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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什么是EasyDL

目录目录

1. 产品介绍

2. 应用场景及案例

产品介绍

EasyDLEasyDL从2017年11月中旬起，在国内率先推出针对AI零算法基础或者追求高效率开发的企业用户的零门槛AI开发平台，提供从数据采集、标

注、清洗到模型训练、部署的一站式AI开发能力。对于各行各业有定制AI需求的企业用户来说，无论您是否具备AI基础，EasyDL设计简约，极易

理解，最快5分钟即可上手学会，15分钟完成模型训练。

您采集到的原始图片、文本、音频、视频、OCR、表格等数据，经过EasyDL加工、学习、部署后，可通过公有云API调用，或部署在本地服务

器、小型设备、软硬一体方案的专项适配硬件上，通过离线SDK或私有API进一步集成，流程如下： 

根据企业用户的应用场景及深度学习的技术方向，EasyDL共推出6大通用产品及1个行业产品：

EasyDL 图像：EasyDL 图像：定制基于图像进行多样化分析的AI模型，实现图像内容理解分类、图中物体检测定位等，适用于图片内容检索、安防监控、工

业质检等场景

EasyDL 文本：EasyDL 文本：定制基于文心大模型的语义理解AI模型，提供一整套文本定制与应用能力，适用于文本内容审核、文本自动生成、留言分类、

电商评价打分等场景

EasyDL 语音：EasyDL 语音：定制语音识别模型，精准识别业务专有名词，适用于数据采集录入、语音指令、呼叫中心等场景，以及定制声音分类模型，适

用于区分不同声音类别等场景

EasyDL OCR：EasyDL OCR：定制文字识别模型，结构化输出关键字段内容，满足个性化卡证票据识别需求，适用于证照电子化审批、财税报销电子化等场

景

EasyDL 视频：EasyDL 视频：定制基于视频片段内容进行分类的AI模型，适用于区分不同短视频类别等场景，以及定制目标追踪AI模型，实现跟踪视频中特定

目标对象及轨迹，适用于视频内容审核、人流/车流统计、养殖场牲畜移动轨迹分析等场景

EasyDL 结构化数据：EasyDL 结构化数据：挖掘数据中隐藏的模式，解决二分类、多分类、回归等问题，适用于客户流失预测、欺诈检测、价格预测等场景

EasyDL 零售行业版：EasyDL 零售行业版：面向零售场景的ISV、零售行业服务商等企业用户，提供基于商品识别场景的AI服务解决方案，适用于货架巡检、自助结

算台、无人零售柜等场景

应用场景及案例

工业质检

产品组装合格性检查：产品组装合格性检查： 在流水线作业中针对组合型产品键盘可能存在的不合格情况进行图片收集，将图片完成标注后发起模型训练，从而训练出

自动判断合格或不合格的模型，辅助人工判断产品质量

具体案例：对键盘生产可能存在错装、漏装、合格等情况进行识别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平台简介

10



商品瑕疵检测：商品瑕疵检测： 针对商品微小瑕疵进行图片收集，并对原始图片或基于光学成像形成的图片进行瑕疵标注及训练，将模型集成在检测设备或流水

线中，辅助人工提升质检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具体案例：针对地板质检的常见问题（例如，虫眼、毛面、棘爪等）进行检测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电商/网站图片分析

海量图片打分类标签：海量图片打分类标签： 电商将图片按定制标签标注并训练，构建对海量图片自动打标签模型，实现将图片面向不同C端用户的精准展示，以及基

于分析用户所点击图片的内容从而进行相关图片推荐等功能

具体案例：家装网站将卧室、餐厅、厨房等图片进行内容分类

任务类型：图像分类

定制图像审核策略：定制图像审核策略： 根据需求制定图片审核标准，网站用EasyDL训练的模型判断UGC图片是否合规，适用于视频、新闻等内容平台定制内容审

核策略，过滤不良信息，或用于线上活动，判断C端用户提交图片的合规性。

具体案例：房产网站审核用户提交信息是房源图还是非房源图片

任务类型：图像分类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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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监控

生产环境安全监控：生产环境安全监控： 对生产环境现场进行安全性监控，对是否出现挖掘机等危险物品、工人是否佩戴安全帽/穿工作服、施工区是否有烟火等情

况进行检查，辅助人工判断安全隐患并及时预警，保证生产环境安全运行

具体案例：对输电线路附近是否存在挖掘机、吊车等外部隐患物体进行检测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超市防损监控：超市防损监控： 在安全死角安装摄像头，将采集到图片进行标注及训练，实现实时检测图片中是否有未结算商品

具体案例：在超市结算台下层安装摄像头，将视频抽帧为图片后可判断图片中有未结算商品、无未结算商品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货物状态监控货物状态监控 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在轮船内安装摄像头，采用定时抓拍或视频抽帧的方式，自动判断货物状态，提升业务运营、货品管理效率

具体案例：货船调运公司安装摄像头智能监控船只上货品状态为有货或无货

专业领域研究

医疗镜检识别：医疗镜检识别： 针对医疗检验场景中可能存在的正常或异常结果进行图片收集，并基于图片关键特征进行标注完成训练，协助医生高效完成结果

判断

具体案例：针对寄生虫卵镜检图片，判断虫卵类型从而对症下药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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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或科普：培训或科普： 将图片中专业部件进行标注，训练出专业零部件识别模型，拍照后识别出详细部件并配合提供详细的部件介绍信息，将该能力集成

在公司内部使用的培训app中，方便新人通过拍照识图快速上手业务

具体案例：汽车公司对内部人员提供车辆零部件拍图能力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零售商品识别

货架陈列合规性检查：货架陈列合规性检查： 将商品陈列图片进行采集、标注及训练，集成在app中供巡货员或者店员拍照上传自动识别，通过系统自动检查完成合规

性的准确检查

具体案例：零售快消公司在各商超的货架及货柜中拍照自动检测出第一排商品个数、位置完成自动巡店

任务类型：商品检测

电商平台商品管理：电商平台商品管理： 对电商商品图进行采集并标注明显特征，训练出商品识别模型，实现对商品图库的快速分类，减少人工入库的标注成本

具体案例：鞋类电商对鞋底花纹进行识别，自动判断鞋子品类

任务类型：物体检测

查看更多案例

EasyDL产品体系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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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目录

1. 通用产品

2. 行业产品

通用产品

根据企业用户的应用场景及深度学习的技术方向，EasyDL先后推出了以下6大通用产品，充分满足各行业的AI定制化需求

适合人群

对AI有需求的各行业企业客户或服务集成商

产品特性

零门槛：零门槛： 无需具备算法基础，最快5分钟上手学会，15分钟完成模型训练，并将产出模型快速集成到业务产线

高精度：高精度： 基于百度文心大模型底座，内置百度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和自研AutoDL技术，只需少量数据就能训练出高精度模型

具体产品

EasyDL 图像：EasyDL 图像：定制基于图像进行多样化分析的AI模型，实现图像内容理解分类、图中物体检测定位等，适用于图片内容检索、安防监控、工

业质检等场景 立即使用

EasyDL 文本：EasyDL 文本：定制基于文心大模型的语义理解AI模型，提供一整套文本定制与应用能力，适用于文本内容审核、文本自动生成、留言分类、

电商评价打分等场景 立即使用

EasyDL 语音：EasyDL 语音：定制语音识别模型，精准识别业务专有名词，适用于数据采集录入、语音指令、呼叫中心等场景，以及定制声音分类模型，适

用于区分不同声音类别等场景 立即使用

EasyDL OCR：EasyDL OCR：定制文字识别模型，结构化输出关键字段内容，满足个性化卡证票据识别需求，适用于证照电子化审批、财税报销电子化等场

景 立即使用

EasyDL 视频：EasyDL 视频：定制基于视频片段内容进行分类的AI模型，适用于区分不同短视频类别等场景，以及定制目标追踪AI模型，实现跟踪视频中特定

目标对象及轨迹，适用于视频内容审核、人流/车流统计、养殖场牲畜移动轨迹分析等场景 立即使用

EasyDL 结构化数据：EasyDL 结构化数据：挖掘数据中隐藏的模式，解决二分类、多分类、回归等问题，适用于客户流失预测、欺诈检测、价格预测等场景 立即使

用

行业产品

EasyDL零售行业版EasyDL零售行业版是专用于零售行业用户训练商品检测模型的模型训练平台，平台提供海量预置的商品图片，开放基于百度大规模零售数据的预

训练模型、及数据增强合成技术，实现低成本获得高精度商品检测AI模型服务

适合人群

有商品识别需求的零售行业企业或服务集成商，对货架巡检、无人货柜、无人结算台等零售场景有AI定制化需求

产品特性

高可用：高可用： 针对零售场景专项算法调优，基于百度大规模零售数据的预训练模型，集成图像合成与增强技术提升模型泛化能力，模型准确率可

达到97%，保证模型在生产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

全功能：全功能： 对货架巡检场景的业务场景提供了货架拼接SDK及API接口，功能强大，体验更优

具体产品

定制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API：训练定制化商品检测模型，平台提供海量预置商品图片，开放基于百度大规模零售数据的预训练模型及数据增强合成技

术，实现低成本获得高精度商品检测AI模型服务

标准商品检测API标准商品检测API：无需训练即可直接使用的商品检测API，支持零售商超常见商品品类检测，针对货架合规性检查场景专项调优，适应大型商

超、便利店、街边店等多种复杂货架场景接口返回商品名称、规格、品类及在图片中的位置

货架拼接SDK货架拼接SDK：货架拼接服务支持将多个货架局部图片或视频，组合为完整货架图片，同时支持输出在完整货架图中的商品检测结果，包含

SKU的名称、数量，适用于需要在长货架进行商品检测的业务场景

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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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产品优势

