            files: 
            - '*.bms' 
            - '*.mfs' 
            readme: | 
              # screens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screens source files with the extensions 
              - .bms for CICS BMS screens 
              - .mfs for IMS MFS screens 
            subdirs: 
            - .settings: 
                files: 
                    - '*.bms.mfdirset' 
        - cobol: 
            files: 
              - '*.cbl' 
              - '*.pli' 
            readme: | 
              # source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program source files with the extensions 
              - .cbl for COBOL source 
              - .pli for PLI source 
            subdirs: 
            - .settings: 
                files: 
                   - '*.cbl.mfdirset' 
    - tests: 
        files: 
        - 'test_script.py' 
        readme: | 
          # tests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the application test scripts     
pipeline-config: 
  alert-notifications: 
    - myname@mycompany.com 
  approval-notifications: 
    - myname@mycompany.com 
     

企業開發人員 AppStream 2.0 建立
若要在 AppStream 2.0 上設定微焦企業開發人員，請參閱教學課程：在 AppStream 2.0 上設定微焦點企業開
發人員 (p. 92)。

若要將 CodeCommit 存放庫連線至企業開發人員，請使用target-repository中指定的名稱YAML 觸發程
序檔案設定範例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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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開發人員設置和測試
主題

•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克隆 BankDemo CodeCommit 存儲庫 (p. 141)
• 建立 BankDemo 大型主機 COBOL 專案並建置應用程式 (p. 141)
• 創建本地 BankDemo CICS 和批處理環境進行測試 (p. 142)
•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Connect 到您在中建立的企業開發人員 AppStream 2.0 執行個體企業開發人員 AppStream 2.0 建
立 (p. 140)。

1. 從 Windows 開始啟動企業開發人員。選擇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然後選擇 Eclipse 的企業開發人員。如
果您是第一次開始，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2. 在 Eclipse 啟動器的「工作區：輸入」，C:\Users\<username>\workspace然後選擇「啟動」。

Note

請務必在重新連線至 AppStream 2.0 執行個體後選擇相同的位置。工作區選取不是永久性的。
3. 在歡迎中，選擇開啟 COBOL 透視圖。這只會在新工作區的第一次顯示。

在企業開發人員中克隆 BankDemo CodeCommit 存儲庫
1. 選擇視窗/透視/開啟透視圖/其他... /Git。
2. 選擇複製 Git 儲存庫。
3. 在複製 Git 儲存庫中，輸入下列資訊：

• 在位置 URI 中，輸入 CodeCommit存放庫的 HTTPS 網址。

Note

在AWS管理主控台中複製 CodeCommit 儲存區域的複製 URL HTTPS，然後將其貼到此
處。URI 將被分割為主機和存儲庫路徑。

• 驗證使用者和密碼中的使用者 CodeCommit 儲存庫認證，然後選擇儲存在安全存放區中。
4. 在「分支選擇」中，選擇「主分支」，然後選擇「下一步
5. 在本機目的地的目錄中，輸入C:\Users\<username>\workspace並選擇完成。

當「Git 存放庫」檢視中顯示時，BANKDEMO [main]就會完成複製程序。

建立 BankDemo 大型主機 COBOL 專案並建置應用程式
1. 變更為「COBOL 透視圖」。
2. 在專案中，停用「自動建置」。
3. 在檔案中，選擇新增，然後選擇大型主機 COBOL 專案。
4. 在新增大型主機 COBOL 專案中，輸入下列資訊：

• 在專案名稱中，輸入BankDemo。
• 選擇微型對焦範本 [6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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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Finish (完成)。
5. 在 COBOL 檔案總管中，展開新 BankDemo 專案。

Note

[BANKDEMO main]方括號表示該項目與本地 BankDemo CodeCommit 存儲庫連接。
6. 如果樹狀檢視未顯示「COBOL 程式」、「文獻簿」、「BMS 來源」和「JCL 檔案」的項目，請從 

BankDemo 專案快顯功能表中選擇「重新整理」。
7. 從 BankDemo 右鍵功能表中，選擇「內容」/「微型對焦」/「專案設定」/「COBOL」：

• 選擇「字元集」-「ASCII」。
• 選擇套用，然後選擇關閉。

8. 如果 BMS 和 COBOL 來源的建置不會立即啟動，請在 [專案] 功能表中檢查是否已啟用 [自動建置] 選
項。

Build 輸出將顯示在 Console 視圖中，並在幾分鐘後完成，並顯示消息BUILD SUCCESSFUL和Build 
finished with no errors。

應用 BankDemo 程序現在應該被編譯並準備好本地執行。

創建本地 BankDemo CICS 和批處理環境進行測試
1. 在 COBOL 檔案總管中，展開BANKDEMO / config。
2. 在編輯器中，開啟BANKDEMO_ED.json。
3. 查找字符串ED_Home=並更改路徑以指向企業開發人員項目，如下所示：D:\\<username>\

\workspace\\BANKDEMO。請注意在路徑定義中使用雙斜線 (\\)。
4. 儲存並關閉檔案。
5. 選擇伺服器總管。
6. 從「預設」內容功能表中，選擇「開啟管理頁面」。「Micro Focus 企業伺服器管理」頁面會在預設瀏

覽器中開啟。
7. 僅對於 AppStream 2.0 個工作階段，請進行下列變更，以便保留本機企業伺服器區域以進行本機測試：

• 在目錄伺服器/預設值中，選擇屬性/組態。
• 將儲存庫位置取代為D:\<username>\My Files\Home Folder\MFDS。

Note

每次連接 AppStream 2.0 執行個體後，您必須完成步驟 5-8。
8. 在目錄伺服器/預設值中，選擇匯入，然後完成下列步驟：

• 在步驟 1：匯入類型中，選擇 [JSON]，然後選擇 [下一步]。
• 在「步驟 2：上傳」中，按一下以上傳藍色方塊中的檔案。
• 在 「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中，輸入：

• 檔案名稱:D:\<username>\workspace\BANKDEMO\config\BANKDEMO_ED.json.
• 選擇 Open (開啟)。

• 選擇 Next (下一步)。
• 在「步驟 3：區域」中清除「清除端點的連接埠」。
• 選擇 Next (下一步)。
• 在「步驟 4：匯入」中，選擇「匯入」。
• 選擇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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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現在會顯示新的伺服器名稱BANKDEMO。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1. 選擇企業開發人員。
2. 在 [伺服器總管] 中，選擇 [預設]，然後從內容功能表選擇 [重新整

服務器列表現在也應該顯示 BANKDEMO。
3. 選擇「銀行示範」。
4. 從右鍵功能表中選擇「與專案關聯」，然後選擇「BANKDEMO」。
5. 從內容功能表中選擇 [開始]。

控制台視圖應顯示服務器啟動的日誌。

如果顯示訊息BANKDEMO CASSI5030I PLTPI Phase 2 List(PI) Processing Completed，
表示伺服器已準備好測試 CICS BANKDEMO 應用程式。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1. 從 Windows 開始，啟動微焦點倫巴 + 桌上型電腦/倫巴 + 桌上型電腦。
2. 在歡迎中，選擇建立新的工作階段/大型主機顯示器。
3. 在「大型主機顯示器」中，選擇「連線/設定」。
4. 在 [工作階段組態] 中，選擇 [連線/TN3270]
5. 在 [主機名稱/位址] 中，選擇 [插入] 並輸入 IP 位址127.0.0.1。
6. 在 Telnet 連接埠中，輸入連接埠6000。
7. 選擇 Apply (套用)。
8. 選擇 Connect (連線)。

CICS 歡迎畫面會顯示畫面，其中包含第 1 列訊息：This is the Micro Focus MFE CICS 
region BANKDEMO。

9. 按住 Ctrl + 轉移 +Z 可清除螢幕。

執行交 BankDemo易
1. 在空白螢幕中，輸入BANK。
2. 在屏幕 BANK10 中，在用戶 ID 的輸入字段中... ：，輸入，guest然後按 Enter 鍵。
3. 在屏幕 BANK20，在輸入字段之前計算貸款的成本，輸入/（正斜杠），然後按 Enter 鍵。
4. 在屏幕 BANK70 中：

• 在您想借入的金額... ：，輸入10000。
• 在以... 的利率計算 ：，輸入5.0。
• 在多少個月... ：，輸入10。
• 按 Enter。

顯示的結果應如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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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ing monthly payment.............:   $1023.06 
      

這樣就完成了企業開發人員的 BANKDEMO 應用程式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1. 在 [伺服器總管] 中，選擇 [預設]，然後從內容功能表選擇 [重新整
2. 選擇「銀行示範」。
3. 從內容功能表中選擇「停止」。

控制台視圖應顯示服務器停止的日誌。

如果顯示訊息Server: BANKDEMO stopped successfully，表示伺服器已成功關閉。

練習一：在 BANKDEMO 申請中加強貸款計算
主題

• 將貸款分析規則新增至企業開發人員程式碼 (p. 144)
• 步驟 1：執行貸款計算的代碼分析 (p. 145)
• 第 2 步：修改 CICS BMS 映射和 COBOL 程序和測試 (p. 145)
• 步驟 3：在 COBOL 程序中添加總金額計算 (p. 146)
• 步驟 4：提交更改並運行 CI/CD 管道 (p. 146)

在這個案例中，您會逐步執行對程式碼進行範例變更、部署和測試程式碼的程序。

貸款部門希望在「貸款計算」屏幕 BANK70 上創建一個新字段，以顯示「總貸款金額」。這需要 BMS 屏幕 
MBANK70 .CBL 的更改，增加了一個新的字段和相應的屏幕處理程序 SBANK70P .CBL 與相關的字帖。此
外，BBANK70P .CBL 中的貸款計算程序需要使用附加公式進行擴展。

若要完成本練習，請完成下列先決條件。

• 下載 BANKDEMO-exercise.zip 到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
• 將 zip 檔案解壓縮至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BANKDEMO-exercise。
• 建立資料夾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AnalysisRules。
• 將規則檔案Loan+Calculation+Update.General-1.xml從BANKDEMO-exercise資料夾複製到D:
\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AnalysisRules。

Note

在本練習中，*.CBL 和 *.CPY 中的程式碼變更會在第 1 至 6 欄中以 EXER01 標記。

將貸款分析規則新增至企業開發人員程式碼
在 Micro Focus 企業分析器中定義的分析規則可以從企業分析器導出，並導入到企業開發人員在企業開發人
員項目中的源運行相同的分析規則。

1. 打開 Window/Preferences/Micro Focus/COBOL/Code Analysis/Rules.
2. 選擇編輯... 然後輸入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AnalysisRules包含 rules 檔案

的資料夾名稱Loan+Calculation+Update.General-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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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 Finish (完成)。
4. 選擇套用，然後選擇關閉。
5. 從 BANKDEMO 專案右鍵功能表中，選擇程式碼分析。

您應該會看到貸款計算更新的項目。

步驟 1：執行貸款計算的代碼分析
有了新的分析規則，我們想要識別 COBOL 程序和那裡是匹配的搜索模
式*PAYMENT*，*LOAN*並*RATE*在表達式，語句和變量的代碼行。這將有助於瀏覽代碼並識別所需的代碼
更改。

1. 從 BANKDEMO 項目右鍵菜單中，選擇代碼分析/貸款計算更新。

這將運行搜索規則，並在名為代碼分析的新選項卡中列出結果。當右下角的綠色進度列消失時，即完成
分析執行。

[程式碼分析] 索引標籤應該會顯示一個展開的清單BBANK20P.CBLBBANK70P.CBLSBANK70P.CBL，其
中每個清單都會列出符合搜尋模式的陳述式、運算式和變數。

查看結果，只BBANK20P.CBL有移動的文字與搜索模式匹配。因此，這個程序可予以忽略。
2. 在選項卡菜單欄中選擇 -圖標全部折疊。
3. 通過雙擊以任意順序展開SBANK70P.CBL並選擇任何行，以查看如何打開源代碼並突出顯示在源代碼中

選擇的行。您還將識別出所有標識的源行都被標記。

第 2 步：修改 CICS BMS 映射和 COBOL 程序和測試
首先，我們將更改 BMS 地圖MBANK70.BMS和屏幕處理程序SBANK70P.CBL和字帖CBANKDAT.CPY以顯示
新字段。為了避免在本練習中不必要的編碼，修改過的來源模組可在D:\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BANKDEMO-exercise\Exercise01資料夾中使用。通常，開發人員會使用代碼分析結果來導航
和修改源。如果您有時間並且想要進行手動更改，請使用 MBANK70 .BMS 和 SBANK70P .CBL（可選）* 中
提供的手動更改中提供的信息進行操作。

若要快速變更，請複製下列檔案：

1. ..\BANKDEMO-exercise\Exercis01\screens\MBANK70.BMS到D:\PhotonUser\workspace
\bankdemo\source\screens。

2. .\BANKDEMO-exercise\Exercis01\cobol\SBANK70P.CBL到D:\PhotonUser\workspace
\bankdemo\source\cobol。

3. ..\BANKDEMO-exercise\Exercis01\copybook\CBANKDAT.CPY到D:\PhotonUser
\workspace\bankdemo\source\copybook。

4. 若要確保編譯受變更影響的所有程式，請選擇 [專案/清除...]。 /清理所有項目。

若要手動變更MBANK70.BMS和SBANK70P.CBL，請完成以下步驟：

• 對於 BMSMBANK70.BMS 源中的手動更改，請在PAYMENT字段後添加：

• TXT09 具有與 TXT08 相同的屬性和初始價值「總貸款額」
• 具有與付款相同屬性的總計

測試變更

若要測試變更，請重複下列各節中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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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2.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3.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此外，您現在還應該看到文本Total Loan Amount.....................:。
4.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步驟 3：在 COBOL 程序中添加總金額計算
在第二步中，我們將更改BBANK70P.CBL並添加總貸款金額的計算。具有所需更改的準備源可在D:
\PhotonUser\My Files\Home Folder\BANKDEMO-exercise\Exercise01文件夾中找到。如果您有
時間並且想要進行手動更改，請使用 BBANK70P .CBL（可選）* 中提供的信息進行手動更改。

為了快速更改，請複製以下文件：

• ..\BANKDEMO-exercise\Exercis01\source\cobol\BBANK70P.CBL到D:\PhotonUser
\workspace\bankdemo\source\cobol。

若要手動變更BBANK70P.CBL，請完成下列步驟：

• 使用程式碼分析結果來識別所需的變更。

測試變更

若要測試變更，請重複下列各節中的步驟：

1.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2.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3.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此外，您現在還應該看到文本Total Loan Amount.....................: $10230.60。
4.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步驟 4：提交更改並運行 CI/CD 管道
將變更提交至中央 CodeCommit 儲存庫，並觸發 CI/CD 管線以建置、測試和部署變更。

1. 從 BANKDEMO 專案的右鍵功能表中，選擇 [小組/提交]。
2. 在「Git 暫存」索引標籤中，輸入下列提交訊息：Added Total Amount Calculation。
3. 選擇提交並推送... 。
4. 打開控 CodePipeline 制台並檢查管道執行的狀態。

Note

如果您遇到企業開發人員或團隊功能提交或推送的任何問題，請使用 Git Bash 命令行界面。

練習 2：在 BankDemo應用程序中提取貸款計算
主題

• 步驟 1：將貸款計算常式重構為 COBOL 部分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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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將貸款計算程序提取到獨立的 COBOL 程序 (p. 148)
• 步驟 3：提交變更並執行 CI/CD 管線 (p. 148)

在下一個練習中，您將處理另一個變更請求範例。在這個案例中，貸款部門想要重複使用貸款計算常
式作為獨立的 WebService。常式應保持在 COBOL，也應該仍然是從現有的 CICS COBOL 程式調
用BBANK70P.CBL.

步驟 1：將貸款計算常式重構為 COBOL 部分
在第一步中，我們提取貸款計算常式到 COBOL 部分. 這一步是需要提取代碼到一個獨立的 COBOL 程序在
下一步。

1. BBANK70P.CBL在「COBOL 編輯器」中開啟。
2. 在編輯器中，從上下文菜單中選擇「代碼分析/貸款計算更新」。這只會掃描目前的來源是否有分析規則

中定義的病毒碼。
3. 在 [程式碼分析] 索引標籤的結果中，尋找第一個算術陳述式DIVIDE WS-LOAN-INTEREST BY 12。
4. 雙擊該語句以在編輯器中導航到源行。這是貸款計算程序的第一個聲明。
5. 標記下面的代碼塊，用於貸款計算例程被提取到一個部分。

           DIVIDE WS-LOAN-INTEREST BY 12 
             GIVING WS-LOAN-INTEREST ROUNDED. 
           COMPUTE WS-LOAN-MONTHLY-PAYMENT ROUNDED = 
             ((WS-LOAN-INTEREST * ((1 + WS-LOAN-INTEREST) 
                 ** WS-LOAN-TERM)) / 
             (((1 + WS-LOAN-INTEREST) * WS-LOAN-TERM) - 1 )) 
                 * WS-LOAN-PRINCIPAL.
EXER01     COMPUTE WS-LOAN-TOTAL-PAYMENT =
EXER01             (WS-LOAN-MONTHLY-PAYMENT * WS-LOAN-TERM). 

      

6. 從編輯器的右鍵功能表中，選擇「重構/擷取至區段...」。 。
7. 輸入新區段名稱:貸款-計算。
8. 選擇 OK (確定)。

標記的代碼塊現在已被提取到新的LOAN-CALCULATION部分，並且代碼塊已被替換為PERFROM LOAN-
CALCULATION語句。

測試變更

若要測試變更，請重複下節。

1.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2.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3.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此外，您現在還應該看到文本Total Loan Amount.....................: $10230.60。
4.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Note

如果要避免上述步驟將代碼塊提取到一個部分，則可以將步驟 1 的修改後的源代碼複製..
\BANKDEMO-exercise\Exercis02\Step1\cobol\BBANK70P.CBL到D:\PhotonUser
\workspace\bankdemo\source\cobol。

147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練習 2：在 BankDemo應用程序中提取貸款計算

步驟 2：將貸款計算程序提取到獨立的 COBOL 程序
在步驟 2 中，LOAN-CALCULATION部分中的代碼塊將被提取到一個獨立的程序，原始代碼將被替換為代碼
來調用新的子程序。

1. BBANK70P.CBL在編輯器中開啟並尋找在步驟 1 中建立的新PERFORM LOAN-CALCULATION陳述式。
2. 將游標置於區段名稱內。它將被標記為灰色。
3. 從上下文菜單中，選擇重構-> 提取部分/段落編程... 。
4. 在「擷取要程式的區段/段落」中，輸入新檔案名稱:LOANCALC.CBL。
5. 選擇 OK (確定)。

新LOANCALC.CBL程式將在編輯器中開啟。
6. 向下捲動並檢閱為呼叫介面擷取和產生的程式碼。
7. 選擇編輯器，BBANK70P.CBL然後轉到LOAN-CALCULATION SECTION。查看正在生成的代碼以調用新

的子程序LOANCALC.CBL。
Note

該CALL語句正在使DFHCOMMAREA用DFHEIBLK並LOANCALC與 CICS 控制塊調
用。因為我們要調用新的LOANCALC.CBL子程序作為非 CICS 程序，我們必須刪
除DFHEIBLK和DFHCOMMAREA從調用無論是通過註釋出或刪除。

測試變更

若要測試變更，請重複下節。

1. 從企業開發者啟動 BANDEMO 服務器 (p. 143)
2. 啟動倫巴 3270 終端機 (p. 143)
3. 執行交 BankDemo易 (p. 143)

此外，您現在還應該看到文本Total Loan Amount.....................: $10230.60。
4. 從企業開發人員停止服務器 (p. 144)

Note

如果要避免上述步驟將代碼塊提取到一個部分，則可以將步驟 1 的修改後源複製
到..\BANKDEMO-exercise\Exercis02\Step2\cobol\BBANK70P.CBL和複
製LOANCALC.CBL 到D:\PhotonUser\workspace\bankdemo\source\cobol。

步驟 3：提交變更並執行 CI/CD 管線

將變更提交至中央 CodeCommit 重新試驗，並觸發 CI/CD 管線以建置、測試和部署變更。

1. 從 BANKDEMO 專案的右鍵功能表中，選擇 [小組/提交]。
2. 在「Git 暫存」索引標籤中

• 在未分級階段中加入借貸卡公司 CBL 和借用卡。
• 輸入提交訊息：Added Total Amount Calculation。

3. 選擇提交並推送... 。
4. 打開控 CodePipeline 制台並檢查管道執行的狀態。

Note

如果您遇到企業開發人員或團隊功能提交或推送的任何問題，請使用 Git Bash 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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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刪除這些資源，以免繼續支付這些資源的費用。完成下列步
驟：

• 刪除 CodePipeline 配管。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Pipeline使用指南》 CodePipeline中的〈刪
除管線〉。

• 刪除存 CodeCommit 放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odeCommit使用指南》中的「刪除 
CodeCommit存放庫」。

• 刪除 S3; 儲存貯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Simple S torage Service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儲存貯
體。

• 刪除AWS CloudFormation堆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loudFormation 使用者指南》中的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主控台上刪除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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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位地點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 Batch 公用
程式

大型主機應用程式通常使用批次公用程式來執行特定功能，例如排序資料、使用 FTP 傳輸檔案、將資料載入
資料庫 (如 DB2)、從資料庫卸載資料等等。

當您將應用程式移轉至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時，您需要功能上等同的替換公用程式，這些公用程式可以執行
與您在大型主機上使用的工作相同的工作。其中一些公用程式可能已經作為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引
擎的一部分提供，但我們提供下列替代公用程式：

• M2SFTP-支援使用 SFTP 通訊協定的安全檔案傳輸。
• M2WAIT-等待指定的時間，然後再繼續批次工作的下一個步驟。
• TXT2PDF-將文本文件轉換為 PDF 格式。

我們根據客戶意見反應開發這些批次公用程式，並將其設計為提供與大型主機公用程式相同的功能。我們的
目標是讓您從大型主機到大型AWS主機現代化的過渡盡可能順利。

主題
• 二進位地點 (p. 150)
• M2SFTP Batch 公用程式 (p. 150)
• M2WAIT Batch 公用程式 (p. 154)
• TXT2PDF Batch 公用程式 (p. 155)

二進位地點
這些公用程式已預先安裝在微焦點企業開發人員 (ED) 和微焦點企業伺服器 (ES) 產品上。您可以在以下位置
找到它們的 ED 和 ES 的所有變體：

• Linux：/opt/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 視窗 (32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32bit
• 視窗 (64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M2SFTP Batch 公用程式
M2SFTP 是一個 JCL 實用程序，旨在使用安全文件傳輸協議（SFTP）系統之間執行安全文件傳輸。該程序
使用膩子 SFTP 客戶端psftp，來執行實際的文件傳輸。該程序的工作方式類似於大型機 FTP 實用程序，並
使用用戶和密碼身份驗證。

Note

不支援。

若要將您的大型主機 FTP JCL 轉換為使用 SFTP，請變更PGM=FTP為PGM=M2SFTP。

主題
• 支援的平台 (p. 151)
• 安裝相依性 (p. 151)
•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M2SFTP (包括AppStream 2.0)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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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平台

• 範例 JP (p. 152)
• 膩子 SFTP（PSFTP）客戶端命令參考 (p. 153)
• 後續步驟 (p. 154)

支援的平台
您可以在以下任何平台上使用 M2SFTP：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焦點管理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型焦點客製化
• 微焦點企業開發商（ED）和微焦點企業服務器（ES）產品的所有變體。

安裝相依性
若要在視窗上安裝膩子 SFTP 用戶端

• 下載 PuTTY SFTP 客戶端並進行安裝。

若要在 Linux 上安裝膩子 SFTP 用戶端：

• 執行下列命令以安裝膩子 SFTP 用戶端：

  sudo yum -y install putty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M2SFTP (包括
AppStream 2.0)
如果您已移轉的應用程式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上執行，請依照下列方式設定 M2SFTP。

1. 變更 Micro Focus JES 程式路徑以包含批次公用程式的二進位位置。如果您需要指定多個路徑，請使用
冒號 (:) 來分隔 Linux 上的路徑，在 Windows 上使用分號 (;) 來分隔路徑。

• Linux：/opt/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 視窗 (32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32bit
• 視窗 (64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2. 為 MFFTP 設定適當的微焦點企業伺服器環境變數。這裡有幾個例子：

• MFFTP_TEMP_DIR
• MFFTP_SENDEOL
• MFFTP_TIME
• 中外交易平台

您可以根據需要設置為少或盡可能多的這些變量。您可以使用ENVAR DD語句在 JCL 中設置它們。如需
這些變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微焦點文件中的 MFFTP 控制變數。

若要測試您的組態，請參閱範例 JP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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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JP

範例 JP
若要測試安裝，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種範例 JCL 檔案。

M2SFTP1 .jcl

這 JCL 演示了如何調用 M2SFTP 將文件發送到遠程 SFTP 服務器。請注意ENVVAR DD陳述式中設定的環境
變數。

//M2SFTP1 JOB 'M2SFTP1',CLASS=A,MSGCLASS=X,TIME=1440
//*
//* Copyright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Sample SFTP JCL step to send a file to SFTP server*  
//*-------------------------------------------------------------------**
//*
//STEP01 EXEC PGM=M2SFTP,
//            PARM='127.0.0.1 (EXIT=99 TIMEOUT 300'
//*
//SYSFTPD  DD  *
RECFM FB
LRECL 80
SBSENDEOL CRLF
MBSENDEOL CRLF
TRAILINGBLANKS FALSE
/*
//NETRC    DD  *
machine 127.0.0.1 login sftpuser password sftppass
/*
//SYSPRINT DD  SYSOUT=*
//OUTPUT   DD  SYSOUT=*
//STDOUT   DD  SYSOUT=*
//INPUT    DD  *
type a
locsite notrailingblanks
cd files
put 'AWS.M2.TXT2PDF1.PDF' AWS.M2.TXT2PDF1.pdf    
put 'AWS.M2.CARDDEMO.CARDDATA.PS' AWS.M2.CARDDEMO.CARDDATA.PS1.txt
quit
/*
//ENVVAR   DD *
MFFTP_VERBOSE_OUTPUT=ON
MFFTP_KEEP=N
/*
//*
// 
   

M2SFTP2 .jcl

這 JCL 演示了如何調用 M2SFTP 從遠程 SFTP 服務器接收文件。請注意ENVVAR DD陳述式中設定的環境變
數。

//M2SFTP2 JOB 'M2SFTP2',CLASS=A,MSGCLASS=X,TIME=1440
//*
//* Copyright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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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子 SFTP（PSFTP）客戶端命令參考

//*-------------------------------------------------------------------**
//* Sample SFTP JCL step to receive a file from SFTP server*  
//*-------------------------------------------------------------------**
//*
//STEP01 EXEC PGM=M2SFTP
//*
//SYSPRINT DD  SYSOUT=*
//OUTPUT   DD  SYSOUT=*
//STDOUT   DD  SYSOUT=*
//INPUT    DD  *
open 127.0.0.1
sftpuser
sftppass
cd files
locsite recfm=fb lrecl=150
get AWS.M2.CARDDEMO.CARDDATA.PS.txt +
'AWS.M2.CARDDEMO.CARDDATA.PS2' (replace
quit
/*
//ENVVAR   DD *
MFFTP_VERBOSE_OUTPUT=ON
MFFTP_KEEP=N
/*
//*
//  
   

Note

我們強烈建議將 FTP 憑證儲存在 NTRC 檔案中，並限制只有授權使用者才能存取。

膩子 SFTP（PSFTP）客戶端命令參考
PSFTP 用戶端並不支援所有 FTP 指令。下列清單顯示 PSP 支援的身分驗。

命令 描述

! 執行本機命令

再見 完成您的 SFTP 工作階段

光碟 變更遠端工作目錄

chmod 變更檔案權限和模式

關閉 完成您的 SFTP 工作階段，但不要結束 PSFTP

德爾 刪除遠端伺服器上的檔案

dir 列出遠端檔案

exit 完成您的 SFTP 工作階段

get 將檔案從伺服器下載到本機電腦

說明 提供說明

液晶 變更本機工作目錄

流行的 列印本機工作目錄

ls 列出遠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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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步驟

命令 描述

mget 一次下載多個文件

mkdir 在遠端伺服器上建立目錄

mput 一次上傳多個文件

MV 移動或重新命名遠端伺服器上的檔案

開啟 Connect 至主機

put 將本機電腦上傳到伺服器

PWD 列印您的遠端工作目錄

quit 完成您的 SFTP 工作階段

重獲 繼續下載檔案

仁 移動或重新命名遠端伺服器上的檔案

重新放入 繼續上傳檔案

RM 刪除遠端伺服器上的檔案

RMDIR 移除遠端伺服器上的目錄

後續步驟
若要使用 SFTP 將檔案上傳和下載到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您可以將 M2SFTP 與AWS Transfer Family，
如以下部落格文章所述一起使用。

• 使用AWS SFTP 邏輯目錄建立簡單的資料分發服務
• 啟用密碼驗證以便AWS Transfer for SFTP使用AWS Secrets Manager

M2WAIT Batch 公用程式
M2WAIT 是一個大型主機實用程序，使您能夠通過指定以秒，分鐘或小時為單位的持續時間，在 JCL 腳本引
入一個等待期。您可以通過傳遞你想等待作為輸入參數的時間直接從 JCL 調用 M2WAIT。在內部，M2WAIT 
程序調用微型聚焦提供C$SLEEP的模塊等待指定的時間。

主題
• 支援的平台 (p. 154)
•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M2SFTP (包括AppStream 2.0) (p. 155)
• 範例 JCL (p. 155)