目录目录

1. 零门槛

2. 高精度

3. 低成本

4. 广适配

5. 可交易

零门槛

EasyDL提供围绕AI开发、部署的端到端一站式能力，包括数据采集、标注、清洗、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模型部署。平台设计简约，极易理解，

最快5分钟即可上手，15分钟完成模型训练

操作流程如下：操作流程如下：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可添加模型描述便于后续模型迭代管理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上传数据后，根据不同模型类型的数据要求进行标注，如果有本地已标注的数据，也可以直接上传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算法类型、配置训练任务相关参数完成训练任务启动。模型训练完毕后支持可视化查看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也

支持通过模型校验模型校验功能在线上传实测数据验证模型效果

Step 4 部署模型Step 4 部署模型 根据业务场景，支持将模型部署为公有云API实现在线调用，或部署在本地服务器/小型设备/软硬一体方案的专项适配硬件上，

通过API/SDK集成离线应用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新手指南

高精度

EasyDL底层框架由百度自研的飞桨深度学习框架构建而成，内置基于百度文心大模型底座基础之上的成熟预训练模型，并结合百度自研的AutoDL

技术，助力用户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具备出色效果与性能的模型

文心大模型文心大模型 面向语言理解、语言生成等文本场景，具备超强语言理解能力以及对话生成、文学创作等能力。创新性地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

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AutoDL技术AutoDL技术 面向视觉场景，百度研发的AutoDL Transfer模型结合了模型网络结构搜索、迁移学习技术，可针对用户数据进行算法自动优化。与

通用算法相比，更适用于细分类场景。例如，通用算法可用于区分猫与狗，但如果要区分不同品种的猫，则AutoDL效果会更好

低成本

数据对于模型效果至关重要，面向数据服务，EasyDL除提供基础的数据上传、存储、标注外，还提供业界领先的数据采集、智能标注、多人标

注、云服务数据回流等多种低成本数据管理服务，大幅降低开发者训练数据处理成本

端云协同数据采集端云协同数据采集 EasyDL提供便捷的本地数据采集软件，支持定时拍照、视频抽帧（支持自定义抽帧规则）多种采集方式，并将图片即时同步

到平台管理，无需摄像头数据反复下载与重新导入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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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注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为一套人机交互的协作标注方式，在手工标注少量数据后，系统会从数据集所有样本中筛选出最关键的难例并提示需优先标

注。通常情况下，只需标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相比，模型效果几乎等同 了解详情

多人标注多人标注 通过将数据集在线共享给团队成员，实现多人分工标注、审核数据，有效降低标注成本，通过多人协作提高标注效率 了解详情

云服务数据回流云服务数据回流 当将EasyDL训练的模型以公有云方式部署在业务场景中时，通过开通**云服务数据回流功能，可将实际调用后的业务场景真实数

据及识别结果在平台中查看和管理，将识别错误的图片结果人工筛选后保存至数据集持续训练，可有效长期提升模型效果 了解详情

广适配

EasyDL模型训练阶段需要在线训练，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本地服务器、小型设备、软硬一体方案专项适配硬件上，通过

API或SDK进行集成，充分满足各种业务场景对模型部署的要求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1.1.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快速集成

2.2. 支持在线调用的高并发请求及灵活的扩缩容策略，提高资源利用率

3.3. 支持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不断优化模型效果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1.1.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支持API和SDK两种集成方式

2.2. 可在内网/无网环境下使用模型，确保数据隐私

本地设备端部署本地设备端部署

1.1. 训练完成的模型被打包成适配智能硬件的SDK，可进行设备端离线计算，有效满足业务场景中无法联网、对数据保密性要求较高、响应时延要

求更快的需求

2.2. 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基础接口封装完善，满足灵活的应用侧二次开发

软硬一体方案软硬一体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前端智能计算的用户体验，EasyDL推出前端智能计算-软硬一体方案，将百度推出的高性能硬件与EasyDL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深

度适配，可应用于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

具体部署流程详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可交易

EasyDL致力于打造全面开放的AI开发生态，与百度AI市场无缝对接，支持模型、AI服务、智能硬件等自由交易

AI模型交易AI模型交易 售卖者层面，用户将EasyDL训练完成的模型在AI市场开放售卖，可获取现金收益或平台积分；购买者层面，用户在AI市场购买业务场

景相似的EasyDL模型，并基于已购模型再训练，仅需添加少量数据，即可快速获得高精度AI模型

AI服务交易AI服务交易 用户将成功发布的公有云API在AI市场开放售卖，可获取现金收益或平台积分

智能硬件交易智能硬件交易 用户可在AI市场购买EasyDL软硬一体方案，同时获得EasyDL专项适配硬件和EasyDL软件的使用授权，实现EasyDL产出的模型无缝

集成进专项适配硬件

具体交易详情详见AI市场

EasyDL常用概念

目录目录

1. 模型与模型类型

2. 模型训练相关

3. 模型效果相关

4. 模型部署相关

5. 数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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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模型类型

EasyDL支持6大技术方向，每个方向包括不同的模型类型：

EasyDL 图像EasyDL 图像：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

EasyDL 文本EasyDL 文本：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文本实体抽取、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

EasyDL 语音EasyDL 语音：语音识别、声音分类

EasyDL OCREasyDL OCR：文字识别

EasyDL 视频EasyDL 视频：视频分类、目标跟踪

EasyDL 结构化数据EasyDL 结构化数据：表格预测

模型训练相关

AutoDL Transfer

AutoDL Transfer模型是百度研发的AutoDL技术之一，结合了模型网络结构搜索、迁移学习技术、并针对用户数据进行自动优化。与通用算法相

比，训练时间较长，但更适用于细分类场景。例如，通用算法可用于区分猫和狗，但如果要区分不同品种的猫，则AutoDL效果会更好

ERNIE

领先的语义理解技术与平台文心（ERNIE），依托飞桨打造，集先进的预训练模型、全面的NLP算法集、端到端开发套件和平台化服务于一体，提

供一站式NLP开发与服务，让您更简单、高效地定制企业级文本模型。文心提供的ERNIE预训练模型，已累计学习10亿多知识，能够助力各NLP任

务快速提升效果。平台内置了最新的ERNIE2.0，并提供了ERNIE2.0-Base、ERNIE2.0-Large两个版本供用户选择。

模型效果相关

准确率

图像分类/文本分类/声音分类等分类模型的衡量指标，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越接近1模型效果越好

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对图像分类/文本分类/声音分类等分类模型来说，该指标越高效果越好

精确率(Precision)

对某类别而言为正确预测为该类别的样本数与预测为该类别的总样本数之比

召回率(Recall)

对某类别而言为正确预测为该类别的样本数与该类别的总样本数之比

top1、top2…top5

在查看图像分类/文本分类/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模型评估报告中，top1-top5指的是针对一个数据进行识别时，模型会给出多个结果，top1为置信

度最高的结果、top2次之…正常业务场景中，我们通常会采信置信度最高的识别结果，重点关注top1的结果即可。

mAP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出其精确

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阈值

物体检测模型会存在一个可调节的阈值（threshold），是正确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果返

回。每个物体检测模型训练完毕后，可以在模型评估报告中查看推荐阈值，在推荐阈值下F1-score的值最高。

模型部署相关

公有云API

模型部署为Restful API，可以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

设备端SDK

模型部署为设备端SDK，可集成在前端智能计算硬件设备中，可完全在无网环境下工作，所有数据皆在设备本地运行处理。目前支持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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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WINDOWS、LINUX四种操作系统及多款主流智能计算硬件。

本地服务器部署

模型部署为本地服务器部署，可获得基于定制EasyDL模型封装而成的本地化部署的方案，此软件包部署包开发者本地的服务器上运行能够得到与

在线API功能完全相同的接口。

软硬一体方案

目前EasyDL支持两款软硬一体硬件，包括EasyDL-EdgeBoard软硬一体方案及EasyDL-十目计算卡。通过在AI市场购买，可获得硬件+专项适配硬件

的设备端SDK，支持在硬件中离线计算。

数据相关

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为一套人机交互的协作标注方式，目前EasyDL物体检测训练任务支持智能标注，在手工标注少量数据后，系统会从数据集所有图片中筛

选出最关键的图片并提示需要优先标注。通常情况下，只需标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相比，模型效果几

乎等同。

AI开发基础知识

目录目录

1. AI概念及基本原理

2. AI模型训练的基本流程介绍

AI概念及基本原理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

术科学。人工智能企图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

在EasyDL平台背后主要使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ML, Machine Learning)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学习样本数据的内

在规律和表示层次，最终目标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具有分析学习能力，能够识别文字、图像和声音等数据。

AI模型训练的基本流程介绍

1. 分析业务需求分析业务需求

在正式启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有效分析和拆解业务需求，明确模型类型如何选择。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实际业务场景进行分析。

举例：原始业务需求—某企业希望为某个高端小区物业做一套智能监控系统，希望对多种现象智能监控并及时预警，包括保安是否在岗、小举例：原始业务需求—某企业希望为某个高端小区物业做一套智能监控系统，希望对多种现象智能监控并及时预警，包括保安是否在岗、小

区是否有有异常噪音、小区内各个区域的垃圾桶是否已满等多个业务功能。区是否有有异常噪音、小区内各个区域的垃圾桶是否已满等多个业务功能。

针对这个原始业务需求，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的监控对象所在的位置不同、监控的数据类型不同（有的针对图片进行识别、有的针对声音进