支援的平台
您可以在以下任何平台上使用 M2SFTP：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焦點管理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型焦點客製化
• 微焦點企業開發商（ED）和微焦點企業服務器（ES）產品的所有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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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
定 M2SFTP (包括AppStream 2.0)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M2SFTP (包括
AppStream 2.0)
如果您已移轉的應用程式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上執行，請依照下列方式設定 M2WAIT。

1. 變更 Micro Focus JES 程式路徑以包含批次公用程式的二進位位置。如果您需要指定多個路徑，請使用
冒號 (:) 來分隔 Linux 上的路徑，在 Windows 上使用分號 (;) 來分隔路徑。

• Linux：/opt/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 視窗 (32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32bit
• 視窗 (64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2. 通過傳遞輸入參數，如圖所示使用程序 M2WAIT 在你的 JCL範例 JCL (p. 155)。

範例 JCL
要測試安裝，您可以使用該M2WAIT1.jcl程序。

這個示例 JCL 演示了如何調用 M2WAIT，並通過它幾個不同的持續時間。

//M2WAIT1 JOB 'M2WAIT',CLASS=A,MSGCLASS=X,TIME=1440
//*
//* Copyright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Wait for 12 Seconds*
//*-------------------------------------------------------------------**
//*
//STEP01 EXEC PGM=M2WAIT,PARM='S012'
//SYSOUT DD SYSOUT=*
//*
//*-------------------------------------------------------------------**
//* Wait for 0 Seconds (defaulted to 10 Seconds)*
//*-------------------------------------------------------------------**
//*
//STEP02 EXEC PGM=M2WAIT,PARM='S000'
//SYSOUT DD SYSOUT=*
//*
//*-------------------------------------------------------------------**
//* Wait for 1 Minute*
//*-------------------------------------------------------------------**
//*
//STEP03 EXEC PGM=M2WAIT,PARM='M001'
//SYSOUT DD SYSOUT=*
//*
//  
   

TXT2PDF Batch 公用程式
TXT2PDF 是通常用於將文本文件轉換為 PDF 文件的大型機實用程序。此公用程式對 TXT2PDF (z/OS 免費
軟體) 使用相同的原始程式碼。AWS我們將其修改為在大型主機現代化 Micro Focus 運行時環境下運行。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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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平台

• 支援的平台 (p. 156)
•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TXT2PDF (包括AppStream 2.0) (p. 156)
• 範例應 (p. 156)
• 修改 (p. 159)
• 參考 (p. 159)

支援的平台
您可以在以下任何平台上使用 TXT2PDF：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焦點管理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微型焦點客製化
• 微焦點企業開發商（ED）和微焦點企業服務器（ES）產品的所有變體。

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設定 TXT2PDF (包括
AppStream 2.0)
如果您已移轉的應用程式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訂上執行，請依照下列方式設定 TXT2PDF。

1. MFREXX_CHARSET將微型聚焦環境變數設定為適當的值，例如 ASCII 資料的「A"。

Important

輸入錯誤的值可能會導致資料轉換問題 (從 EBCDIC 轉換為 ASCII)，導致產生的 PDF 無法讀
取或無法運作。我們建議設MFREXX_CHARSET置匹配MF_CHARSET。

2. 變更 Micro Focus JES 程式路徑以包含批次公用程式的二進位位置。如果您需要指定多個路徑，請使用
冒號 (:) 來分隔 Linux 上的路徑，在 Windows 上使用分號 (;) 來分隔路徑。

• Linux：/opt/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 視窗 (32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32bit
• 視窗 (64 位元):C:\AWS\M2\MicroFocus\Utilities\64bit

3. 創建一個名為 REXX 執行庫AWS.M2.REXX.EXEC`。下載這些 REXX 模塊並將其複製到庫中。

• TXT2PDF.rex-TXT2PDF z/OS 免費軟體 (已修改)
• TXT2PDFD.rex-TXT2PDF z/OS 免費軟體 (未經修改)
• TXT2PDFX.rex-TXT2PDF z/OS 免費軟體 (已修改)
• M2GETOS.rex-檢查操作系統類型（視窗或 Linux）

若要測試您的組態，請參閱範例應 (p. 156)。

範例應
若要測試安裝，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種範例 JCL 檔。

TXT2PDF1 .jcl

這個範例 JCL 檔案會使用一個 DD 名稱來進行 TXT2PDF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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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應

//TXT2PDF1 JOB 'TXT2PDF1',CLASS=A,MSGCLASS=X,TIME=1440
//*
//* Copyright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RE DELETE*
//*-------------------------------------------------------------------**
//*
//PREDEL  EXEC PGM=IEFBR14
//*  
//DD01     DD DSN=AWS.M2.TXT2PDF1.PDF.VB,                       
//            DISP=(MOD,DELETE,DELETE)
//*
//DD02     DD DSN=AWS.M2.TXT2PDF1.PDF,                        
//            DISP=(MOD,DELETE,DELETE)
//*  
//*-------------------------------------------------------------------**
//* CALL TXT2PDF TO CONVERT FROM TEXT TO PDF (VB)*
//*-------------------------------------------------------------------**
//*
//STEP01 EXEC PGM=IKJEFT1B
//*
//SYSEXEC  DD DISP=SHR,DSN=AWS.M2.REXX.EXEC
//*
//INDD     DD *
1THIS IS THE FIRST LINE ON THE PAGE 1
0THIS IS THE THIRD LINE ON THE PAGE 1
-THIS IS THE   6TH LINE ON THE PAGE 1
THIS IS THE   7TH LINE ON THE PAGE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OVERSTRIKE 7TH LINE           
1THIS IS THE FIRST LINE ON THE PAGE 2
0THIS IS THE THIRD LINE ON THE PAGE 2
-THIS IS THE   6TH LINE ON THE PAGE 2  
THIS IS THE   7TH LINE ON THE PAGE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OVERSTRIKE 7TH LINE                  
/*
//*
//OUTDD    DD DSN=AWS.M2.TXT2PDF1.PDF.VB,
//            DISP=(NEW,CATLG,DELETE),
//            DCB=(LRECL=256,DSORG=PS,RECFM=VB,BLKSIZE=0)
//*
//SYSTSPRT DD SYSOUT=*
//SYSTSIN  DD DDNAME=SYSIN
//*
//SYSIN    DD *
%TXT2PDF BROWSE Y IN DD:INDD +
OUT DD:OUTDD +
CC YES
/*
//*
//*-------------------------------------------------------------------**
//* CONVERT PDF (VB) TO PDF (LSEQ - BYTE STREAM)*
//*-------------------------------------------------------------------**
//*  
//STEP02 EXEC PGM=VB2LSEQ
//*
//INFILE   DD DSN=AWS.M2.TXT2PDF1.PDF.VB,DISP=SHR              
//*
//OUTFILE  DD DSN=AWS.M2.TXT2PDF1.PDF,                       
//            DISP=(NEW,CATLG,DELETE),
//            DCB=(LRECL=256,DSORG=PS,RECFM=LSEQ,BLKSIZE=0)
//*
//SYSOUT   DD SYSOU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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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應

  

TXT2PDF2 .jcl

此範例 JCL 會使用 DSN 名稱進行 TXT2PDF 轉換。

//TXT2PDF2 JOB 'TXT2PDF2',CLASS=A,MSGCLASS=X,TIME=1440
//*
//* Copyright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RE DELETE*
//*-------------------------------------------------------------------**
//*
//PREDEL  EXEC PGM=IEFBR14
//*  
//DD01     DD DSN=AWS.M2.TXT2PDF2.PDF.VB,                       
//            DISP=(MOD,DELETE,DELETE)
//*
//DD02     DD DSN=AWS.M2.TXT2PDF2.PDF,                        
//            DISP=(MOD,DELETE,DELETE)
//*  
//*-------------------------------------------------------------------**
//* CALL TXT2PDF TO CONVERT FROM TEXT TO PDF (VB)*
//*-------------------------------------------------------------------**
//*  
//STEP01 EXEC PGM=IKJEFT1B
//*
//SYSEXEC  DD DISP=SHR,DSN=AWS.M2.REXX.EXEC
//*
//INDD     DD *
1THIS IS THE FIRST LINE ON THE PAGE 1
0THIS IS THE THIRD LINE ON THE PAGE 1
-THIS IS THE   6TH LINE ON THE PAGE 1
THIS IS THE   7TH LINE ON THE PAGE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OVERSTRIKE 7TH LINE           
1THIS IS THE FIRST LINE ON THE PAGE 2
0THIS IS THE THIRD LINE ON THE PAGE 2
-THIS IS THE   6TH LINE ON THE PAGE 2  
THIS IS THE   7TH LINE ON THE PAGE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OVERSTRIKE 7TH LINE                  
/*
//*
//SYSTSPRT DD SYSOUT=*
//SYSTSIN  DD DDNAME=SYSIN
//*
//SYSIN    DD *
%TXT2PDF BROWSE Y IN DD:INDD +
OUT 'AWS.M2.TXT2PDF2.PDF.VB' +
CC YES
/*
//*
//*-------------------------------------------------------------------**
//* CONVERT PDF (VB) TO PDF (LSEQ - BYTE STREAM)*
//*-------------------------------------------------------------------**
//*
//STEP02 EXEC PGM=VB2LSEQ
//*
//INFILE   DD DSN=AWS.M2.TXT2PDF2.PDF.VB,DISP=SHR              
//*
//OUTFILE  DD DSN=AWS.M2.TXT2PDF2.PDF,                       
//            DISP=(NEW,CATLG,DELETE),
//            DCB=(LRECL=256,DSORG=PS,RECFM=LSEQ,BLKSIZ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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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
//SYSOUT   DD SYSOUT=*
//*
// 
   

修改
為了讓 TXT2PDF 程式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Micro Focus 執行階段環境中執行，我們做了下列變更：

• 對源代碼進行更改以確保與 Micro Focus REXX 運行時的兼容性
• 更改以確保程序可以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統上運行
• 同時支援 EBCDIC 和 ASCII 執行階段的修改

參考
TXT2PDF 參考資料和原始程式碼：

• 文本到 PDF 轉換器
• z/OS 免費軟體 TCP/IP 和郵件工具
• TXT2PDF 使用者參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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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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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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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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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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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有助於您了解如何在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時套用共同責任模型。它會示範如何設定AWS大型主機
現代化以符合您的安全性和合規目標。您也了解如何使用其他AWS服務來協助監控並保護AWS大型主機現代
化資源。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自己受到 IAM 保護的資源 (應用程式、環境、部署等)，這些資源是AWS大型主機
現代化管理資源，IAM 政策必須允許執行任何動作。

AWS使用重新平台進行大型主機現代化也受到 IAM 的保護。IAM 也會透過標準 IAM 政策，針對定義的資源
執行特定動作 (衍生自原始大型主機環境) 授予或拒絕主體的許可。當應用程式在受保護的資源上嘗試執行此
類動作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重新平台執行階段會呼叫 IAM 授權服務。IAM 將根據標準 IAM 政策評估機
制傳回允許或拒絕。

內容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資料保護 (p. 160)
• 適用於AWS大型主機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76)
• 的AWS合規驗證 (p. 192)
• 中的恢復能力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p. 193)
•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中的基礎設施安全 (p. 193)
• 教學課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 Blu Age 應用程式安全性  (p. 193)
• 使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用介面端點存取 (AWS PrivateLink) (p. 202)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資料保護
AWS共同責任模型適用於大型AWS主機現代化中的資料保護。如此模型所述，AWS 負責保護執行所有 
AWS 雲端 的全球基礎設施。您必須負責維護在此基礎設施上託管之內容的控制權。此內容包括您所使用 
AWS 服務 的安全組態和管理任務。如需有關資料隱私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隱私權常見問答集。如需
有關歐洲資料保護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AWS 安全性部落格上的 AWS 共同的責任模型和 GDPR 部落格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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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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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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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強烈建議您絕對不要將客戶的電子郵件地址等機密或敏感資訊，放在標籤或自由格式的文字欄位中，例
如 Name (名稱) 欄位。這包括當您使用AWS主控台、API 或AWS SDKAWS 服務 使用大型主機現代化或其
他工作時。AWS CLI您在標籤或自由格式文字欄位中輸入的任何資料都可能用於計費或診斷日誌。如果您提
供外部伺服器的 URL，我們強烈建議請勿在驗證您對該伺服器請求的 URL 中包含憑證資訊。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收集的資料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從您那裡收集數種類型的資料：

• 應用程式組態。這是您建立用來設定應用程式的 JSON 檔案。它包含您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的不同
選項的選擇。此檔案也包含相依資AWS源的資訊，例如儲存應用程式成品的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路徑，
或儲存資料庫登入資料的AWS Secrets Manager Amazon 資源名稱 (ARN)。

• 應用程式執行檔 (二進位)。這是您編譯的二進位檔，您打算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上部署。
• 應用程序 JCL 或腳本。此原始程式碼會代表您的應用程式管理批次工作或其他處理。
• 用戶應用程式資料。匯入資料集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將它們儲存在關聯式資料庫中，以便您的應用

程式可以存取它們。
• 應用程式來源碼。透過 AmazonAppStream 2.0，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為您提供編寫和編譯程式碼的開發

環境。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將此資料原生儲存在AWS. AWS我們向您收集的資料存放在大型主機現代化管理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部署應用程式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將資料下載到 Amazon 彈性區塊存放區
支援的 Amazon 彈性運算雲端執行個體。觸發清理時，資料會從 Amazon EBS 磁碟區和 Amazon S3 中移
除。Amazon EBS 磁碟區是單一租用的，這表示一個執行個體可供一個客戶使用。永遠不會共用執行個體。
刪除執行階段環境時，也會刪除 Amazon EBS 磁碟區。刪除應用程式時，會從 Amazon S3 刪除成品和組
態。

應用程式日誌存放在亞馬遜中CloudWatch。客戶應用程式記錄訊息CloudWatch也會匯出至。記CloudWatch
錄檔可能包含客戶敏感資料，例如商務資料或偵錯訊息中的安全性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監控AWS使
用 Amazon 的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 CloudWatch (p. 204)。

此外，如果您選擇將一個或多個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或 Amazon FSx 檔案系統附加到執行時期環
境，這些系統中的資料將存放在其中AWS。如果您決定停止使用檔案系統，則需要清理這些資料。

當您將資料放置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用於應用程式部署和資料集匯入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時，您可
以使用所有可用的 Amazon S3 加密選項來保護資料。此外，如果您將一或多個檔案系統附加到執行階段環
境，則可以使用 Amazon EFS 和 Amazon FSx 加密選項。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的靜態資料加密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與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整合，可在永久存放資料的所有相依資源上提供透
明的伺服器端加密 (SSE)，也就是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Amazon DynamoDB 和 Amazon 彈性區塊存放
區。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在中為您建立和管理對稱加密AWS KMS金鑰AWS KMS。