行判断），需要多个模型综合应用。

监控保安是否在岗监控保安是否在岗——通过图像分类模型进行判断

监控小区是否有异常噪音监控小区是否有异常噪音——定时收集声音片段通过声音分类模型进行判断

监控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监控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由于监控区域采集的画面可能会存在多个垃圾桶，此处需要通过物体检测模型进行判断。

2. 采集/收集数据采集/收集数据

在通过上述第一步分析出基本的模型类型，需要进行相应的数据收集工作。数据的主要原则为尽可能采集真实业务场景一致的数据，并覆盖可能尽可能采集真实业务场景一致的数据，并覆盖可能

有的各种情况有的各种情况

3. 标注数据标注数据

采集数据后，可以通过EasyDL在线标注工具或线下其他标注工具对已有的数据进行标注。如上述保安是否在岗的图像分类模型，需要将监控视频

抽帧后的图片按照【在岗】及【未在岗】两类进行整理；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需要将监控视频抽帧后的图片标注其中每个垃圾桶的

【空】【满】两种状态进行标注。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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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阶段可以将已有标注好的数据基于已经确定的初步模型类型，选择算法进行训练。通过使用EasyDL平台，可以可视化在线操作训练

任务的启停、训练任务的配置。可以大幅减少线下搭建训练环境、自主编写算法代码的相关成本。

5. 评估模型效果评估模型效果

训练后的模型在正式集成之前，需要评估模型效果是否可用。在这个环节上EasyDL提供了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以及在线可视化上传数据测试模

型效果的功能。

6. 部署模型部署模型

当确认模型效果可用后，可以将模型部署至生产环境中。传统的方式需要将训练出的模型文件加入工程化相关处理，通过使用EasyDL，可以便捷

地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或本地设备上，通过API或SDK集成应用，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产品，有效应对各种业务场景所需，提供效果与性能

兼具的服务。

文心大模型

文心大模型是什么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目

前文心大模型包括：

文心·NLP大模型

面向语言理解、语言生成等NLP场景，具备超强语言理解能力以及对话生成、文学创作等能力。创新性地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

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CV大模型

基于领先的视觉技术，利用海量的图像/视频等数据，为企业/开发者提供强大的视觉基础模型，以及一整套视觉任务定制与应用能力。

文心·跨模态大模型

基于知识增强的跨模态语义理解关键技术，可实现跨模态检索、图文生成、图片文档的信息抽取等应用的快速搭建，落实产业智能化转型的AI助

力

如何在EasyDL上使用文心大模型

文心·NLP大模型

文心·NLP大模型文心·NLP大模型已接入EasyDL文本技术方向。通过下方简单几步即可上手使用。

①在EasyDL官网选择一个文本方向的模型类型，以文本分类-单标签为例 

②创建数据集-导入文本数据，完成数据标注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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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创建模型-完成训练配置-开始训练，此时将会以文心大模型为基座开始训练模型以文心大模型为基座开始训练模型 

④完成训练后，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服务接口，即可参考API文档调用服务 

文心·CV大模型

文心·CV大模型即将接入，敬请期待！

文心·跨模态大模型

文心·跨模态大模型即将接入，敬请期待！

新手指南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快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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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示例说明

图像分类模型主要用于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是和图片中主体或状态单一的场景。本文以猫狗识别模型为示例演示图像分类

模型训练全过程。

实现步骤

只需四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使用百度EasyDL的模型训练能力首先需要注册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用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如您已经是

开发者，可直接登录使用）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号进入，如下图的页面快速的注册一个百度账号吧。

Step2：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图像分类需要提供包含不同类别的图片并标注图片即可训练图像分类模型，自动识别图中是否包含某类物体/状态/场景，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训

练所需的猫狗图片示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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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效果越好，图像分类的图片数量建议每个类别不低于20张图片。

Step3：使用EasyDL训练图像分类模型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EasyDL官方平台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

点击【图像分类】【图像分类】进入操作台

在模型中心下点击【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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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模型创建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查看已创建的模型信息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后点击【完成】【完成】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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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本地导入-上传图片的导入方式示例，其

余各类型导入方式可参考图像分类页面上传数据集并在线标注

选择数据标注状态及导入方式后点击【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注意：上传图片时，一定注意格式要求！注意：上传图片时，一定注意格式要求！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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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图片后，点击【开始上传】【开始上传】

上传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在数据总览页可看到所建数据集，图片上传到平台，需要一段时间，等待片刻刷新页面后，待状态由【正在导入】【正在导入】转为【已完成】【已完成】即为导入成

功。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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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数据标注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添加标签】 创建数据集标签

分别输入dog、cat并点击【确认】【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点击图片右下角红框内图标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

在当前图片下选择右侧标签栏内的某一类别，代表为图片打上相应的标签，点击【保存当前图片】【保存当前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

动跳转至下一张。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模型训练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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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数据集准备完成后，点击【训练】【训练】，进入模型训练配置阶段

根据需求选择模型各项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开始训练】

在模型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模型，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同时若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

信的形式通知信的形式通知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模型列表下，点击【校验】【校验】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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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启动模型校验服务】，需等待几分钟

点击【添加图片】【添加图片】，进行模型校验

在此处可以点击【申请上线】【申请上线】，进行模型发布，跳转到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模型发布

模型训练完成后，点击【申请发布】【申请发布】

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提交申请】

注：同时可勾选下方【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的服务条款，通过云服务调用数据反馈，可查找公有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注：同时可勾选下方【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的服务条款，通过云服务调用数据反馈，可查找公有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

加入下一次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加入下一次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

提交申请后跳转至【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服务状态变为【发布中】【发布中】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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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几分钟，此状态就会变为【已发布】【已发布】，即发布成功

体验H5体验H5

模型发布成功后可在模型列表页点击【体验H5】【体验H5】进行模型体验

选择体验H5的模型并点击下一步

自定义样式后点击【生成H5】【生成H5】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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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描生成的二维码即可在手机端体验模型效果

Step4：模型调用

在 EasyDL“我的模型”列表页，点击【服务详情】【服务详情】后，会得到接口地址

此接口地址在模型调用代码中会用到。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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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登录EasyDL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点击【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填写信息后点击【立即创建】【立即创建】

立即创建后，在应用列表页即可得到 AK SK 密钥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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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在线API测试所训练的模型效果

产品特色

可视化操作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高精度效果高精度效果：EasyDL底层结合百度 AutoDL/AutoML技术，针对用户数据自动获得最优网络和超参组合，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出色效果和性能

的模型

端云结合端云结合：训练完成的模型可发布为云端API或离线SDK，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数据支持数据支持：全方位支持训练数据的高质量采集与高效标注，支持在模型迭代过程中不断扩充数据，助力提升模型效果

更多参考

如对文档说明有疑问或建议，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微信搜索“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交流

备注：文档如使用中遇到报错等问题，请在控制台中通过“工单”联系我们，售后团队为您及时解决问题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EasyDL软硬一体方案

EasyDL应用案例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快速开始

目录目录

1. 场景介绍

importimport sys sys
importimport time time
importimport socket  socket 
importimport json jso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fromfrom datetime  datetime importimport datetime  datetime 

printprint((datetimedatetime..nownow(())))
domain domain ==  "aip.baidubce.com""aip.baidubce.com"
myaddr myaddr == socket socket..getaddrinfogetaddrinfo((domaindomain,,'https''https'))  
printprint((strstr((domaindomain))  ++  " = "" = "  ++ myaddr myaddr[[00]][[44]][[00]]))

start start == time time..timetime(())  
appid appid ==  'appid''appid'
client_id client_id ==  'AK''AK'
client_secret client_secret ==  'SK''SK'
host host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    host     host +=+=  "&client_id=%s&client_secret=%s""&client_id=%s&client_secret=%s"  %%  
((client_idclient_id,, client_secret client_secret))

session session == requests requests..SessionSession(())  
response response == session session..getget((hosthost))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response response..jsonjson(())..getg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模型信息-服务详情-接口地址】""【模型信息-服务详情-接口地址】"  
withwith  openopen(('image.jpg''image.jpg',,  'rb''rb'))  asas f f::  
    image     image ==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headers headers ==  {{
'Content-Type''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json'
}}
params params ==  {{
"image""image":: image image
}}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response response == session session..postpost((request_urlrequest_url,, headers headers==headersheaders,, json json==paramsparams))
content content == response response..contentcontent..decodedecode(('UTF-8''UTF-8'))
printprint((jsonjson..loadsloads((contentcontent))))  
end end == time time..timetime(())
printprint(('耗时时长: %1.2f s''耗时时长: %1.2f s'%%  ((endend--start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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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步骤

3. 产品特色

4. 更多参考

场景介绍

在工业场景下，零件分拣、零件计数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常见业务需求，由于零件样式多样，市面上没有现成的零件识别服务可以直接使

用，往往需要定制企业零件专用的图像识别能力。 某个工业质检领域的服务商收到甲方需求，希望能在工厂中实现检测螺丝和螺母，并借助机械

臂等装置协助人工完成自动分拣。该服务商经过详细了解需求，发现螺丝与螺母由于排列密集且没有规律，如果要配合机械臂完成就需要精准定

位出图片中每个零件的名称及位置。经过调研，由于市场上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有现成的螺丝螺母识别服务，同时该服务商缺少相关AI算法工程

师及算力资源，如果筹备相关技术及资源成本较高，成为该服务商面临的一大难题。无意中了解到百度EasyDL可以灵活定制并可以快速上手获得

业务所需的高精度AI能力，刚好可以解决该服务商面临的问题。

实现步骤

只需四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使用百度EasyDL的模型训练能力首先需要注册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用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如您已经是