依預設加密靜態資料，有助於降低保護敏感資料所涉及的營運負荷和複雜性。同時，它可讓您遷移需要嚴格
加密合規性和法規要求的應用程式。

雖然您無法停用此層加密或選取替代加密類型，但是您可以在建立執行階段環境、應用程式和部署時，選擇
客戶管理的金鑰來新增第二層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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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使用補助金AWS KMS

您可以針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和執行時期環境使用自己的客戶受管金鑰來加密 Amazon S3 和 
Amazon EBS 資源。

對於您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您可以使用此金鑰來加密應用程式定義以及儲存在服務帳戶中建
立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的其他應用程式資源 (例如 JCL 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應用程式
 (p. 34)。

對於您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時期環境，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使用客戶受管金鑰來加密建立的 
Amazon EBS 磁碟區，並附加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mazon EC2 執行個體 (同樣位於服務帳戶中)。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執行時時間環境 (p. 58)。

Note

DynamoDB 資源一律會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帳戶AWS 受管金鑰中的加密。您無法使用客
戶受管金鑰加密 DynamoDB iDB 資源。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在下列任務中使用客戶受管金鑰：

• 重新部署應用程式。
• 取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
• 加密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或 Amazon Aurora 資料庫、Amazon 簡單佇列服務佇列，以及

為支援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而建立的 AmazonElastiCache 快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開發人員指南中的客戶管理金鑰。

下表摘要說明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加密敏感資料。

資料類型 AWS 受管金鑰 加密 客戶受管金鑰加密

Definition

包含特定應用程式的定義。

已啟用 已啟用

EnvironmentSummary

包含執行環境的相關資訊。

已啟用 已啟用

ApplicationSummary

包含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
式的相關資訊。

已啟用 已啟用

DeploymentSummary

包含大AWS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
式部署的相關資訊。

已啟用 已啟用

Note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自動啟用AWS 受管金鑰靜態加密功能，免費保護您的機密資料。但是，使
用客戶受管金鑰需要AWS KMS支付費用。如需定價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定價。

如需詳細資訊AWS KMS，請參閱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使用補助金AWS KMS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需要授予，才能使用客戶受管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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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戶受管金鑰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或執行階段環境，或在使用客戶管理金鑰加密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部署應用程式
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將CreateGrant要求傳送至，以代表您建立授權AWS KMS。中的授予AWS KMS
是用來授予客戶帳戶中 KMS 金鑰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存取權。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需要授予，才能在下列內部操作中使用客戶受管金鑰：

• 將DescribeKey請求傳送AWS KMS至，以確認在建立應用程式、執行環境或應用程式部署時，輸入的對稱
客戶受管金鑰 ID 是否有效。

• 將GenerateDataKey請求傳送AWS KMS到以加密連接到託管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時環境之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的 Amazon EBS 磁碟區。

• 傳送解密請求AWS KMS以解密 Amazon EBS 上的加密內容。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AWS KMS授權來解密儲存在 Secrets Manager 和工作流程中的密碼，例如建立執
行階段環境、建立或重新部署應用程式，以及建立部署。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的授權支援下列作業：

• 建立或更新執行環境授予：
• 解密
• 加密
• ReEncryptFrom
• ReEncryptTo
• GenerateDataKey
• DescribeKey
• CreateGrant

• 建立或重新部署應用程式授權：
• GenerateDataKey

• 建立部署授予：
• 解密

您可以隨時撤銷授予的存取權，或移除服務對客戶受管金鑰的存取權。如果您這麼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將無法存取由客戶受管金鑰加密的任何資料，這會影響與資料有關的操作。例如，如果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嘗試存取由客戶管理的金鑰加密的應用程式定義，而不授與該金鑰，則應用程式建立作業將會失敗。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收集使用者應用程式組態 (JSON 檔案) 和成品 (二進位檔案和可執行檔)。它也會建立
中繼資料，以追蹤用於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作業的各種實體，並建立記錄檔和指標。客戶可見的日誌和指標
包括：

• CloudWatch反映應用程序和運行時引擎（藍光時代或微焦點）的日誌。
• CloudWatch操作儀表板的指標。

此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還會收集有關服務的計量、活動報告等使用情況資料和指標。這些數據不是客戶
可見的。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根據資料類型，將此資料儲存在不同的位置。您上傳的客戶資料存放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服務資料同時存放在 Amazon S3 和 DynamoDB 中。部署應用程式時，您的資料和服務資料都
會下載到 Amazon EBS 磁碟區。如果您選擇將 Amazon EFS 或 Amazon FSx 儲存連接到執行時間環境，則
存放在這些檔案系統中的資料也會下載到 Amazon EBS 磁碟區。

默認情況下配置靜態加密。您無法停用或變更它。目前您也無法變更其組態。

建立客戶受管金鑰
您可以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AWS KMS API 來建立對稱的客戶受管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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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對稱的客戶管理金鑰

按照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開發人員指南中有關創建對稱客戶管理密鑰的步驟進行操作。

金鑰政策

關鍵原則可控制對客戶管理金鑰的存取。每個客戶受管金鑰必須有一項金鑰政策，其中包含決定誰可以使
用金鑰以及可以使用金鑰的方式的陳述式。建立客戶受管金鑰時，可以指定金鑰政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開發人員指南中的管理客戶受管理金鑰的存取權。

若要將客戶受管金鑰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搭配使用，金鑰政策中必須允許下列 API 作業：

• kms:CreateGrant— 將授予新增至客戶受管金鑰。授與指定 KMS 金鑰的控制權存取權，以允許存取授
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需要的作業。如需有關使用授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開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發人員指南。

這可讓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下列動作：
• 呼叫生成GenerateDataKey加密的數據密鑰並將其存儲，因為數據密鑰不會立即用於加密。
• 呼叫Decrypt使用存儲的加密數據密鑰訪問加密數據。
• 設定退休本金以允許服務RetireGrant。

• kms:DescribeKey— 提供客戶管理的金鑰詳細資料，以允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驗證金鑰。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需要kms:CreateGrant客戶金鑰原則的kms:DescribeKey權限。 AWS大型主機現
代化使用此原則為自己建立授權。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Enable IAM User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Id:role/ExampleRole" 
        },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 
    }]
} 
     

如需有關在原則中指定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開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發人員指南。

如需疑難排解金鑰存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開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發人員指南。

指定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客戶管理金鑰
您可以將客戶管理的金鑰指定為下列資源的第二層加密：

• 應用
• 部署
• Environment (環境)

建立資源時，您可以輸入 KMS ID 來指定金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用來加密資源所儲存的機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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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S ID — 客戶受管金鑰的金鑰識別碼。輸入金鑰 ID、金鑰 ARN、別名名稱或別名 ARN。

您可以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指定客戶管理的金鑰AWS CLI。

若要在中建立執行階段環境時指定客戶管理的金鑰AWS Management Console，請參閱建立AWS大型主機現
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p. 58)。若要在中建立應用程式時指定客戶管理的金鑰AWS Management Console，請參
閱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4)。

若要在使用建立執行階段環境時指定您的客戶管理金鑰AWS CLI，請指定kms-key-id參數，如下所示：

aws m2 create-environment —engine-type microfocus —instance-type M2.m5.large  
--publicly-accessible —engine-version 7.0.3 —name test
--high-availability-config desiredCapacity=2
--kms-key-id myEnvironmentKey
    

若要在使用建立應用程式時新增客戶管理的金鑰AWS CLI，請指定kms-key-id參數，如下所示：

aws m2 create-application —name test-application —description my description
--engine-type microfocus  
--definition content="$(jq -c . raw-template.json | jq -R)"
--kms-key-id myApplicationKey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加密內容
加密內容是一組選用的金鑰值對，其中包含資料的其他相關內容資訊。

AWS KMS使用加密內容作為其他驗證資料，以支援已驗證的加密。在加密資料的請求中包含加密內容時，
會將加密內容AWS KMS繫結至加密的資料。若要解密資料，請在要求中包含相同的加密內容。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加密內容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在所有密AWS KMS碼編譯作業中使用相同的加密內容，其中金鑰所在aws:m2:app，
值是應用程式的唯一識別碼。

Example

"encryptionContextSubse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 
            }

使用加密內容進行監視

當您使用對稱的客戶管理金鑰來加密應用程式或執行階段環境時，您也可以在稽核記錄和記錄中使用加密內
容，以識別客戶管理金鑰的使用方式。

使用加密內容控制對客戶管理金鑰的存取

您可以在金鑰政策和 IAM 政策中使用加密內容，conditions以控制對稱客戶受管金鑰的存取。您也可以在
授予中使用加密內容限制條件。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授權中的加密內容限制，以控制對您帳戶或區域中客戶管理金鑰的存取。grant 
條件約束要求授權允許的作業使用指定的加密內容。下列範例顯示在使用加密前後關聯條件約束
的CreateApplication工作流程CreateGrant期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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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grant is retired immediately after create application finish
{ 
   "grantee-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tiring-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operations": [ 
       "GenerateDataKey" 
   ] 
   "condition": { 
        "encryptionContextSubse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 
   }
} 
       
     

監控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加密金鑰
當您將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搭配使用時，您可以使用AWS CloudTrail或
AmazonCloudWatch Logs 追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傳送到的請求AWS KMS。

執行階段環境的範例
下列範例是針對DescribeKeyCreateGrantGenerateDataKey、和Decrypt監控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呼叫的 KMS 作業以存取由客戶管理金鑰加密的資料的AWS CloudTrail事件：

DescribeKey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DescribeKey作業來驗證帳AWS KMS戶和區域中是否存在與您執行階段環境
相關聯的客戶管理金鑰。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Describe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19:40:26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 
    "eventTime": "2022-12-06T20:23:43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scribe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205.251.233.182",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166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trail/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user-gui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WhatIsCloudWatchLogs.html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監控您的加密金鑰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00dd0db0-0000-0000-ac00-b0c000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tlsDetails": { 
        "tlsVersion": "TLSv1.3", 
        "cipherSuite": "TLS_AES_256_GCM_SHA384", 
        "clientProvidedHostHeader": "kms.us-west-2.amazonaws.com" 
    }, 
    "sessionCredentialFromConsole": "true"
}

CreateGrant

當您使用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來加密執行階段環境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代表您傳送數個
要CreateGrant求，以執行必要的 KMS 作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的部分授權會在使用後立即淘
汰。當您刪除執行階段環境時，其他人則會淘汰。

下列範例事件會記錄與建立環境工CreateGrant作流程相關聯之 Lambda 執行角色的作業。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0:11:45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m2.us-west-2.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0:23:09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m2.us-west-2.amazonaws.com", 

167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監控您的加密金鑰

    "userAgent":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operations": [ 
            "Encrypt", 
            "Decrypt", 
            "ReEncryptFrom", 
            "ReEncryptTo", 
            "GenerateDataKey", 
            "GenerateDataKey", 
            "DescribeKey", 
            "CreateGrant" 
        ], 
        "grantee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tiring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下列範例事件會記錄 Auto Scaling 群組服務連結角色的CreateGrant操作。與「建立環境」工作流
程相關聯的 Lambda 執行角色會呼叫此CreateGrant作業。它會授與執行角色的權限，以針對 Auto 
Scaling 群組的服務連結角色建立子授權。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3YPCLM65MZFUPM4JO:EnvironmentWorkflow-alpha-
CreateEnvironmentLambda7-HfxDj5zz86tr",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EnvironmentWorkflow-
alpha-CreateEnvironmentLambdaS-1AU4A8VNQEEKN/EnvironmentWorkflow-alpha-
CreateEnvironmentLambda7-HfxDj5zz86tr",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EnvironmentWorkflow-alpha-
CreateEnvironmentLambdaS-1AU4A8VNQEEKN",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EnvironmentWorkflow-alpha-
CreateEnvironmentLambdaS-1AU4A8VNQEE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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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0:22:28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 
    "eventTime": "2022-12-06T20:23:09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54.148.236.160", 
    "userAgent": "aws-sdk-java/2.18.21 Linux/4.14.255-276-224.499.amzn2.x86_64 
 OpenJDK_64-Bit_Server_VM/11.0.14.1+10-LTS Java/11.0.14.1 vendor/Amazon.com_Inc. md/
internal exec-env/AWS_Lambda_java11 io/sync http/Apache cfg/retry-mode/legacy",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operations": [ 
            "Encrypt", 
            "Decrypt", 
            "ReEncryptFrom", 
            "ReEncryptTo", 
            "GenerateDataKey", 
            "GenerateDataKey", 
            "DescribeKey", 
            "CreateGrant" 
        ], 
        "grantee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tiring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tlsDetails": { 
        "tlsVersion": "TLSv1.3", 
        "cipherSuite": "TLS_AES_256_GCM_SHA384", 
        "clientProvidedHostHeader": "kms.us-west-2.amazonaws.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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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ataKey

當您為執行時期環境資源啟用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時，Auto Scaling 會建立一個唯一金鑰，用於加密
與執行階段環境關聯的 Amazon EBS 磁碟區。它會將要GenerateDataKey求傳送至AWS KMS指定資
源的AWS KMS客戶管理金鑰。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GenerateData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3YPCLM65EEXVIEH7D:AutoScaling",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WSServiceRoleForAutoScaling/
AutoScaling",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aws-service-role/
autoscaling.amazonaws.com/AWSServiceRoleForAutoScaling",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WSServiceRoleForAutoScaling"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0:23:16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0:23:18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GenerateData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userAgent":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ebs:id": "vol-080f7a32d290807f3"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numberOfBytes": 64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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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rypt

當您存取加密的執行階段環境時，Amazon EBS 會呼叫Decrypt作業，以使用儲存的加密資料金鑰存取
加密的資料。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Decryp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WSService", 
        "invokedBy": "ebs.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0:23:2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cryp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ebs.amazonaws.com", 
    "userAgent": "ebs.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Algorithm": "SYMMETRIC_DEFAULT", 
        "encryptionContext": { 
            "aws:ebs:id": "vol-080f7a32d290807f3" 
        }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shared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應用範例
下列範例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所呼叫的 KMS 作業，以存取由客戶管理金鑰加密的資料所呼叫的AWS 
CloudTrail事件CreateGrant和GenerateDataKey監控：

CreateGrant

當您使用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加密應用程式資源時，Lambda 執行角色會代表您傳
送CreateGrant請求，以存取您AWS帳戶中的 KMS 金鑰。此授權可讓 Lambda 執行角色使用客戶受
管金鑰將客戶應用程式資源上傳到 Amazon S3。此授權會在建立應用程式之後立即淘汰。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CreateGran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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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1:51:45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m2.us-west-2.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2:47:04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m2.us-west-2.amazonaws.com", 
    "userAgent":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constraints": { 
            "encryptionContextSubse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 
            } 
        }, 
        "retiring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operations": [ 
            "GenerateDataKey" 
        ], 
        "grantee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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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ataKey