开发者，可直接登录使用）。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号进入，如下图的页面快速的注册一个百度账号吧。

Step2：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物体检测需要提供包含目标物体的图片并标注物体即可训练物体检测模型，自动识别图中所有目标物体的位置、名称，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需要

计数的包含螺丝螺母的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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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的效果就越好，物体检测的图片数据理建议不低于20张图片 注意图片需要为业务生产的真实环境所采集的图片，与真

实场景越贴近，训练模型效果越佳

Step3：使用EasyDL训练物体检测模型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EasyDL官方平台 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

点击【物体检测】【物体检测】，进入操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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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列表下点击【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填写模型信息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模型创建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查看已创建的模型信息

创建数据创建数据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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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后点击【完成】【完成】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本地导入-上传图片的导入方式示例，其

余各类型导入方式可参考页面上传物体检测数据集并在线标注

选择数据标注状态及导入方式后点击【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注意：上传图片时，一定注意格式要求！注意：上传图片时，一定注意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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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图片后，点击【开始上传】【开始上传】

上传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在数据总览页可看到所建数据集，图片上传到平台，需要一段时间，等待片刻刷新页面后，待状态由【正在导入】【正在导入】转为【已完成】【已完成】即为导入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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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数据标注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添加标签】 创建数据集标签

分别输入需要创建的标签名称并点击【确认】【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点击图片右下角红框内图标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

在当前图片下分别框选出图片中的目标物体并添加标签，点击【保存当前图片】【保存当前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动跳转至下一张。

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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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数据集准备完成后，点击【训练】【训练】，进入模型训练配置阶段

根据需求选择模型各项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开始训练】

在模型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模型，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同时若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

信的形式通知信的形式通知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模型列表下，点击【校验】【校验】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39



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启动模型校验服务】，需等待几分钟

点击【添加图片】【添加图片】，进行模型校验

在此处可以点击【申请上线】【申请上线】，进行模型发布，跳转到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模型发布

模型训练完成后，点击【申请发布】【申请发布】

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提交申请】

注：同时可勾选下方【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的服务条款，通过云服务调用数据反馈，可查找公有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注：同时可勾选下方【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的服务条款，通过云服务调用数据反馈，可查找公有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

加入下一次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加入下一次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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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后跳转至【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服务状态变为【发布中】【发布中】

等待几分钟，此状态就会变为【已发布】【已发布】，即发布成功

体验H5体验H5

模型发布成功后可在模型列表页点击【体验H5】【体验H5】进行模型体验

选择体验H5的模型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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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样式后点击【生成H5】【生成H5】

手机扫描生成的二维码即可在手机端体验模型效果

Step4：模型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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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asyDL“我的模型”列表页，点击【服务详情】【服务详情】后，会得到接口地址

此接口地址在模型调用代码中会用到。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

需要登录EasyDL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点击【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填写信息后点击【立即创建】【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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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创建后，在应用列表页即可得到 AK SK 密钥

通过使用在线API测试所训练的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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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可视化操作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高精度效果高精度效果：EasyDL底层结合百度 AutoDL/AutoML技术，针对用户数据自动获得最优网络和超参组合，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出色效果和性能

的模型

端云结合端云结合：训练完成的模型可发布为云端API或离线SDK，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数据支持数据支持：全方位支持训练数据的高质量采集与高效标注，支持在模型迭代过程中不断扩充数据，助力提升模型效果

更多参考

如对文档说明有疑问或建议，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微信搜索“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交流

备注：文档如使用中遇到报错等问题，请在控制台中通过“工单”联系我们，售后团队为您及时解决问题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EasyDL软硬一体方案

EasyDL应用案例

EasyDL文本-文本分类单标签快速开始

目录目录

1. 场景介绍

2. 实现步骤

importimport sys sys
importimport time time
importimport socket  socket 
importimport json jso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fromfrom datetime  datetime importimport datetime  datetime 

printprint((datetimedatetime..nownow(())))
domain domain ==  "aip.baidubce.com""aip.baidubce.com"
myaddr myaddr == socket socket..getaddrinfogetaddrinfo((domaindomain,,'https''https'))  
printprint((strstr((domaindomain))  ++  " = "" = "  ++ myaddr myaddr[[00]][[44]][[00]]))

start start == time time..timetime(())  
appid appid ==  'appid''appid'
client_id client_id ==  'AK''AK'
client_secret client_secret ==  'SK''SK'
host host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    host     host +=+=  "&client_id=%s&client_secret=%s""&client_id=%s&client_secret=%s"  %%  
((client_idclient_id,, client_secret client_secret))

session session == requests requests..SessionSession(())  
response response == session session..getget((hosthost))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response response..jsonjson(())..getg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模型信息-服务详情-接口地址】""【模型信息-服务详情-接口地址】"  
withwith  openopen(('image.jpg''image.jpg',,  'rb''rb'))  asas f f::  
    image     image ==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headers headers ==  {{
'Content-Type''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json'
}}
params params ==  {{
"image""image":: image image
}}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request_url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response response == session session..postpost((request_urlrequest_url,, headers headers==headersheaders,, json json==paramsparams))
content content == response response..contentcontent..decodedecode(('UTF-8''UTF-8'))
printprint((jsonjson..loadsloads((contentcontent))))  
end end == time time..timetime(())
printprint(('耗时时长: %1.2f s''耗时时长: %1.2f s'%%  ((endend--start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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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色

4. 更多参考

场景介绍

目前不少互联网内容平台或者电商平台中有用户评论模块，往往都需要人工维护评论信息，如将评论信息中好的评论与坏的评论进行分类，或者

将评论信息中的广告信息能有效过滤/甄别出来，当评论内容越来越高时，人工维护评论的成本就越高。而越来越多的垂直内容平台由于评论信

息内容多样，内容不一，为实现更好的文本分类效果，往往需要定制企业专属的文本分类能力。

某个酒店信息聚合平台，希望在其官网的评论模块中增加自动分类功能，能支持将好的评价和不好的评价自动分类，方便酒店管理者在后台查

看，同时该网站缺少相关AI算法工程师及算力资源，如何能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获取定制文本分类服务，成为该服务商面临的一大难题。无意中了

解到百度EasyDL可以灵活定制并可以快速上手获得业务所需的高精度AI能力，刚好可以解决该服务商面临的问题。

实现步骤

只需四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

要使用百度EasyDL的模型训练能力首先需要注册成为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首先让我们用5分钟来注册百度AI开放平台的开发者（如您已经是

开发者，可直接登录使用）。

先点击此处注册百度账号进入，如下图的页面快速的注册一个百度账号吧。

Step2：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文本分类单标签可实现文本内容的自动分类，为每个文本定义一个标签类型。数据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效果越好,本次示例以线上公开数据集为

例，具体数据处理全过程可参考文本分类数据集创建

Step3：使用EasyDL训练文本分类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EasyDL官方平台 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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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单标签】，进入操作台

在模型列表下点击【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填写模型信息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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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创建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查看已创建的模型信息

选择数据集选择数据集

在模型列表页找到新建的模型并选择【公开数据集】【公开数据集】查看现有公开数据集

本次训练将使用chnsenticorp情感分类-评测数据集chnsenticorp情感分类-评测数据集

在模型列表页点击【模型训练】【模型训练】进入到数据集选择界面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48



选择chnsenticorp情感分类-评测数据集chnsenticorp情感分类-评测数据集并勾选全部分类名称，点击【添加】【添加】

点击【开始训练】【开始训练】进入到模型训练阶段

在模型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模型，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同时若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勾选短信提醒，在模型训练完成后会以短

信的形式通知信的形式通知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模型列表下，点击【校验】【校验】

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启动模型校验服务】，需等待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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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校验文本，进行模型校验

在此处可以点击【申请上线】【申请上线】，进行模型发布，跳转到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模型发布

模型训练完成后，点击【申请发布】【申请发布】

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后跳转至【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服务状态变为【发布中】【发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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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几分钟，此状态就会变为【已发布】【已发布】，即发布成功

Step4: 模型调用

在【我的模型】【我的模型】栏找到发布完成的模型点击【服务详情】【服务详情】

接口地址在模型调用代码中将会用到，点击【立即使用】【立即使用】跳转至EasyDL控制台

在EasyDL控制台中点击【创建应用】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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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即刻在应用列表页获取到AK SK密钥

在获取到API KEYAPI KEY 以及 Secret KEYSecret KEY后，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示例代码调用我们之前创建并训练完成酒店评论文本分类模型

准备开发环境准备开发环境

我们选择用python来快速搭建一个原型，如果没有接下来需要安装以下python。可以参考下表列出的不同操作系统的安装方法进行安装。

Python的官方下载地址：下载python 

Windows 快速测试包Windows 快速测试包

windows平台的用户如果对上述的python安装感到困难，可以下载我们的一键测试包，下载地址：windows测试包。

解压zip文件后，双击run.bat即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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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代码编写代码

新建一个 main.pymain.py

粘贴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替换你的 API_KEY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SECRET_KEY：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jsonimport json

####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
if IS_PY3:if IS_PY3: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else:else: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 import urlencode
    reload(sys)      reload(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import sslimport ssl
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

#### 百度云控制台获取到ak，sk以及#### 百度云控制台获取到ak，sk以及
#### EasyDL官网获取到URL#### EasyDL官网获取到URL

#### ak#### ak
API_KEY = 'RgdpDFjOHmRQvphsi8bLhIYE'API_KEY = 'RgdpDFjOHmRQvphsi8bLhIYE'

#### sk#### sk
SECRET_KEY = 'ja1pDyGaF3vgwPNW3T0EqEkkd5hgl8ug'SECRET_KEY = 'ja1pDyGaF3vgwPNW3T0EqEkkd5hgl8ug'

#### url#### url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v1/text_cls/hotel_comment"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v1/text_cls/hotel_comment"

"""  TOKEN start """"""  TOKEN start """
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
    获取token    获取token
""""""
def fetch_token():def fetch_token():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params = {'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id': API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post_data = urlencode(params)
    if (IS_PY3):    if (IS_PY3):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post_data = post_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req = Request(TOKEN_URL, post_data)
    try:    try:
        f = urlopen(req, timeout=5)        f = urlopen(req, timeout=5)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err)        print(err)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result = json.loads(result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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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access_token' in result.keys() and 'scope' in result.keys()):
        if not 'brain_all_scope' in result['scope'].split(' '):        if not 'brain_all_scope' in result['scope'].split(' '):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            print ('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
            exit()            exit()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return result['access_token']
    else:    else: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print ('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exit()        exit()

""""""
    调用远程服务    调用远程服务
""""""
def request(url, data):def request(url, data):
    if IS_PY3:    if IS_PY3:
        req = Request(url, json.dumps(data).encode('utf-8'))        req = Request(url, json.dumps(data).encode('utf-8'))
    else:    else:
        req = Request(url, json.dumps(data))        req = Request(url, json.dumps(data))
                
    has_error = False    has_error = False
    try:    try:
        f = urlopen(req)        f = urlopen(req)
        result_str = f.read()        result_str = f.read()
        if (IS_PY3):        if (IS_PY3):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sult_str = result_str.decode()
        return result_str        return result_st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except  URLError as err:
        print(err)        print(err)

if __name__ == '__main__':if __name__ == '__main__':

    # 获取access token    # 获取access 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 拼接url    # 拼接url
    url =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access_token=" + token    url =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access_token=" + token

    # 好评    # 好评
    text_good = "这个酒店不错，干净而且安静，早餐也好吃"    text_good = "这个酒店不错，干净而且安静，早餐也好吃"

    # 差评    # 差评
    text_bad = "不怎么干净，服务员态度也差强人意，以后不会在预订了"    text_bad = "不怎么干净，服务员态度也差强人意，以后不会在预订了"
      

    # 请求接口    # 请求接口
    # 测试好评    # 测试好评
    response = request(url,     response = request(url, 
        {        {
            'text': text_good,            'text': text_good,
            'top_num': 2            'top_num': 2
        })        })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ponse)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ponse)

    result = result_json["results"]    result = result_json["results"]

    # 打印好评结果    # 打印好评结果
    print(text_good)    print(text_good)
    for obj in result:    for obj in result:
        print("  评论类别：" + obj['name'] + "    置信度：" + str(obj['score']))        print("  评论类别：" + obj['name'] + "    置信度：" + str(obj['score']))
    print("")    print("")

    # 请求接口    # 请求接口
    # 测试差评    # 测试差评
    response = request(url,     response = request(url, 
        {        {
            'text': text_bad,            'text': text_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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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代码运行代码

在命令行中运行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github地址中找到main.pymain.py

结果结果

若代码正确运行，命令行界面上会显示出运行结果：

结果中返回了每个待分类文本的分类以及置信度，置信度高的分类说明预测的文本属于这个分类的可能越大，这样我们就能将上述酒店评论分为

好评，差评了，详细的返回和参数文档需要参照API文档EasyDL文本分类API参考文档

产品特色

可视化操作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高精度效果高精度效果：EasyDL底层结合百度 AutoDL/AutoML技术，针对用户数据自动获得最优网络和超参组合，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出色效果和性能

的模型

端云结合端云结合：训练完成的模型可发布为云端API或离线SDK，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数据支持数据支持：全方位支持训练数据的高质量采集与高效标注，支持在模型迭代过程中不断扩充数据，助力提升模型效果

更多参考

如对文档说明有疑问或建议，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微信搜索“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交流

备注：文档如使用中遇到报错等问题，请在控制台中通过“工单”联系我们，售后团队为您及时解决问题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EasyDL软硬一体方案

EasyDL应用案例

EasyDL零售行业版快速开始

简介

本文档介绍使用EasyDL零售版商品检测快速训练一个识别可口可乐的商品检测模型，基本流程如下：

1.创建模型

2.创建SKU

3.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

4.训练模型

            'text': text_bad,            'text': text_bad,
            'top_num': 2            'top_num': 2
        })        })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ponse)    result_json = json.loads(response)

    result = result_json["results"]    result = result_json["results"]

    # 打印差评结果    # 打印差评结果
    print(text_bad)    print(text_bad)
    for obj in result:    for obj in result:
        print("  评论类别：" + obj['name'] + "    置信度：" + str(obj['score']))        print("  评论类别：" + obj['name'] + "    置信度：" + str(obj['score']))

python main.pypython main.py

这个酒店不错，干净而且安静，早餐也好吃这个酒店不错，干净而且安静，早餐也好吃
  评论类别：good    置信度：0.974235713482  评论类别：good    置信度：0.974235713482
  评论类别：bad    置信度：0.0257642995566  评论类别：bad    置信度：0.0257642995566

不怎么干净，服务员态度也差强人意，以后不会在预订了不怎么干净，服务员态度也差强人意，以后不会在预订了
  评论类别：bad    置信度：0.850781261921  评论类别：bad    置信度：0.850781261921
  评论类别：good    置信度：0.149218738079  评论类别：good    置信度：0.14921873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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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布模型

步骤1.创建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在EasyDL零售版商品检测产品主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到模型训练页，下面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您没有登录百度云，则会跳转到百度云登录页面，没有百度账户的客户请先注册百度账户。登录后，会跳转到模型概览页，点击

【商品检测】卡片上的【立即定制】按钮，会跳转模型训练页面的创建模型页。

第二种，如果您已登录，会直接进入到【我的模型】页，该页面能够管理已经创建的模型，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页

面。

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后你会看到如下图中展示的内容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模型名称

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

模型是属于公司的，还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是前者，请填写公司名称

应用场景

提示：请根据真实业务应用场景选择请根据真实业务应用场景选择，选择的场景将会关联后端数据增强算法，若不确定，请选择“其他”

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邮箱地址

用于联系到您的邮箱地址

联系方式

有效的联系方式将有助于后续模型上线的人工快速审核，以及更快的百度官方支持，推荐填写个人手机号码

功能描述

描述改模型将要应到的业务场景，详细的描述，在获取官方支持时，能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准确的使用建议

像下图展示的一样完成所有填写项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完成模型创建，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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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创建SKU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创建SKU，SKU是客户需要检测的商品，在训练品台上有两个作用，其一是“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用于标注训练数

据的标签，二是SKU的单品图片用于商品增强合成技术，提高模型效果。

完成上一个步骤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这时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由于模型还未训练，所以模型列表中没有显示模型的效果，

在训练模型前，需要先完成SKU的创建。

点击左侧列表中的【我的SKU】进入SKU管理页面，点击【创建SKU】按钮进入创建SKU页面，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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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调用API接口识别SKU时，识别结果中SKU的名字是以“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的形式返回的，所以在填写SKU名称、品牌名称提示：在调用API接口识别SKU时，识别结果中SKU的名字是以“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的形式返回的，所以在填写SKU名称、品牌名称

和规格参数时避免这三项内容重复。和规格参数时避免这三项内容重复。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SKU名称

SKU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品牌名称

SKU的品牌名称，如可口可乐，乐事，伊利等

规格参数

SKU的规格，如330ml，500g，20片等

商品品类

可选择的有饮品、药品、保健品、零食、香烟、调味品、日用品和其他

包装类型

可选择的有瓶装、罐装、袋装、盒装和其他

商品编号

如果您自身的业务系统中有现成SKU对应的商品编码，比如商品条形码，可以填在该填写框中，之后模型接口将支持返回该内容，用于您快速

匹配SKU

SKU单品图

SKU的单品图将用于商品增强合成，拍摄角度和上传张数基本原则是覆盖实际检测场景可能出现的角度，具体请参考SKU单品图数据文档中进

行单品图采集。如果不上传，将会降低模型的识别效果，可以点击页面上的【示例图片】查看SKU单品图样张。

完成填写和上传SKU单品图上传后，页面内容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创建SKU】按钮完成创建，点击后回到【我的SKU库】，SKU列表中的SKU图数需要大约5秒的时间进行计算，刷新页面即可显示SKU单品

图片数。

步骤3.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训练数据是SKU在货架上的实景图，需要客户从真实的业务场景中采集，这些图片在被正确标注

中，可以用于训练成模型。

完成上一个步骤后，在左侧列表中点击【实景图上传/标注】进入上传和标注页面，在上传前请在实景图集选择栏内创建实景图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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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实景图集名称

实景图集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选择类型

实景图集的类型，请与创建模型时选择的应用场景保持一致，上传时只上传跟选择类型相同的实景图。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

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完成创建实景图集后，页面显示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点击页面上【标注】为该实景图集上传作为训练数据的实景图，点击【标注示例】右侧的加号上传实景图。

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

实景图的详细采集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

实景图片需要是从真实业务场景中采集来的数据

支持上传的图片格式为jpg，png，jpeg，bmp，大小限制为4M

建议图片尺寸：最长不超过4096px，最小不低于30px，长宽比3：1以内

标注基本要求如下：标注基本要求如下：

实景图的具体标注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标注规范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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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并仅仅框选要识别的SKU