當您為應用程式資源啟用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時，Lambda 執行角色會建立金鑰，用來加密客戶資
料，並將其上傳到 Amazon 簡單儲存服務。Lambda 執行角色會傳送GenerateDataKey請求給AWS 
KMS，以指定資源的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GenerateData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3YPCLM65CLCEKKC7Z:ApplicationWorkflow-alpha-
CreateApplicationVersion-CstWZUn5R4u6",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pplicationWorkflow-
alpha-CreateApplicationVersion-1IZRBZYDG20B/ApplicationWorkflow-alpha-
CreateApplicationVersion-CstWZUn5R4u6",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ApplicationWorkflow-alpha-
CreateApplicationVersion-1IZRBZYDG20B",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pplicationWorkflow-alpha-
CreateApplicationVersion-1IZRBZYDG20B"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3:28:32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m2.us-west-2.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3:29:08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GenerateData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m2.us-west-2.amazonaws.com", 
    "userAgent":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 
            "aws:s3:arn": "arn:aws:s3:::supernova-processedtemplate-111122223333-us-
west-2/111122223333/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1/cics-transaction/ZBNKE35.so" 
        }, 
        "keySpec": "AES_256",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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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部署範例
下列範例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所呼叫的 KMS 作業，以存取由客戶管理金鑰加密的資料所呼叫的AWS 
CloudTrail事件CreateGrant和Decrypt監控：

CreateGrant

當您使用AWS KMS客戶受管金鑰來加密部署資源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代表您傳送兩
個CreateGrant要求。第一個授權是針對目前要呼叫的 Lambda 執行角色ListBatchJobScriptFiles，並
在部署完成後立即淘汰。第二個授權是針對 Amazon EC2 範圍縮減執行個體角色，以便 Amazon EC2 
可以從 Amazon S3 下載客戶應用程式資源。從執行階段環境中刪除應用程式時，此授權會被淘汰。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CreateGran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1:51:45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m2.us-west-2.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3:40:07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m2.us-west-2.amazonaws.com", 
    "userAgent":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operations": [ 
            "Decrypt" 
        ], 
        "constraints": { 
            "encryptionContextSubse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 
            } 
        }, 
        "grantee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retiringPrincipal": "m2.us-west-2.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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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Decrypt

當您存取部署時，Amazon EC2 會呼叫該Decrypt作業，使用存放的加密資料金鑰從 Amazon S3 解密
和下載加密的客戶資料。

下面的實例事件記錄了Decryp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3YPCLM65BSPZ37E6G:m2-hm-bqe367dxtfcpdbzmnhfzranisu",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
SupernovaEnvironmentInstanceScopeDownRole/m2-hm-bqe367dxtfcpdbzmnhfzranisu",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
SupernovaEnvironmentInstanceScopeDownRo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SupernovaEnvironmentInstanceScopeDownRole"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12-06T23:19:29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m2.us-west-2.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2-12-06T23:40:15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cryp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m2.us-west-2.amazonaws.com", 
    "userAgent": "m2.us-west-2.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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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m2:app": "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m", 
            "aws:s3:arn": "arn:aws:s3:::supernova-processedtemplate-111122223333-us-
west-2/111122223333/a1bc2defabc3defabc4defabcdm/1/cics-transaction/BBANK40P.so" 
        }, 
        "encryptionAlgorithm": "SYMMETRIC_DEFAULT"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進一步了解
下列資源提供有關靜態資料加密的詳細資訊。

• 如需有關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基本概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開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發人員指南。

• 如需有關的安全性最佳做法的詳細資訊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請參閱開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發人員指南。

傳輸中加密
對於屬於交易工作負載一部分的互動式應用程式，終端機模擬器與 TN3270 通訊協定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服務端點之間的資料交換不會在傳輸過程中加密。如果應用程式在傳輸過程中需要加密，您可能需要實作一
些額外的通道機制。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HTTPS 來加密服務 API。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所有其他通訊都受到服務 VPC 
或安全群組以及 HTTPS 的保護。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傳輸應用程式構件、組態和應用程式資料。應用程
式成品會從您擁有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複製，應用程式資料也是如此。您可以使用 Amazon S3 的連結或
在本機上傳檔案來提供應用程式組態。

傳輸中的基本加密預設會設定，但不適用於 TN3270 通訊協定。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HTTPS 作為 API 
端點，預設情況下也會設定這些端點。

適用於AWS大型主機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種 AWS 服務，讓管理員能夠安全地控制對 AWS 資源的
存取權限。IAM 管理員會控制誰可經身分身分驗證 (已登入) 和授權 (具有許可) 來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資源。IAM 是一種您可以免費使用的 AW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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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主題
• 對象 (p. 177)
• 使用身分來驗證 (p. 177)
• 使用政策管理存取權 (p. 179)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與 IAM 搭配運作 (p. 180)
• 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p. 188)
• 疑難排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身分識別與存取 (p. 189)
• 使用服務連結角色進行大型主機現代化 (p. 190)

對象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的使用方式會不同，取決於您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所執行
的工作。

服務使用者 — 如果您使用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執行任務，您的管理員會為您提供您需要
的憑證和許可。隨著您為AWS了執行作業而使用的大型主機現代化功能數量變多，您可能會需要額外的許
可。了解存取權限的管理方式可協助您向管理員請求正確的許可。如果您無法存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
功能，請參閱疑難排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身分識別與存取 (p. 189)。

服務管理員：如果您在公司負責管理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您應該具備AWS對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完整
存取權。您的任務是判斷服務使用者應存取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功能及資源。您接著必須將請求提交給
您的 IAM 管理員，來變更您服務使用者的許可。檢閱此頁面上的資訊，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若要進一步
了解貴公司可搭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IAM 的方式，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與 IAM 搭配運
作 (p. 180)。

IAM 管理員 —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員，建議您掌握如何撰寫政策以管理AWS對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存取權
限的詳細資訊。若要檢視您可以在 IAM 中使用的範例AWS，請參閱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
例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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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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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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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 AWS 以程式設計的方式存取，AWS 提供軟體開發套件 (SDK) 和命令行介面 (CLI)，以便使用您的憑
證加密簽署您的請求。如果您不使用 AWS 工具，您必須自行簽署請求。如需使用建議方法來自行簽署請求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一般參考 中的第 4 版簽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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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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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身分
最佳作法是要求人類使用者 (包括需要管理員存取權的使用者) 搭配身分提供者使用聯合功能，使用暫時性憑
證來存取 AWS 服務。

聯合身分是來自您企業使用者目錄的使用者、Web 身分提供者、AWS Directory Service、Identity Center 目
錄或透過身分來源提供的憑證來存取 AWS 服務 的任何使用者。聯合身分存取 AWS 帳戶 時，會擔任角色，
並由角色提供暫時性憑證。

對於集中式存取管理，我們建議您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您可
以在 IAM Identity Center 中建立使用者和群組，也可以連線並同步到自己身分來源中的一組使用者和群組，
以便在您的所有 AWS 帳戶和應用程式中使用。如需 IAM Identity Cent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使用者指南》中的什麼是 IAM Ident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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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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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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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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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臨時性憑證的 IAM 角色在下列情況中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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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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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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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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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委託人。當您使用某些服務時，您可能會執行一個動作，然後在不同的服務中觸發另一個動作。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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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您必須具有執行這兩個動作的許可。若要查看某個動作是否需要政策中的其他相依動作，請參
閱《服務授權參考》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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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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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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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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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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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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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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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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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型政策
身分型政策是可以附加到身分 (例如 IAM 使用者、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的 JSON 許可政策文件。這些政策可
控制身分在何種條件下能對哪些資源執行哪些動作。若要了解如何建立身分類型政策，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建立 IAM 政策。

身分型政策可進一步分類成內嵌政策或受管政策。內嵌政策會直接內嵌到單一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受管
政策則是獨立的政策，您可以將這些政策連接到 AWS 帳戶 中的多個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受管政策包含 
AWS 受管政策和由客戶管理之政策。若要了解如何在受管政策及內嵌政策間選擇，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在受管政策和內嵌政策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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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型政策是位於該服務中的內嵌政策。您無法在資源型政策中使用來自 IAM 的 AWS 受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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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控制清單 (ACL)
存取控制清單 (ACL) 可控制哪些委託人 (帳戶成員、使用者或角色) 擁有存取某資源的許可。ACL 類似於資源
型政策，但它們不使用 JSON 政策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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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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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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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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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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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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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與 IAM 搭配運作
在您使用 IAM 管理AWS對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存取之前，請了解搭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的 IAM 功能有
哪些。

您可搭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

IAM 功能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 (p. 181) 是

資源型政策 (p. 181) 否

政策動作 (p. 181) 是

政策資源 (p. 182) 是

政策條件索引鍵 (p. 185) 是

ACL (p. 186) 否

ABAC (政策中的標籤) (p. 18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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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功能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暫時性憑證 (p. 186) 是

委託人許可 (p. 187) 是

服務角色 (p. 187) 是

服務連結角色 (p. 187) 是

如要全面AWS了解大型主機現代化和其他AWS服務如何與大多數的 IAM 功能搭配使用，請參閱《IAM 使用
者指南》中的可搭配 IAM 運作的AWS服務。

適用於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

支援身分型政策 是

身分型政策是可以附加到身分 (例如 IAM 使用者、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的 JSON 許可政策文件。這些政策可
控制身分在何種條件下能對哪些資源執行哪些動作。若要了解如何建立身分類型政策，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建立 IAM 政策。

使用 IAM 身分型政策，您可以指定允許或拒絕的動作和資源，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允許或拒絕動作。您無法在
身分型政策中指定委託人，因為這會套用至連接的使用者或角色。如要了解您在 JSON 政策中使用的所有元
素，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JSON 政策元素參考。

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若要檢視AWS大型主機身分類型政策的範例，請參閱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p. 188)。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內以資源為基礎的政策

支援以資源基礎的政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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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啟用跨帳戶存取，您可以指定在其他帳戶內的所有帳戶或 IAM 實體，作為資源型政策的主體。新增跨帳
戶主體至資源型政策，只是建立信任關係的一半。當委託人和資源在不同的 AWS 帳戶 中時，受信任帳戶中
的 IAM 管理員也必須授與委託人實體 (使用者或角色) 存取資源的許可。其透過將身分型政策連接到實體來授
予許可。不過，如果資源型政策會為相同帳戶中的委託人授予存取，這時就不需要額外的身分型政策。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角色與資源型政策有何差異。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政策動作

支援政策動作 是

管理員可以使用 AWS JSON 政策來指定誰可以存取哪些內容。也就是說，哪個主體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對什
麼資源執行哪些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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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政策的 Action 元素描述您可以用來允許或拒絕政策中存取的動作。政策動作的名稱通常會和相關聯
的 AWS API 操作相同。有一些例外狀況，例如沒有相符的 API 作業的僅限許可動作。也有一些作業需要政
策中的多個動作。這些額外的動作稱為相依動作。

政策會使用動作來授予執行相關聯操作的許可。

若要查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清單，請參閱服務授權參考資料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所定義的動作。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中的政策動作會在動作之前使用以下字首：

m2

若要在單一陳述式中指定多個動作，請用逗號分隔。

"Action": [ 
      "m2:StartApplication", 
      "m2:StopApplication" 
         ]

您也可以使用萬用字元 (*) 來指定多個動作。例如，若要指定開頭是 List 文字的所有動作，請包含以下動
作：

"Action": "m2:List*"

若要檢視AWS大型主機身分類型政策的範例，請參閱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p. 188)。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政策資源

支援政策資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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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JSON 政策元素可指定要套用動作的物件。陳述式必須包含 Resource 或 NotResource 元素。
最佳實務是使用其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來指定資源。您可以針對支援特定資源類型的動作 (稱為
資源層級許可) 來這麼做。

對於不支援資源層級許可的動作 (例如列出作業)，請使用萬用字元 (*) 來表示陳述式適用於所有資源。

"Resource": "*"

您可以使用其 ARN 來識別 IAM 政策所適用的資源，以限制AWS對特定的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如需有關 
ARN 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一般參考》中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例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具有下列 ARN。

"Resource": "arn:aws:m2:regionId:accountId:env/service-generated-unique-identifier"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具有下列 ARN。

"Resource": "arn:aws:m2:regionId:accountId:app/service-generated-unique-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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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都支援資源層級的許可。對於不支援資源層級許可的動作，您必須使用
萬用字元 (*)。

以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皆不支援資源層級的許可。

            ListApplications 
            ListApplicationVersions 
            ListBatchJobDefinitions 
            ListBatchJobExecutions 
            ListDataSetImportHistory 
            ListDataSets 
            ListDeployments 
            ListEngineVersions 
            ListEnvironments 
            ListTagsForResource 
          

若要查看大型AWS主機現代化資源類型及其 ARN 的清單，請參閱《服務授權參考》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
化定義的資源。若要了解您可以使用哪些動作指定每個資源的 ARN，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定義的
動作》。

若要檢視AWS大型主機身分類型政策的範例，請參閱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p. 188)。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動作、資源和條件參考
當您撰寫可連接到 IAM 身分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 的許可政策時，可以使用下列資料表作為參考。資料表包
括以下內容：

• 每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作業
• 可由您授予執行此動作之許可的相對應動作。
• 可由您授予這些許可的 AWS 資源

您要在政策的 Action 欄位中指定動作，並在政策的 Resource 欄位中指定資源值。

您可以在您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政策中使用AWS全域條件索引鍵來表達條件。如需完整AWS金鑰清單，
請參閱 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可用全域條件金鑰。

Note

若要指定動作，請使用後接 API 操作名稱的 m2: 字首 (例如，m2:CreateApplication)。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和動作所需的許可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作業

所需的許可 (API 動作) 資源

CancelBatchJobExecution   應用

CreateApplication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應用

CreateDataSetImportTask m2:CreateDataSetImportTask

s3:GetObject

應用

CreateDeployment elasticloadbalancing:AddTags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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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作業

所需的許可 (API 動作) 資源

elasticloadbalancing:CreateListener

elasticloadbalancing:CreateTargetGroup

elasticloadbalancing:RegisterTargets

CreateEnvironment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s

ec2:ModifyNetworkInterfaceAttribute

elasticfilesystem:DescribeMountTargets

elasticloadbalancing:AddTags

elasticloadbalancing:CreateLoadBalancer

fsx:DescribeFileSystems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Environment (環境)

DeleteApplication elasticloadbalancing:DeleteListener

elasticloadbalancing:DeleteTargetGroup

logs:DeleteLogDelivery

應用

DeleteApplicationFromEnvironmentelasticloadbalancing:DeleteListener

elasticloadbalancing:DeleteTargetGroup

應用

Environment (環境)

DeleteEnvironment elasticloadbalancing:DeleteLoadBalancerEnvironment (環境)

GetApplication 應用

GetApplicationVersion   應用

GetBatchJobExecution 應用

GetDataSetDetails 應用

GetDataSetImportTask 應用

GetDeployment 應用

GetEnvironment Environment (環境)

ListAp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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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作業