标注框不要框选到其它SKU或是价目标签等非要识别的SKU的干扰信息

在实景图中出现的所有要识别的SKU必须全部标注，不能遗漏

完成所有实景图的标注后，返回到【我的SKU库】可以查看到SKU列表中【实景图数】列显示标注了该SKU的实景图片的数量，如下图所示

步骤4.训练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训练模型

如上面图片所示，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训练模型】，需要先后完成下面三项选择：

1. 选择要训练的模型

2. 选择需要想要模型支持检测的SKU，选择完成后，下方左侧会显示已添加的SKU，右侧会显示包含已添加SKU的实景图集

3. 选择要参与训练的实景图集

完成选择后，点击【开始训练】按钮页面跳转至【我的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模型已进入训练状态，将鼠标移至状态"训练中"右边

的小问号上，可以查看训练进度，训练进度数值只是作为参考，所以推荐打开短信通知功能，这样就第一时间知晓模型训练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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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完成后，可以点击校验和申请发布。

步骤5.发布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将训练好的模型发布为服务API

在模型训练好后，点击模型列表内对应模型「操作」列中的「申请发布」，或是在左侧导航栏点击「发布模型」可以进入发布模型页面，如上图

所示。在对应选项中选择和输入相应内容发起模型发布的申请：

1. 选择模型（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

2. 选择版本（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

3. 服务名称（必填）

为发布的服务命名，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

4. 接口地址（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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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服务的API URL，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

5. 其他要求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输入要求描述

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完成发布模型申请。提交申请后，模型列表内该模型的申请状态和服务状态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申请状态申请状态 服务状态服务状态 状态描述状态描述

审核中 未发布 服务刚申请发布，模型在审核中

审核成功 发布中 服务通过审核，进入系统自动发布阶段

审核成功 已发布 服务发布成功

审核失败 未发布
服务未通过审核，通常为模型训练结果mAP < 0.6，如需申诉，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

管

提示：第一次申请发布的模型需要人工审核，通常4小时内完成，如果希望加急上线，请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管高优

审核。非第一次申请发布的模型，如果模型训练结果mAP>0.6，则会自动通过审批。审批完成后，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自动完成发布。

发布成功后，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服务详情」获取服务API URL，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

点击「查看API文档」可以快速跳转至API文档，参考文档调用API获取商品检测AI能力。

EasyDL图像SDK集成快速开始
通用设备端Android ARM

简介

本文档包括两个部分，分别适用于SDK测试、SDK集成。开发者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参考：

SDK测试文档：供测试Demo时参考

SDK集成文档：供将SDK集成进自己的代码时参考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Android系统的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EasyDL平台的Android SDK

以图像分类为例，前往操作台训练模型后，选择发布为Android系统的通用设备端SDK，发布成功后即可从平台下载

用于激活设备端SDK的序列号

前往控制台申请用于激活通用设备端SDK的序列号

Android SDK 测试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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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分将为新手提供一个快速测试Easydl & EasyEdge的Android Demo的图文教程。

效果展示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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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硬件：

1. 准备一台PC机

2. 准备一台较新款的Android 手机 不支持模拟器

SDK

1. 您已经生成Android SDK 并且已经下载成功

2. 您已经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在这台Android 手机上测试成功想要的功能。

生成序列号

1. 如果是开源模型版本，不需要序列号，

2. 如果测试的是“按单台设备激活”，需要额外获取一个序列号

3. 如果需要额外测试“产品线激活”的序列号，需要再准备一个包名。demo的包名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开发环境

1. 因为Android是google公司的项目，测试过程中可能需要访问国外网站下载资源。

2. PC机上安装较新版本的Android Studio， 本文使用的是4.0.1版本。下载地址

3. 在这台Android手机上测试通过一个Android HelloWorld项目

Android Studio的安装及手机测试Android Studio的安装及手机测试

本段简单地描述如何通过Android Studio在手机上运行一个自带的Demo，有android基础的可以跳过本段。

手机上需要打开开发者模式，您也可以下载91助手，按照软件提示连接手机。

更多Android Studio的安装测试也可以百度下 【Android Studio自动生成Demo】。 新建Android Studio自带的测试项目， 

。

菜单File->New Project.. ,菜单File->New Project.. ,  

弹框中选择“Basic Activity”，点“Next”, 之后用默认配置, 点“Finish”后项目就生成了弹框中选择“Basic Activity”，点“Next”, 之后用默认配置, 点“Finish”后项目就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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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Android项目需要同步后才能出现编译和运行的选项。强制同步的方法为：

导入成功后，有以下的图标： 

导入官方Demo导入官方Demo

导入项目： 。 注意千万不要使用

导入项目后，会触发gradle的自动同步，最终效果如下：

此时项目可以正常编译，

如果是开源模型版本，此时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需要序列号的情况，此时会界面会报错“序列号错误”

填入序列号填入序列号 如果是开源模型版本，不需要序列号，序列号保持为null即可 在MainActivity开头部分填入您的序列号

菜单File->Sync Project with Gradle Files菜单File->Sync Project with Gradle Files

菜单File->New-> Import Project .. , 选择PaddleOCR\deploy\android_demo目录菜单File->New-> Import Project .. , 选择PaddleOCR\deploy\android_demo目录 菜单File->New-> New Project..菜单File->New-> New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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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项目可以正常编译及运行。

-如果“产品线激活”的序列号， 还需要额外修改包名

修改包名（仅“产品线激活”需要）修改包名（仅“产品线激活”需要）

如果您填入的包名是"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如图修改：

此时项目可以正常编译及运行。

精简版测试精简版测试

仅限通用arm的 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文字识别。其它引擎可以参考自行写。 如果是开源模型版本，不需要序列号，序列号保持为null即可。

使用MiniActivity可以在如下情况下测试：使用MiniActivity可以在如下情况下测试：

不带摄像头或官方demo运行摄像头报错的开发板

避免摄像头预览占用CPU导致耗时测试不准确

具体步骤如下：

A. 在infertest.MainActivity中，修改文件开始位置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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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改启动Activity为infertest.MainActivity，修改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主要不要漏掉开头的“.”

此时启动在logcat中会发现缺少test.jpg

C. 将你的测试图片test.jpg 放入assets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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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再次运行，点击界面上的按钮，有如下测试成功的界面：

Android SDK集成文档

这个部分以Android Studio 自带的Empty Activity 模板项目为例，展示如何集成OCR Android的代码到您自己的项目中

集成前的准备集成前的准备

1. 需要一个较新款的Android手机

2. 请先根据上方的测试文档配置环境及测试官方Demo

3. 请先根据上方的测试文档测试MiniActivity，本文以MiniActivity为模板集成

集成后的代码下载集成后的代码下载

如果觉得下面步骤有模糊的地方，可以参照修改好的代码进行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FxYrzb1jp8bWBs6eoF8A 提取码：u7xv

zip 文件名zip 文件名 说明说明

myedge-init.zip 初始化的“Empty Activity”模板项目

myedge-finished.zip 做完本文所有步骤后的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Android Studio自带的测试项目， 

。这里比如给给这个项目起名为myedge

菜单File->New Project.. ,  弹框中最后一个项目模板 “Empty Activity”，点“Next”, 之后用默认配置,菜单File->New Project.. ,  弹框中最后一个项目模板 “Empty Activity”，点“Next”, 之后用默认配置,  

点“Finish”后项目就生成了点“Finish”后项目就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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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Logcat查看Logcat

有Android开发经验的用户可以跳过本段。

修改MainActivity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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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会标红， 此时鼠标在红色的“Log”上点以下，会提示Alt+Enter，按下Alt+Enter， 文件的第6行左右会自动添加

再次运行项目，可以在界面的“Run”和Logcat里看见我们之前打印的日志 "SHOW in Logcat"

“Empty Activity”模板项目目录介绍“Empty Activity”模板项目目录介绍

本文会操作上图中的目录及文件:

app/libs 目录下放入jar库文件，也可以放so文件

        @Override@Override
        protectedprotected  voidvoid  onCreateonCreate((Bundl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super..onCreate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setContentView((RR..layoutlayout..activity_mainactivity_main));;
    // 加上下面这行// 加上下面这行
                LogLog..ii(("MainActivity""MainActivity",,  "SHOW in Logcat""SHOW in Logcat"));;  // 表示记录info级别的日志// 表示记录info级别的日志
                // Example of a call to a native method// Example of a call to a native method
                TextViewTextView tv  tv ==  findViewByIdfindViewById((RR..idid..sample_textsample_text));;
        tv        tv..setTextsetText((stringFromJNIstringFromJNI(())));;
        }}

  importimport  ..Log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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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rc/main/java java代码目录

app/src/main/assets 目前无此目录，之后放入模型文件

app/src/main/AndroidManiftest.xml AndroidManiftest.xml文件，设置启动Activity和权限

app/src/main/res/layout UI布局目录

app/build.gradle 编译配置，比如修改包名

集成代码集成代码

集成之前，请确认已经跑通官方demo的精简版，官方demo有如下界面及类似结果

集成步骤：集成步骤：

1. 集成库

2. 集成java代码

3. 设置权限及配置项

4. 复制模型文件

1. 集成库1. 集成库

复制app/libs 目录下库文件到自己的项目中

A. 复制easyedge-sdk.jar库文件

如果项目中已经有其它的jar文件，那么和这些jar文件放一起

如果项目中没有其它的jar文件，参照官方demo方式，复制到app/libs目录下（本文的情况）, 与官方demo放在相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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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复制so目录