所需的許可 (API 動作) 資源

ListApplicationVersions *

ListBatchJobDefinitions *

ListBatchJobExecutions *

ListDataSetImportHistory *

ListDataSets *

ListDeployments   *

ListEngineVersions *

ListEnvironments   *

ListTagsForResource *

StartApplication 應用

StartBatchJob 應用

StopApplication 應用

TagResource *

UntagResource *

UpdateApplication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應用

UpdateEnvironment Environment (環境)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政策條件索引鍵

支援服務特定政策條件索引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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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 元素 (或 Condition 區塊) 可讓您指定使陳述式生效的條件。Condition 元素是選用項目。您
可以建立使用條件運算子的條件運算式 (例如等於或小於)，來比對政策中的條件和請求中的值。

若您在陳述式中指定多個 Condition 元素，或是在單一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個金鑰，AWS 會使用邏
輯 AND 操作評估他們。若您為單一條件索引鍵指定多個值，AWS 會使用邏輯 OR 操作評估條件。必須符合
所有條件，才會授予陳述式的許可。

您也可以在指定條件時使用預留位置變數。例如，您可以只在使用者使用其 IAM 使用者名稱標記時，將存取
資源的許可授予該 IAM 使用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 IAM 政策元素：變數和標
籤。

AWS 支援全域條件索引鍵和服務特定的條件索引鍵。若要查看 AWS 全域條件索引鍵，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 AWS 全域條件內容金鑰。

以下為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特有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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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EngineType 
            m2:InstanceType 
          

若要查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條件金鑰清單，請參閱服務授權參考資料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條件
金鑰。若要了解您可以搭配哪些動作和資源使用條件索引鍵，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定義的動作》。

若要檢視AWS大型主機身分類型政策的範例，請參閱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p. 188)。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中的存取控制清單 (ACL)

支援 ACL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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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屬性為基礎存取控制 (ABAC) 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支援 ABAC (政策中的標籤) 是

屬性為基礎的存取控制 (ABAC) 是一種授權策略，可根據屬性來定義許可。在 AWS 中，這些屬性稱為標
籤。您可以將標籤連接到 IAM 實體 (使用者或角色)，以及許多 AWS 資源。為實體和資源加上標籤是 ABAC 
的第一步。您接著要設計 ABAC 政策，允許在委託人的標籤與其嘗試存取的資源標籤相符時操作。

ABAC 在成長快速的環境中相當有幫助，並能在政策管理變得繁瑣時提供協助。

若要根據標籤控制存取，請使用 aws:ResourceTag/key-name、aws:RequestTag/key-name 或
aws:TagKeys 條件索引鍵，在政策的條件元素中，提供標籤資訊。

如果服務支援每個資源類型的全部三個條件金鑰，則對該服務而言，值為 Yes。如果服務僅支援某些資源類
型的全部三個條件金鑰，則值為 Partial。

如需 ABAC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什麼是 ABAC?。如要查看含有設定 ABAC 步驟的
教學課程，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使用屬性型存取控制 (ABAC)。

將臨時憑證與AWS大型主機搭配使用

支援暫時性憑證 是

當您使用暫時性憑證進行登入時，某些 AWS 服務 無法運作。如需詳細資訊，包括那些 AWS 服務 搭配暫時
性憑證運作，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可搭配 IAM 運作的 AWS 服務。

如果您使用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之外的任何方法登入 AWS Management Console，則您正在使用暫時性憑證。
例如，當您使用公司的單一登入(SSO)連結存取 AWS 時，該程序會自動建立暫時性憑證。當您以使用者身分
登入主控台，然後切換角色時，也會自動建立暫時性憑證。如需切換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
指南》中的切換至角色 (主控台)。

您可使用 AWS CLI 或 AWS API，手動建立暫時性憑證。接著，您可以使用這些暫時性憑證來存取 
AWS。AWS 建議您動態產生暫時性憑證，而非使用長期存取金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AM 中的暫時性
安全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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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跨服務委託人許可

支援委託人許可 是

當您使用 IAM 使用者或角色在 AWS 中執行動作時，您會被視為委託人。政策能將許可授予委託人。當您
使用某些服務時，您可能會執行一個動作，然後在不同的服務中觸發另一個動作。在此情況下，您必須具有
執行這兩個動作的許可。若要查看某個動作是否需要政策中的其他相依動作，請參閱《服務授權參考》中的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Important

這些權杖可讓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存取客戶資料，而無需明確協議；例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可
以從 Amazon S3 儲存貯體部署應用程式構件與相關業務資料，而無需取得客戶明確的許可。您可
能需要相應地更新任何合規性文件。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服務角色

支援服務角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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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活動掛接的服務角色 (交易/工作異常結束或完成等)。

Warning

變更服務角色的許可有可能會AWS讓大型主機現代化功能出現故障。只有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
供指引時，才能編輯服務角色。

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選擇 IAM 角色

如果您先前已建立在 Amazon EC2 上執行之應用程式可擔任的 IAM 角色，您可以在建立啟動範本或啟動組
態時選擇該角色。 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vice 會提供可供選擇的角色清單。建立這些角色時，
請務必將最低權限 IAM 政策建立關聯，以限制應用程式所需之特定 API 呼叫的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使用者指南》中的在 Amazon EC2 執行個體上執行的應用程式 IAM 角色。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服務連結角色

支援服務連結角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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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關於建立或管理AWS服務連結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服務連結角色進行大型主機現代
化 (p. 190)。

如需建立或管理服務連結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可搭配 IAM 運作的 AWS 服務。在表格中尋找服務，其中
包含服務連結角色欄中的 Yes。選擇 Yes (是) 連結，以檢視該服務的服務連結角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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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身分AWS型政策範例
根據預設，使用者和角色不具備建立或修改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的權限。他們也無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或 AWS API 執行任務。若要授予使用
者對其所需資源執行動作的許可，IAM 管理員可以建立 IAM 政策。然後，管理員可以將 IAM 政策新增至角
色，使用者便能擔任這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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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所定義之動作和資源類型的詳細資訊，包括每種資源類型的 ARN 格
式，請參閱《服務授權參考》中的適用於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動作、資源和條件索引鍵。

主題
• 政策最佳實務 (p. 188)
• 使用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 (p. 188)
• 允許使用者檢視他們自己的許可 (p. 189)

政策最佳實務
以身分為基礎的政策會判斷您帳戶中的某個人員是否可以建立、存取或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這些
動作可能會讓您的 AWS 帳戶 產生費用。當您建立或編輯身分型政策時，請遵循下列準則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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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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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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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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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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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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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
若要存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您必須擁有最基本的一組許可。這些許可必須允許您列出和檢
視您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的詳細資訊AWS 帳戶。如果您建立比最基本必要許可更嚴格的身分型政
策，則對於具有該政策的實體 ( 使用者或角色) 而言，主控台就無法如預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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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確保使用者和角色仍可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請同時將AWS大型主機現代
化ConsoleAccess或ReadOnlyAWS受管理的原則附加至實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
南》中的新增許可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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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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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難排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身分識別與存取
請使用以下資訊來協助您診斷和修正使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和 IAM 時發生的常見問題。

主題
• 我未獲得執行 iam 的授權：PassRole (p. 189)
• 我想要允許外的人員存AWS 帳戶取我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 (p. 190)

我未獲得執行 iam 的授權：PassRole
如果您收到錯誤，告知您無權執行iam:PassRole動作，則必須更新您的政策，以允許您將角色傳遞至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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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users_change-permissions.html#users_change_permissions-add-console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使用服務連結角色

當名為的 IAM 使用者marymajor嘗試使用主控台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執行動作時，發生下列範例錯
誤。但是，動作請求服務具備服務角色授予的許可。Mary 沒有將角色傳遞至該服務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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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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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任何協助，請聯絡您的 AWS 管理員。您的管理員提供您的登入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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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進一步了解，請參閱以下內容：

• 若要了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如何與 IAM 搭配運
作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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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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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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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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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服務連結角色進行大型主機現代化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務連結的角色。服務
連結角色是直接連結至大型主機現代化的一種特殊 IAM 角色類型。服務連結角色由大型主機現代化預先定
義，內含該服務呼叫其他所需的所有許可AWS代表您提供服務。

服務連結角色可讓設定大型主機現代化更為簡單，因為您不必手動新增必要的許可。大型主機現代化定義其
服務連結角色的許可，除非另有定義，否則僅有大型主機現代化可以擔任其角色。定義的許可包括信任政策
和許可政策，並且該許可政策不能連接到任何其他 IAM 實體。

您必須先刪除服務連結角色的相關資源，才能將其刪除。如此可保護您的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避免您不小
心移除資源的存取許可。

如需支援服務連結角色之其他服務的資訊，請參閱AWS可搭配 IAM 運作的服務並尋找具有的服務是中的服務
連結角色column。選擇具有連結的 Yes (是)，以檢視該服務的服務連結角色文件。

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服務連結角色許可
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名為的服務連結角色AWSServiceRoleForAWSM2— 配置網絡以連接到 VPC 並訪問文
件系統等資源。

所以此 AWSServiceRoleForAWSM2 服務連結角色信任下列服務以擔任角色：

• m2.amazonaws.com

名為的角色許可政策 AWSM2ServicePolicy 允許大型主機現代化對指定資源完成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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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建立、刪除、描述和附加許可至 Amazon EC2 網路界面，以建立與客戶 VPC 的連
線能力。

• 從 Elastic Load Balancing 註冊或取消註冊項目，這是客戶連接到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的方式。
• 描述 Amazon EFS 或 Amazon FSx 檔案系統 (若有使用的話)。
• 向客戶發出指標 CloudWatch 從執行階段環境中。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DescribeSubnets",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2:DeleteNetworkInterface",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2:ModifyNetworkInterfaceAttribute"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lasticfilesystem:DescribeMountTarget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lasticloadbalancing:RegisterTargets", 
    "elasticloadbalancing:DeregisterTarget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fsx:DescribeFileSystem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watch:PutMetricData"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cloudwatch:namespace": [ 
      "AWS/M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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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驗證

您必須設定許可，IAM 實體 (如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才可建立、編輯或刪除服務連結角色。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服務連結角色許可。

為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服務連結角色
您不需要手動建立一個服務連結角色。當您在AWS Management Console，該AWS CLI，或AWSAPI、大型
主機現代化可為您建立服務連結角色。

若您刪除此服務連結角色，之後需要再次建立，您可以在帳戶中使用相同程序重新建立角色。當您建立執行
階段環境時，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再次為您建立服務連結角色。

編輯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服務連結角色
大型主機現代化不允許您編輯 AWSServiceRoleForAWSM2 服務連結角色。因為有各種實體可能會參考服
務連結角色，所以您無法在建立角色之後變更角色名稱。然而，您可使用 IAM 來編輯角色描述。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編輯服務連結角色。

刪除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服務連結角色
若您不再使用需要服務連結角色的功能或服務，我們建議您刪除該角色。如此一來，您就沒有未主動監控或
維護的未使用實體。然而，在手動刪除服務連結角色之前，您必須先清除資源。

Note

若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在您試圖刪除資源時正在使用該角色，刪除可能會失敗。若此情況發生，請
等待數分鐘後並再次嘗試操作。

刪除所使用的大型主機現代化資源 AWSServiceRoleForAWSM2

• 刪除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執行階段環境。在刪除環境本身之前，請務必先從環境中刪除應用程式。

使用 IAM 手動刪除服務連結角色

使用 IAM 主控台AWS CLI，或AWS刪除所有的 API AWSServiceRoleForAWSM2 服務連結角色。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IAM 使用者指南》中的刪除服務連結角色。

大型主機現代化服務連結角色的支援區域
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在所有提供服務的區域中，使用服務連結角色。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區域與
端點。

的AWS合規驗證
在多個合規計劃中，第三方稽核人員會評AWS估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安全與合AWS規。這些計劃包括 
SOC、PCI、FedRAMP、HIPAA 等等。

如需特定合規計劃範圍內的 AWS 服務清單，請參閱合規計劃範圍內的 AWS 服務。如需一般資訊，請參閱
AWS 合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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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使用AWS大型主機的合規責任，取決於資料的機密性、您公司的合規目標及適用法律和法規。 AWS提供
下列資源，以協助合規：

• 安全與合規快速入門指南：這些部署指南討論架構考量，並提供在 AWS 上部署以安全及合規為重心之基
準環境的步驟。

• HIPAA 安全與合規架構白皮書：本白皮書說明公司可如何運用 AWS 來建立 HIPAA 合規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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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能力

• AWS 合規資源 – 這組手冊和指南可能適用於您的產業和位置。
• AWS Config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使用規則評估資源 – AWS Config 可評估資源組態對於內部實務、業界準則

和法規的合規狀態。
• AWS Security Hub – 此 AWS 服務可供您檢視 AWS 中的安全狀態，可助您檢查是否符合安全產業標準和

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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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 AWS 區域與可用區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全球基礎設施。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中的基礎設施安全
作為一種受管服務，大型主機現代化受到AWS中描述的全域網路安全性程序Amazon Web Services：安全程
序概觀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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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請求必須使用存取金鑰 ID 和與 IAM 主體相關聯的私密存取金鑰來簽署。或者，您可以使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來產生暫時安全憑證來簽署請求。

教學課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的 Blu Age 應用
程式安全性

本教學AWS說明透過 Amazon Cognito 進行的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身份驗證。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部署的藍光時代應用程式可設定為使用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做為身分識別提
供者。然後，Amazon Cognito 將儲存使用者及其屬性，並處理他們的登入程序。提供密碼策略，多因素身
份驗證和可自定義的電子郵件/電話號碼消息。藍光時代應用程式安全性基於 SpringSecurity；其 OAuth2 功
能用於與 Amazon Cognito 進行交流。如需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
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

第三方身分提供
Amazon Cognito 可透過聯合身分供應商功能將身分驗證委派給現有的第三方身分供應商。本文使用 
Amazon Cognito 和外部身分識別供應商進行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控制提供了此類設定的範例。

範例設定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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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資源 (p. 194)
• 網域註冊 (p. 194)
• TLS 憑證排放 (p. 194)
• Amazon Cognito 安裝程序 (p. 195)
• Secpert Manager Manager (p. 198)
• 使用者建立 (p. 199)
• 演示應用上傳 (p. 199)
• 應用程式資源建 (p. 200)
• 應用程式定義調 (p. 200)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建立 (p. 201)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建立 (p. 201)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部署 (p. 201)
•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啟動 (p. 201)
• 存取應用程式 (p. 201)

以下各節將AWS說明大型主機現代化藍光時代應用程式的部署，將其身份驗證委派給 Amazon Cognito。

演示資源
這個演示應用程序歸檔將需要在以下步驟：PlanetsDemo-v1.zip。

網域註冊
Amazon Cognito 要求整合 (「用戶端」) 應用程式必須透過 HTTPS 安全 URL 公開。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將
需要一個域名，並為此域的 TLS 證書。