需要复制官方demo的libs/arm64-v8a 及 armeabi-v7a

如果项目中已有so库目录，arm64-v8a 及 armeabi-v7a下的so与已有目录合并。如果比如自己项目只存在arm64-v8a目录，那么官方demo的

armeabi-v7a就不需要复制了。

如果项目中没有so库目录（本文情况），以下二个方式二选一 复制arm64-v8a 及 armeabi-v7a目录 到 app/src/main/jniLibs目下 参照官方

demo方式，复制arm64-v8a 及 armeabi-v7a目录到 app/libs目录下， 与官方demo放在相同的位置。并修改app/build.gradle, 设

置  

2. 集成java代码2. 集成java代码

复制官方demo的infertest目录到自己项目中的infertest目录下，不必修改自己项目的包名。复制layout下的activity_main_test.xml到自己的项目

中。之后修改android.appcompat类为androidx.appcompat下的。

具体步骤如下：具体步骤如下：

A. 复制官方demo的infertest目录

打开官方demo，右键点击java目录下的infertest目录，点“copy”

复制到自己项目中类似位置：

jniLibs.srcDirsjniLibs.srcD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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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复制官方demo的layout下的app/src/main/res/layout/activity_main_test.xml到自己项目的同名文件

此时会发现xml文件里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不存在，原因是自己的项目新建时用的是androidx.appcompat

C. 修改activity_main_test.xml文件

将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修改为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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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改infertest/MainActivity.java文件

删除飘红的类导入：

选下面的飘红的类，使用Alt+Enter自动导入缺少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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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项目可以编译成功，但是不能运行

3. 设置权限及配置项3. 设置权限及配置项

将启动的Activity改为infertest.MainActivity, 并根据官方demo添加网络和外部储存权限

具体步骤如下：具体步骤如下：

A. 将启动的Activity改为infertest.MainActivity

修改app/AndroidManifest.xml文件，将启动的Activity改为从.MainActivity改为infertest.MainActivity,

B. 根据官方demo添加网络和外部储存权限

添加如下权限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name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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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android 6.0以上，需要额外代码ActivityCompat.requestPermissions申请权限，具体代码见infertest.MainActivity中initPermission方法

4. 复制模型文件4. 复制模型文件

复制官方demo的app/src/main/assets目录到自己项目的同名目录。

如果已经存在，合并即可。

此时运行，可以获得和官方demo精简版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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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包名（仅“产品线激活”需要）修改包名（仅“产品线激活”需要）

如果您填入的包名是"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如图修改app/build.gradle：

一点小优化一点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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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指定架构（C++ 方式可能需要）添加指定架构（C++ 方式可能需要） app/build.gradle中添加指定

通用设备端Linux ARM

简介

本文将为新手提供一个快速测试和集成EasyDL & EasyEdge的 Linux Arm SDK的图文教程。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Linux ARM的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EasyDL平台的Linux ARM SDK

以图像分类为例，前往操作台训练模型后，选择发布为Linux ARM的通用设备端SDK，发布成功后即可从平台下载

用于激活通用设备端SDK的序列号

前往控制台申请用于激活通用设备端SDK的序列号

首次使用SDK或者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效果展示效果展示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64-v8a", "armeabi-v7a"            abiFilters   "arm64-v8a", "armeabi-v7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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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准备环境准备 硬件环境硬件环境 本SDK

适用于Linux Arm操作系统，如

ubuntu、centos等

树莓派Raspbian

...

且适用于aarch64和armv7hf的CPU架构。

用户使用以上系统和架构的硬件（如RK3399开发板、树莓派4B等）即可。 网络环境网络环境 用户安装软件和测试SDK都需要联网，用户使用的硬件需确

保有效的网络连接。

软件环境软件环境 在选定硬件之后，需要在硬件上安装以下软件和第三方库以保证SDK正常编译和运行：

cmake 3 +

gcc 5.4 +

opencv3.4 (可选)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确认cmake是否满足要求:

若系统提示找不到cmake命令或者cmake version 低于3.x.x，则需要安装/升级cmake。

ubuntu官方的apt源update较慢，且可能访问不了，可以替换为国内的源:https://www.cnblogs.com/yongy1030/p/10315569.html

也可以使用源码编译的方式安装，参考安装方法。

安装/升级cmake后可再次执行 确认版本。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确认gcc是否满足要求:

$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3.133.13.3.3

// apt安装cmake// apt安装cmake
sudosudo  aptap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apt  installinstall cmake cmake

// 升级cmake// 升级cmake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sudo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george-edison55/cmake-3.x add-apt-repository ppa:george-edison55/cmake-3.x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grade upgrade

cmake --versioncmak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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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统提示找不到gcc命令或者gcc version 低于5.4.0，则需要安装/升级gcc。

安装/升级gcc后可再次执行 确认版本。

目前没有合适的方法确认系统中是否有SDK需要的OpenCV，若用户不确定是否安装OpenCV 3.4 +，并且可以被cmake find_package到，可以手

动编译安装OpenCV 3.4，也可以在之后编译SDK时自动编译OpenCV。

若选择在下一步编译EasyEdge SDK时自动编译OpenCV，则以下编译安装OpenCV的步骤可跳过。

下载OpenCV 3.4源代码包并解压：下载地址，然后编译安装：

测试demo

SDK介绍SDK介绍 用户下载的Linux Arm SDK zip包中包含SDK动态库、模型等资源文件和测试demo.cpp。

需要将SDK zip包完整的放入Arm硬件上再进行解压，否则可能会报错：

Linux下解压命令：

SDK zip包的目录结构如下：

$ gcc --version$ gcc --version
gcc gcc ((Ubuntu/Linaro Ubuntu/Linaro 5.45.4.0-6ubuntu1~16.04.12.0-6ubuntu1~16.04.12))  5.45.4.0 .0 2016060920160609

// 安装gcc// 安装gcc
sudosudo  aptap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apt  installinstall build-essential build-essential
// 升级gcc// 升级gcc
sudo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ubuntu-toolchain-r/test  add-apt-repository ppa:ubuntu-toolchain-r/test # 如果找不到add-apt-repository命令，执行：apt-get 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 如果找不到add-apt-repository命令，执行：apt-get 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
commoncommon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y gcc-5 g++-5 -y gcc-5 g++-5

cdcd /usr/bin  /usr/bin # 升级gcc 5之后，还需要替换原来的软链接# 升级gcc 5之后，还需要替换原来的软链接
sudosudo  rmrm -r gcc  -r gcc # 移除之前的软连接 # 移除之前的软连接 
sudosudo  lnln -sf gcc-5 gcc  -sf gcc-5 gcc # 建立gcc5的软连接 # 建立gcc5的软连接 
sudosudo  rmrm -r g++  -r g++ # 同gcc # 同gcc 
sudosudo  lnln -sf g++-5 g++ -sf g++-5 g++

gcc --versiongcc --version

// 编译安装OpenCV// 编译安装OpenCV
cdcd opencv-3.4.6 opencv-3.4.6
mkdirmkdir build build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DBUILD_DOCS -DBUILD_DOCS==OFF -DBUILD_EXAMPLESOFF -DBUILD_EXAMPLES==OFF -DBUILD_opencv_python2OFF -DBUILD_opencv_python2==OFF -DBUILD_opencv_python3OFF -DBUILD_opencv_python3==OFF -OFF -
DBUILD_WITH_DEBUG_INFODBUILD_WITH_DEBUG_INFO==OFF -DBUILD_PACKAGEOFF -DBUILD_PACKAGE==OFF -DBUILD_opencv_coreOFF -DBUILD_opencv_core==ON -DBUILD_opencv_imgprocON -DBUILD_opencv_imgproc==ON -ON -
DBUILD_opencv_imgcodecsDBUILD_opencv_imgcodecs==ON -DBUILD_opencv_highguiON -DBUILD_opencv_highgui==ON -DBUILD_opencv_videoON -DBUILD_opencv_video==OFF -DBUILD_opencv_videoioOFF -DBUILD_opencv_videoio==OFF -OFF -
DBUILD_opencv_dnnDBUILD_opencv_dnn==OFF -DBUILD_opencv_appsOFF -DBUILD_opencv_apps==OFF -DBUILD_opencv_flannOFF -DBUILD_opencv_flann==OFF -DBUILD_opencv_gpuOFF -DBUILD_opencv_gpu==OFF -DBUILD_opencv_mlOFF -DBUILD_opencv_ml==OFF -OFF -
DBUILD_opencv_legacyDBUILD_opencv_legacy==OFF -DBUILD_opencv_calib3dOFF -DBUILD_opencv_calib3d==OFF -DBUILD_opencv_features2dOFF -DBUILD_opencv_features2d==OFF -DBUILD_opencv_javaOFF -DBUILD_opencv_java==OFF -OFF -
DBUILD_opencv_objdetectDBUILD_opencv_objdetect==OFF -DBUILD_opencv_photoOFF -DBUILD_opencv_photo==OFF -DBUILD_opencv_nonfreeOFF -DBUILD_opencv_nonfree==OFF -DBUILD_opencv_oclOFF -DBUILD_opencv_ocl==OFF -OFF -
DBUILD_opencv_stitchingDBUILD_opencv_stitching==OFF -DBUILD_opencv_superresOFF -DBUILD_opencv_superres==OFF -DBUILD_opencv_tsOFF -DBUILD_opencv_ts==OFF -DBUILD_opencv_videostabOFF -DBUILD_opencv_videostab==OFF -OFF -
DBUILD_opencv_contribDBUILD_opencv_contrib==OFF -DBUILD_SHARED_LIBSOFF -DBUILD_SHARED_LIBS==ON -DBUILD_TESTSON -DBUILD_TESTS==OFF -DBUILD_PERF_TESTSOFF -DBUILD_PERF_TESTS==OFF -DBUILD_WITH_CAROTENEOFF -DBUILD_WITH_CAROTENE==OFF -OFF -
DCMAKE_BUILD_TYPE:STRINGDCMAKE_BUILD_TYPE:STRING==Release -DWITH_FFMPEGRelease -DWITH_FFMPEG==OFF -DWITH_IPPOFF -DWITH_IPP==OFF -DBUILD_PNGOFF -DBUILD_PNG==ON -DBUILD_JPEGON -DBUILD_JPEG==ON -DBUILD_ZLIBON -DBUILD_ZLIB==ON -ON -
DBUILD_FAT_JAVA_LIBDBUILD_FAT_JAVA_LIB==OFF -DOPENCV_CXX11OFF -DOPENCV_CXX11==OFF -DCMAKE_INSTALL_PREFIX:OFF -DCMAKE_INSTALL_PREFIX:PATHPATH==/usr/lib/aarch64-linux-gnu//usr/lib/aarch64-linux-gnu/