Route 53 的組合，並為我們AWS Certificate Manager提供了一個集成的解決方案來完成這項任務。

首先導覽至 Route 53 主控台。在那裡，選擇註冊域名，然後選擇註冊域名。

使用 [選擇網域名稱] 來選擇可用的網域名稱。在以下頁面中，輸入您的聯繫方式，然後選擇添加到購物車。
對您的選擇進行最後審查，然後選擇「完成訂單」。

您可能需要回答驗證電子郵件，然後等待網域註冊進行。

TLS 憑證排放
在此步驟中，您要求先前註冊之網域的憑證。

1. 當先前建立的網域名稱可用時，請瀏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 ACM。
2. 選擇 [要求憑證]，然後在 [憑證類型] 中選擇 [要求公用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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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 Next (下一步)。
4. 在要求公用憑證上，輸入您先前註冊的網域名稱，並保持選取 DNS 驗證。

然後，您應該收到一Successfully requested certificate條消息。
5. 選擇 [檢視憑證]，並注意其目前狀態為 [擱置驗證]。由於它與 Route 53 網域相關，因此您可以使用主控

台建立必要的 DNS 驗證記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Certificate Manager使用指南中的驗證網域
擁有權。為此，請在「網域」中選擇「在 Route 53 中建立記錄」，然後選擇「建立記錄」。

您應該會取得Successfully created DNS records訊息。等到憑證進入 [問題] 狀態。

Amazon Cognito 安裝程序
為了測試目的，我們將創建一個用戶池管理本地用戶配置文件。

1. 在AWS管理主控台中導覽至 Amazon Cognito。選擇使用者集區，然後選擇建立使用者集區

2. 在 [設定登入體驗] 中，保留 Cognito 使用者集區預設提供者類型。您可以選擇一或多個 Cognito 使用者
集區登入選項；目前請選擇 [使用者名稱]，然後選擇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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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設定安全性需求] 中，保留預設值，或視需要調整密碼和登入需求。選擇 Next (下一步)。
4. 在 [設定註冊體驗] 中，由於這是示範應用程式，請停用 [啟用自我註冊作為安全性措施]，然後選擇 [下一

步]。

5. 在設定訊息傳遞中，如果您的帳戶中已有 Amazon SES 身分，則可以使用透過 Amazon SES 傳送電子
郵件。否則，請選擇使用 Cognito 傳送電子郵件以進行測試。您可以根據需要添加有效的回复電子郵件
地址。選擇 Next (下一步)。

6. 在 [整合您的應用程式] 中，選擇使用者集區的名稱。在託管驗證頁面中，選擇使用 Cognito 託管的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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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了簡單起見，請在「網域」中選擇「使用 Cognito 網域」，然後輸入網域前置字元，例如https://
planetsdemo。

8. 演示應用程序必須添加為客戶端。在初始應用程式用戶端中，選擇機密用戶端 輸入應用程式用戶端名
稱，例如，planetsdemo然後選擇 [產生用戶端密碼]：

9. 在允許的回調 URL 中，使用具有以下規範格式的 URL：

https://{m2-address}/{app-name}:{app-port}/login/oauth2/code/cogn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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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m2-address是AWS大型主機現代化進入點的 DNS 名稱 (使用先前註冊憑證中指定的網域)。
• app-name是部署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web或*-service通常) 上的應用程式名稱。
• app-port是部署此應用程式的 (tomcat) 連接埠 (如下方應用程式定義中所指定)。

您也可以使用暫時http://localhost URL，稍後再編輯。

將預設值保留在 [進階應用程式用戶端設定] 和 [屬性讀寫權限] 區段中，然後選擇 [下一步]。
10. 在檢閱並建立中，確認您的選擇，然後選擇建立使用者集區。

Secpert Manager Manager
在上一個步驟中，需要秘密管理員來託管 Amazon Cognito 產生的用戶端密碼。為此目的使用AWS Secrets 
Manager。

1. 導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 [密碼管理員]。
2. 選擇 Store a new secret (存放新機密)。
3. 在 [密碼類型] 中，選擇 [其他類型的密碼]，然後輸入client-secret金鑰。對於該值，請複製並貼上 

Amazon Cognito 產生的用戶端密碼。您可以在 Cognito > 使用者集區 > 應用程式用戶端 > 顯示用戶
端密碼中找到此值。 選擇 Next (下一步)。

4. 在密碼名稱和說明中，為機密命名，然後選擇下一步。
5. 在秘密旋轉中，將自動旋轉保持停用狀態。選擇 Next (下一步)。
6. 在「檢閱」中，查看您提供的資訊，然後選擇「商店」。
7. 建立密碼之後，您必須啟用從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存取權限。若要這樣做，請選擇密碼，然後選擇編輯

權限：

8. 在顯示的 JSON 編輯器中，貼上下列原則並選擇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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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Service" : "m2.amazonaws.com" 
            }, 
            "Action" : "secretsmanager:GetSecretValue", 
            "Resource" : "*" 
        } 
    ]
} 
      

使用者建立
由於自我註冊已停用，因此請建立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

1. 在AWS管理主控台中導覽至 Amazon Cognito。
2. 選擇您建立的使用者集區，然後在使用者中選擇 [建立使用者]。
3. 在 [使用者資訊] 中，選擇 [傳送電子郵件邀請]，輸入使用者名稱和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擇 [產生密

碼]。 選擇 Create user (建立使用者)。

演示應用上傳
將示範應用程式上傳到 Amazon S3 儲存貯體；此處planetsdemo將使用名為的儲存貯體，其中包含 key 
prefix (資料夾) 的名稱v1和存檔名稱planetsdemo-v1.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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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資源建
此示範應用程式不需要額外的 AWS 資源。

應用程式定義調
以下是示範應用程式AWS的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定義：

{ 
  "resources": [ 
    { 
      "resource-type": "listener", 
      "resource-id": "tomcat", 
      "properties": { 
        "port": 8196, 
        "type": "http" 
      } 
    }, 
    { 
      "resource-type": "ba-application", 
      "resource-id": "planetsdemo", 
      "properties": { 
        "app-location": "${s3-source}/PlanetsDemo-v1.zip" 
      } 
    }, 
    { 
      "resource-type": "cognito-external", 
      "resource-id": "cognito-client", 
      "properties": { 
        "issuer-uri": "https://cognito-idp.{REGION_ID}.amazonaws.com/{POOL_ID}", 
        "domain-name": "{DOMAIN_NAME}", 
        "client-id": "{CLIENT_ID}", 
        "secret-manager-arn": "{SECRET_MANAGER_ARN}" 
      } 
    } 
  ], 
  "source-locations": [ 
    { 
      "source-id": "s3-source", 
      "source-type": "s3", 
      "properties": { 
        "s3-bucket": "planetsdemo", 
        "s3-key-prefix": "v1" 
      } 
    } 
  ]
} 
    

如所述取代下列預留位置；您可以在先前建立的 Amazon Cognito 使用者集區的「應用程式整合」索引標籤
上找到所需資訊：

• {REGION_ID}：要部署應用程式的區域。
• {POOL_ID}：Amazon Cognito 池 ID。
• {DOMAIN_NAME}：在「整合您的應用程式」步驟期間建立的 Amazon Cognito 網域的完整 URL。
• {CLIENT_ID}：Amazon Cognito 為您的應用程式建立的用戶端識別碼值。
• {SECRET_MANAGER_ARN}：先前在秘密管理器中創建的秘密 ARN。

視需要調整ba-application和s3-source項目，以指向上傳應用程式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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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建立
依照下列步驟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

1. 瀏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2. 選擇環境，然後選擇創建環境。
3. 在指定基本資訊中，輸入名稱和說明，然後選擇 AWS Blu Age 引擎。
4. 在指定模型組態中：

• 選擇獨立執行階段環境。
• 選擇「允許部署到此環境的應用程式可公開存取」。
• 選擇兩個子網路。

5. 在附加儲存區-選用中，請保留預設值。
6. 在檢閱並建立中檢閱資訊，然後選擇建立環境。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建立
1. 瀏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2. 選擇應用程式，然後選擇建立應用程式
3. 在指定基本資訊中，輸入名稱和說明，然後選擇 AWS Blu Age 引擎。
4. 在指定資源和組態中，複製並貼上先前更新的應用程式定義 JSON。
5. 在檢閱並建立中檢閱資訊，然後選擇建立應用程式。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部署
成功建立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環境與應用程式之後，兩者都處於 [可用] 狀態：

1. 瀏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2. 選擇「環境」，然後選擇先前建立的環境。
3. 選擇部署應用程式。
4. 選擇先前創建的應用程序。
5. 選擇 Deploy (部署)。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啟動
1. 瀏覽至AWS管理主控台中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2. 選擇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
3. 選擇您的應用程式，然後捲動至「部署」：應該處於「就緒」狀態。
4. 選擇動作，然後選擇啟動應用程式。

存取應用程式
1. 等待應用程式處於 [執行中] 狀態。
2. 複製應用程式 DNS 主機名稱。
3. 在瀏覽器中，導覽至https://{hostname}:{portname}/PlanetsDemo-we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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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資源
如果您不再需要為此教學課程建立的資源，請刪除這些資源，以免繼續支付這些資源的費用。完成下列步
驟：

• 如果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仍在執行中，請停止它。
• 刪除大AWS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 (p. 36)。
• 刪除大AWS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刪除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

境 (p. 61)。
• 刪除您建立的 Amazon Cognito 資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mazon Cognito 開發人員指南中的教學課

程：清理AWS資源。
• 刪除您建立的密碼管理員密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Secrets Manager使用指南》中的刪除密

碼。

使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用介面端點存取 
(AWS PrivateLink)

您可AWS PrivateLink以使用在 VPC 和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您可以如在 VPC 中一樣存取大型主
機現代化，無需使用網際網路閘道、NAT 裝置、VPN 連線或AWS Direct Connect連線。VPC 中的執行個體
無需公有 IP 地址，即可存取大型主機現代化。

您可以建立由 AWS PrivateLink 提供支援的介面端點來建立此私有連線。我們會在您為介面端點啟用的每
個子網中建立端點網路介面。這些是請求者管理的網路介面，可作為目的地為大型主機現代化之流量的進入
點。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PrivateLink 指南》中的透過 AWS PrivateLink 存取 AWS 服務。

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考量
在您為大型主機現代化設定介面端點之前，請檢閱AWS PrivateLink《指南》中的「考量」。

大型主機現代化支援透過介面端點，呼叫其所有 API 動作。

為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介面端點
您可使用 Amazon VPC 主控台或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來為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介面端
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PrivateLink 指南》中的建立介面端點。

使用以下服務名稱為大型主機現代化建立介面端點：

com.amazonaws.region.m2

如果您為該介面端點啟用私有 DNS，您可以使用其預設區域 DNS 名稱 (區域 DNS)，向大型主機現代化發出 
API 請求。例如：m2.us-east-1.amazonaws.com。

為您的介面端點建立端點
端點政策為 IAM 資源，您可將其連接至介面端點。預設端點政策可允許透過介面端點完整存取大型主機現代
化。若要控制 VPC 對大型主機現代化的存取權限，請將自訂端點政策連接至介面端點。

端點政策會指定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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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執行動作 (AWS 帳戶、使用者和 IAM 角色) 的主體。
• 可執行的動作。
• 可供執行動作的資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 PrivateLink 指南》中的使用端點政策控制對服務的存取。

範例：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的 VPC 端點政策

以下是自訂端點政策的範例。當您將此政策連接至您的介面端點後，它會針對所有資源的所有委託人，授予
列出的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的存取權限。

//Example of an endpoint policy where access is granted to the  
//listed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actions for all principals on all resources
{"Statement": [ 
      {"Principal": "*", 
         "Effect": "Allow", 
         "Action": [ 
            "m2:ListApplications", 
            "m2:ListEnvironments", 
            "m2:ListDeployments" 
         ], 
         "Resource":"*" 
      } 
   ]
}

//Example of an endpoint policy where access is denied to all the  
//AWS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CREATE actions for all principals on all resources
{"Statement": [ 
      {"Principal": "*", 
         "Effect": "Deny", 
         "Action": [ 
            "m2:Create*" 
         ],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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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AWS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

監控是維護可靠性、可用性與效能的重要環節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和您的其他 AWS 解決方案。AWS 提供
下列監控工具，可藉以監看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在發生錯誤時回報，並適時自動採取動
作：

• 亞馬遜 CloudWatch監控您的AWS資源和您在上執行的應用程式AWS即時。您可以收集和追蹤指標、
建立自訂儀表板，以及設定警示，在特定指標達到您指定的閾值時通知您或採取動作。例如，您可以有 
CloudWatch 追蹤 CPU 使用量或其他 Amazon EC2 執行個體指標，並在需要時自動啟動新執行個體。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亞馬遜 CloudWatch 使用者指南。

• 亞馬遜 CloudWatch 日誌可讓您從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監控、存放及存取日誌檔案。 CloudTrail，和其
他來源。 CloudWatch 日誌可監控日誌檔案中的資訊，並在達到特定閾值時通知您。您也可以將日誌資料
存檔在高耐用性的儲存空間。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亞馬遜 CloudWatch 日誌使用者指南。

• AWS CloudTrail 擷取您 AWS 帳戶發出或代表發出的 API 呼叫和相關事件，並傳送記錄檔案至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儲存貯體。您可以找出哪些使用者和帳戶呼叫 AWS、發出呼叫的來
源 IP 地址，以及呼叫的發生時間。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CloudTrail 使用者指南。

監控AWS使用 Amazon 的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 CloudWatch

您可以監控AWS使用的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 CloudWatch，其會收集原始資料並進行處理，
轉換為可讀且幾近即時的指標。這些統計資料會保留 15 個月，以便您存取歷史資訊，並更清楚 Web 應用程
式或服務的執行效能。您也可以設定留意特定閾值的警示，當滿足這些閾值時傳送通知或採取動作。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 。亞馬遜 CloudWatch 使用者指南。

下表列出 Mainframe Modernization Serization 的指標和維度。

指標

指標 描述

CPUUtilization 環境中執行個體的 CPU 使用率。

單位：百分比

有效的統計資訊：平均、最小、最大、最大、最

MemoryUtilization 環境中執行個體的記憶體使用率。

單位：百分比

有效的統計資訊：平均、最小、最大、最大、最

InboundNetworkThroughput 環境中執行個體的輸入網路輸送量。

單位：每秒位元組數

有效的統計資訊：平均、最小、最大、最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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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

指標 描述

OutboundNetworkThroughput 環境中執行個體的輸出網路輸送量。

單位：每秒位元組數

有效的統計資訊：平均、最小、最大、最大、最

維度

維度 描述

EnvironmentId 此維度會依 ID 將度量篩選至已識別的環境。

使用記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呼叫AWS 
CloudTrail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已與整合AWS CloudTrail，這項服務可提供由使用者、角色或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
AWS服務所採取之動作的記錄。 CloudTrail 會將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所有 API 呼叫擷取為事件。擷取的
呼叫包括從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執行的呼叫，以及對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作業發出的程式碼呼
叫。如果您建立追蹤，便可將 CloudTrail 事件持續交付至 Amazon S3 儲存貯體，包括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的事件。即使您未設定線索，依然可以透過 CloudTrail 主控台中的 Event history (事件歷史記錄) 檢視最新事
件。您可以利用所 CloudTrail收集的資訊來判斷向AWS大型主機發出的請求，以及發出請求的 IP 地址、人
員、時間和其他詳細資訊。

若要進一步了解 CloudTrail，請參閱使AWS CloudTrail用者指南。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資訊 CloudTrail
CloudTrail 當您建立AWS帳戶時，系統會在您的帳戶中啟用。當活動發生於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時，系統
便會將該活動記錄於 CloudTrail Event history (事件歷史記錄) 中。AWS您可以檢視、搜尋和下載 AWS 帳戶
的最新事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CloudTrail 事件歷程記錄檢視事件。

如需AWS帳戶中正在進行事件的記錄 (包含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事件)，請建立追蹤。線索能讓您 
CloudTrail 將日誌檔案交付至 Amazon S3 儲存貯體。根據預設，當您在主控台建立追蹤記錄時，追蹤記錄會
套用到所有 AWS 區域。該追蹤會記錄來自 AWS 分割區中所有區域的事件，並將日誌檔案交付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此外，您還能設定其他AWS服務，以進一步分析和處理 CloudTrail 日誌中所收集的
事件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內容：

• 建立追蹤的概觀
• CloudTrail 支援的服務與整合
• 設定的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 從多個區域接收 CloudTrail 日誌檔案
• 從多個帳戶接收 CloudTrail 日誌檔案

所有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動作均由記錄， CloudTrail 並記錄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API 參考中。例如，呼
叫CreateEnvironment和CreateDeployment動作會CreateApplication在 CloudTrail 記錄檔中產生
項目。

每一筆事件或日誌項目都會包含產生請求者的資訊。身分資訊可協助您判斷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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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記錄檔項目

• 該請求是否使用根使用者或使用者登入資料提出。
• 提出該請求時，是否使用了特定角色或聯合身分使用者的暫時安全憑證。
• 該請求是否由另一項 AWS 服務提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瞭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記錄檔項目
追蹤是一種組態，能讓事件以日誌檔案的形式交付至您指定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 CloudTrail 日誌檔案
包含一個或多個日誌項目。一個事件為任何來源提出的單一請求，並包含請求動作、請求的日期和時間、請
求參數等資訊。 CloudTrail 日誌檔案並非依公有 API 呼叫的堆疊追蹤排序，因此不會以任何特定順序出現。

以下範例顯示的是展示CreateApplication動作的 CloudTrail 日誌項目。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I6WZTHGYAEXAMPLE", 
        "arn": "arn:aws:sts::444455556666:assumed-role/Admin/Mary_Major", 
        "accountId": "444455556666",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I6WZTHGYAEXAMPLE", 
                "arn": "arn:aws:iam::444455556666:role/Admin", 
                "accountId": "444455556666",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06-01T20:38:22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 
    "eventTime": "2022-06-01T20:40:39Z", 
    "eventSource": "m2.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Applicatio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72.21.196.65",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5; rv:91.0) Gecko/20100101 
 Firefox/91.0", 
    "requestParameters": { 
        "clientToken": "1abc23de-f45g-6789-h01i-jkl2m3456789", 
        "name": "MyApp", 
        "description": "", 
        "engineType": "microfocus", 
        "definition": { 
            "content": "{}" 
        }, 
        "tags": {} 
    }, 
    "responseElements": { 
        "applicationVersion": 1,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 "x-amzn-RequestId,x-amzn-ErrorType,x-amzn-
ErrorMessage,Date", 
        "applicationArn": "arn:aws:m2:us-east-1:444455556666:app/
lsfhmwhw7fffrosff2lncwqc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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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記錄檔項目

        "applicationId": "lsfhmwhw7fffrosff2lncwqcua" 
    }, 
    "requestID": "36982d38-fcde-4bfe-a89a-7bd78d43c926", 
    "eventID": "d7f0fc36-46ae-4157-9a79-c79f385fda98",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444455556666",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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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等待資料集名稱解除鎖定時逾時

疑難排解
使用本節中的資訊可協助您針對使用 Blu Age 和 Micro Focus 引擎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和執行階
段環境中的常見錯誤進行疑難排解。

主題
• 錯誤：等待資料集名稱解除鎖定時逾時 (p. 208)
• 無法存取應用程式的 URL (p. 210)

錯誤：等待資料集名稱解除鎖定時逾時
• 引擎：Blu Age
• 組件：布魯薩姆

如果您在使用 Blu Age 引擎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 Amazon CloudWatch 日誌中看到此錯誤，並
且在具有高可用性模式的環境中執行，則表示另一個應用程式正在共用資料集上鎖。通常情況下，如果其他
應用程式當機或以其他方式失敗而未解除鎖定，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如何發生這個錯誤
應用程式example-app-1嘗試鎖定寫入作業example-record-1的記錄。此操作會在擁有的數據
集example-dataset-1上創建一個鎖定example-record-1，並在其example-record-1本身上創
建一個鎖定。現在，example-app-2另一個應用程序嘗試鎖定相同的記錄example-record-1。資料集
和記錄已鎖定，因此請example-app-2等待鎖定釋放。如果example-app-1當機，資料集上的保留鎖
定example-dataset-1仍然存在，這會導example-app-2致取消其寫入嘗試並引發逾時例外狀況。這種
死結情況可以防止所有應用程序到達example-dataset-1。

你怎麼知道這是否是你的情況？
尋找失敗的應用程式，並檢查它是否使用錯誤訊息中提到的相同資料集。檢查應用程式是否在具有高可用性
模式的執行階段環境中執行。引發逾時例外狀況的應用程式無法繼續，並會顯示Failed狀態。

你能做什麼？
若要立即解決此情況，您可以強制釋放鎖定。為了防止 future 發生類似情況，您可以配置兩個控制 Blusam 
auto 修復機制的參數。

強制鎖定釋放
Blusam 鎖定管理器使用亞馬遜 ElastiCache 為 Redis 提供應用程序之間的共享鎖。若要解除中的鎖定 
ElastiCache，請使用 Redis CLI 公用程式。您無法刪除個別記錄的鎖定。您必須移除擁有資料集中的所有鎖
定。完成下列步驟：

1. ElastiCache 使用以下命令 Connect 到您的：

redis-cli -h hostname -p port

您可以在 ElastiCache 控制台中找到您 ElastiCache 的詳細信息：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elasti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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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布魯薩姆 auto 修復機制

2. 輸入密碼。
3. 輸入您要執行的命令，如下所示：

命令 用途

KEYS * 獲取所有現有的密鑰。

金鑰 * ####### 取得資料集鎖定金鑰。

德爾### _ # 刪除資料集鎖定。

刷新數據庫 清理整個 Redis 的。

Warning

Redis 快取中的所有資料都會遺失。如果 
Redis 用於其他目的，例如處理 http 會
話，則可能不想使用FLUSHDB。

配置布魯薩姆 auto 修復機制
Blusam 鎖定管理器包括一個 auto 修復機制，以防止數據集或記錄死鎖。您可以在應用程式定義 
(application-main.yml) 中調整下列參數，以配置 auto 修復機制：

• locksDeadTime: 是指應用程序可以保持鎖的最長時間。當這段時間過去時，鎖定聲明過期並立即釋
放。locksDeadTime值以毫秒為單位，預設值為 1000。

• locksCheck：定義用於檢查鎖定的 Blusam 鎖定管理員策略。所有 Blusam 鎖定 ElastiCache 都有時間
戳，並且有到期時間。locksCheck參數值決定是否移除過期的鎖定。
• off：任何時候都不會執行任何檢查。可能會發生死結。(不建議使用)
• reboot：在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中執行的AWS大型主AWS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執行個體啟動或

重新啟動時，會執行檢查。所有過期的鎖定都會立即釋放。(預設值)
• timeout：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中執行的大AWS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執行個體啟動

或重新啟動時，或在嘗試鎖定資料集期間逾時到期時，會執行檢查。過期的鎖定會立即釋放。

如需 Blu Age 應用程式之應用程式定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藍光時代的應用程序定義 (p. 47)。

布魯薩姆鎖定管理
在使用高可用性模式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階段環境中，Blu Age 應用程式可能會部署多次。對於處理 
Blusam 資料集的應用程式，可能會發生並行存取問題。Blusam 鎖管理器確保數據完整性，並通過使用應用
程序之間提供共享鎖來管理對記錄和數據集的讀寫訪問 ElastiCache。這種機制允許多個應用程序同時讀取
記錄，並確保一次只有一個應用程序寫入記錄。

寫入鎖定
若要更新或刪除特定記錄，應用程式必須先鎖定擁有該記錄的資料集，然後鎖定記錄本身。當記錄被鎖定
時，數據集鎖定被釋放，同一個數據集中的其他記錄可供使用。更新或刪除作業完成時，會釋放保留的記錄
鎖定。一次只有一個應用程式可以更新記錄，如果定義的應用程式原則允許等待釋放，則會封鎖其他應用程
式讀取或寫入，直到釋放鎖定為止。

讀取鎖定
只要記錄或資料集上沒有寫入鎖定，多個應用程式就可以同時讀取相同的記錄。若要鎖定寫入作業的記錄，
必須釋放所有讀取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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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存取應用程式的 URL

Note

Blusam 鎖定管理器使用相同的鎖定機制處理來自給定應用程序中的多個線程的訪問。

無法存取應用程式的 URL
• 引擎：藍光時代和微焦點
• 組件：應用

如果您無法存取您建立並部署到AWS大型主機現代化執行環境的執行中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應用程式的 
URL，您可能需要在與執行階段環境相關聯的安全性群組上設定輸入規則。

如何發生這個錯誤
當您建立執行階段環境時，您提供的安全性群組 (包括預設安全性群組) 必須設定輸入規則，以允許從 VPC 
外部傳送已部署應用程式的流量 (如果您要允許此類型的存取)。

你怎麼知道這是否是你的情況？
應用程式已成功啟動並正常執行，但您無法使用其 URL 連線到應用程式。

你能做什麼？
檢查與執行階段環境關聯的 Amazon VPC 安全群組是否允許流量傳輸到適當應用程式連接埠上的環境。若要
檢查安全群組規則：

1. 開啟大AWS型主機現代化主控台，網址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2/。
2. 在左側導覽窗格中，選擇「環境」。
3. 選擇承載欲連接之應用程式的執行階段環境。
4. 選擇「組態」。
5. 在 [安全性與網路] 中，選擇安全性群組。此連結會在 Amazon VPC 主控台中開啟安全群組規則。
6. 如有必要，請選擇 [編輯輸入規則]，並新增下列規則 (如果尚未存在)：

類型

自訂 TCP
連接埠

8196 或符合應用程式定義中指定之監聽器屬性的連接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步驟 2：建立應用
程式定義 (p. 7)。

來源

您呼叫應用程式的來源 IP 位址。您可以從下拉菜單中選擇 MyIP。如果您仍然有逾時問題，請嘗試
選擇任何地方 IPV4 或任何地方 IPV6。在安全性群組上新增輸入規則之後，請務必停止應用程式並
重新啟動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mazon VPC 使用者指南》中的安全群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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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概念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提供工具和資源，協助您在上移轉、現代化及執行大型主機工作負載AWS。

主題
• 應用 (p. 211)
• 應用定義 (p. 211)
• Batch 任務 (p. 211)
• 組態 (p. 212)
• 資料集 (p. 212)
• Environment (環境)  (p. 212)
• 大型主機現代化 (p. 212)
• 移轉之旅 (p. 212)
• 掛載點 (p. 213)
• 自動重構 (p. 213)
• 重塑 (p. 213)
• 資源 (p. 213)
• 執行階段引 (p. 213)

應用
大型主機現代化中執行中的AWS大型主機工作負載。一組批次工作、互動式交易 (CICS 或 IMS) 或其他元件
構成應用程式。您可以定義範圍。您必須定義並指定工作負載所需的任何元件或資源，例如 CICS 交易或批
次工作。

應用定義
在大型主機現代化中AWS執行的應用程式 (大型主機工作負載) 所需元件和資源的定義或規格。將定義與應用
程式本身分開來很重要，因為可以針對由不同執行階段環境所表示的多個階段 (前置生產、生產環境) 重複使
用相同的定義。

Batch 任務
設定為不需要使用者互動即可執行的排程程式。在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中，您需要將批次任務 JCL 檔案和批
次任務二進位檔案同時存放在 Amazon S3 儲存貯體中，並在應用程式定義檔案中提供兩者的位置。當您執
行批次工作時，AWS大型主機現代化會報告下列狀態值：

提交

批次任務正在提交。
保留

批次工作處於保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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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

派遣

批次任務正在傳送的過程中。
執行中

批次任務目前執行中。
取消

批次任務正遭取消。
Cancelled

批次工作已取消。
Succeeded

批次工作已成功完成執行。
失敗

批次工作失敗。
已成功但有警告

批次工作成功執行完成，並報告了一個小錯誤。作為 GetBatchJobExecution 響應一部分返回的工作條
件代碼表示錯誤的原因。

組態
環境或應用程式的特性。環境組態包括引擎類型、引擎版本、可用性模式、選用的檔案系統組態等。

應用程式組態可以是靜態或動態。只有當您透過部署新版本來更新應用程式時，靜態組態才會變更。動態組
態 (通常是作業活動 (例如開啟或關閉追蹤) 會在您更新時立即變更。

資料集
包含供應用程式使用之資料的檔案。

Environment (環境)
AWS計算資源、執行階段引擎和組態詳細資料的具名組合，以代管一或多個應用程式而建立。

大型主機現代化
將應用程式從舊式大型主機環境移轉至AWS.

移轉之旅
遷移和現代化舊版應用 end-to-end 程式的程序，通常由下列階段組成：評估、動員、遷移和現代化，以及操
作和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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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載點

掛載點
檔案系統中的一個目錄，可讓您存取儲存在該系統中的檔案。

自動重構
將舊版應用程式構件現代化，以便在現代雲端環境中執行的程序。它可以包括代碼和數據轉換。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現代化自動化重構。

重塑
將應用程式和應用程式構件從一個運算平台移至不同運算平台的程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大型主機
現代化重新平台

資源
計算機系統中的物理或虛擬組件。

執行階段引
促進應用程序運行的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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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歷史記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
下表說明AWS大型主機現代化的說明文件。

變更 描述 日期

單一登入AWS藍光時代藍光洞
察。 (p. 214)

AWS藍光時代藍光見解可從AWS 
Management Console通過單一登
錄獲得。

2023 年 3 月 31 日

GA 版本 (p. 214) GA 發行的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
用者指南。

2022 年 6 月 8 日

初始版本 (p. 214) AWS大型主機現代化使用者指南
的初始版本 (公開預覽)。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14



AWSMainframe Moinframe 
Moderization Services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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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