make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tar -xvf xxx.tartar -xvf xxx.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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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使用的硬件的CPU架构为aarch64，则解压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若CPU架构为armv7hf，则解压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rmv7hf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RK3399等开发板一般是aarch64架构，树莓派一般是armv7hf架构（最新的4B可以刷成aarch64架构）。

可通过下面的命令确认CPU架构（armv7l在树莓派上实际是指armv7hf）：

解压完对应的tar包之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编译demo编译demo 前面安装了cmake、gcc等工具之后，可以编译SDK demo，生成测试的可执行文件。步骤如下。

一、将获取的序列号填入demo.cpp

在打开的代码编辑页面，找到

将序列号填入引号内。如果想打印demo运行过程中的日志，找到

将false改为true即可。

二、编译 在demo目录下执行

若用户需要自定义opencv library path、gcc路径等，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EasyEdge-Linux-mxxx-bxxx-armEasyEdge-Linux-mxxx-bxxx-arm
├── cpp├── cpp
│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 aarch64 SDK│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 aarch64 SDK
│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rmv7hf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 armv7hf SDK│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rmv7hf_ARM_gcc5.4_vx.x.x_xxxxxxx.tar # armv7hf SDK
├── RES # 模型、标签和配置文件├── RES # 模型、标签和配置文件

$ $ unameuname -m -m
aarch64 aarch64 # 或者是armv7l# 或者是armv7l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
├── demo # 测试demo├── demo # 测试demo
│   ├── CMakeLists.txt│   ├── CMakeLists.txt
│   ├── demo.cpp│   ├── demo.cpp
│   ├── opencv.cmake│   ├── opencv.cmake
│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 include # SDK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 SDK需要的头文件
│   ├── easyedge│   ├── easyedge
│   │   ├── easyedge_config.h│   │   ├── easyedge_config.h
│   │   └── easyedge.h│   │   └── easyedge.h
├── lib # SDK需要的库文件├── lib # SDK需要的库文件
│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x.x.x│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x.x.x
│   ├── libeasyedge.so.x.x.x│   ├── libeasyedge.so.x.x.x
│   ├── libeasyedge_static.a│   ├── libeasyedge_static.a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
└── ReadMe.txt # 文档等其他说明└── ReadMe.txt # 文档等其他说明

$ $ cdcd demo  demo # 进入demo文件夹# 进入demo文件夹
$ $ vivi demo.cpp  demo.cpp # 若vi未找到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vim# 若vi未找到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vim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

    log_config.enable_debug = false;    log_config.enable_debug = false;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创建build目录# 创建build目录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opencv3.4以上#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opencv3.4以上
##### 或者##### 或者
cmake cmake .... -DEDGE_BUILD_OPENCV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自动编译安装opencv# 自动编译安装opencv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81



当出现：

--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 /xxx/demo/build

表示cmake成功。然后执行编译

当出现：

[100%] Built target easyedge_serving [100%] Built target easyedge_demo

表示编译成功，在build目录下出现编译的产物：

easyedge_demo ：测试的可执行文件

easyedge_serving：包含http server的测试的可执行文件

thirdparty ：编译安装的opencv

测试easyedge_demo测试easyedge_demo 在build目录下执行：

第一个参数为包含模型的文件夹路径，第二个参数为测试的图片的路径。SDK中已经包含模型文件夹，如果用户有其他模型文件，可以指定为其

路径。如：

然后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如果是物体检测或者图像

分割模型，可以打开生成的/xxx/test.result.cpp.jpg图片，查看检测框的效果。

测试easyedge_serving测试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会开启一个http server服务，并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网页，用户可以在网页上上传图片并查看预测结果。

在build目录下执行：

如：

若日志显示：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表示http server启动成功。此时可以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上传图片来进行测试。

查看设备ip的方法：

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easyedge_demo {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easyedge_demo {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

./easyedge_demo ../../../RES  /xxx/test.jpg./easyedge_demo ../../../RES  /xxx/test.jpg

./easyedge_serving {模型RES文件夹} {序列号} {主机ip, 默认 0.0.0.0} {端口, 默认 24401}./easyedge_serving {模型RES文件夹} {序列号} {主机ip, 默认 0.0.0.0} {端口, 默认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 "1111-1111-1111-1111" 0.0.0.0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 "1111-1111-1111-1111" 0.0.0.0  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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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有线连接，找到eth0一栏，如果是wifi连接，找到wlan0一栏。

注意：只有本机电脑和硬件设备的网络ip在同一网段之下，才可以通过网址访问。

效果如下： 

集成SDK

SDK提供了一系列模型加载、预测等接口，用户可以方便的集成进自己的程序之中。

接口说明、数据格式说明以及常见错误请参考SDK技术文档。

建议先测试Demo，以及参考demo.cpp和demo的CMakeLists.txt调用流程。如果遇到错误，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以及日志说明。

一、导入SDK头文件和库文件

在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include下有SDK的头文件。 在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ARM_gcc5.4_vx.x.x_xxxxxxx/lib下有SDK的库文件，包含动态库libeasyedge.so和静态库

libeasyedge_static.a。用户可选择合适的导入方式。

用户将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至自己的项目中，并在自己的CMakeLists.txt中引用：

二、在程序中调用SDK接口

ifconfig # 如果没有ifconfig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net-toolsifconfig # 如果没有ifconfig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net-tools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OpenCV REQUIREDOpenCV REQUIRED))

// 导入头文件// 导入头文件
include_directoriesinclude_directories((
  $  ${{OpenCV_INCLUDE_DIRSOpenCV_INCLUDE_DIRS}}
        $        ${{CMAKE_SOURCE_DIRCMAKE_SOURCE_DIR}}//....//includeinclude//
))
// 导入库文件// 导入库文件
link_directorieslink_directories((
        $        ${{CMAKE_SOURCE_DIRCMAKE_SOURCE_DIR}}//....//liblib//
))
// 链接库文件// 链接库文件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your_executable_fileyour_executable_file}} $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 paddle_full_api_shared easyedge paddle_full_api_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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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口罩检测模型，将 修改为 。 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

在 88到9696像素之间，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再传入SDK。

通用设备端Windows x86加速版

简介

Windows CPU加速版SDK是适用于EasyDL图像模型快速部署的工具包。SDK中包含了EasyDL训练的模型资源文件、SDK和demo文件。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Windows x86的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EasyDL平台的Windows x86 加速版SDK

以图像分类为例，前往操作台训练模型后，选择发布为Windows x86的通用设备端SDK并勾选加速版，发布成功后即可从平台下载

用于激活通用设备端加速版SDK的序列号

前往控制台申请用于激活通用设备端SDK的序列号，注意选择加速版序列号

首次使用SDK或者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安装依赖

在使用SDK之前，首先要确认自己的硬件类型和相应的依赖库安装是否已经符合要求。

硬件要求：硬件要求：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软件要求：软件要求：

64位 Windows 10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Openvino 2020.1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第一次使用SDK请确保联网

SDK结构

// 引入SDK头文件// 引入SDK头文件
##### include ##### include "easyedge/easyedge.h""easyedge/easyedge.h"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PaddleFluidConfig config PaddleFluid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 result));;

PaddleFluidConfig configPaddleFluidConfig config 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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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到的SDK解压后的目录结构是： 

其中：

bootstrap是SDK的入口脚本。

data/model文件夹下是EasyDL训练得到的模型资源文件。

tools文件夹下提供的是模型更新工具，用在迭代训练模型后，直接拉取新训练的模型，而不用重新下载SDK。

运行demo运行demo

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

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服务集成

服务运行成功后，除网页直接访问外，也可以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执行模型的预测并获取预测结果。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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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新手指南

86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 include #####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 include #####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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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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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服务器端Linux GPU 加速版

简介

Linux GPU加速版SDK是适用于EasyDL经典版、EasyDL专业版模型快速部署的工具包。SDK中包含了EasyDL训练的模型资源文件、SDK和demo文

件。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Linux x86 GPU的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 include #####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 include #####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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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平台的Linux x86 GPU 加速版服务器端SDK&激活序列号

以经典版图像分类为例，在操作台训练「私有服务器部署-服务器端SDK」下的模型后，前往控制台申请发布Linux x86 GPU的服务器端

SDK，发布成功后即可同时获得加速版SDK和序列号

首次使用SDK或者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安装依赖

在使用SDK之前，首先要确认自己的硬件类型和相应的依赖库安装是否已经符合要求。

硬件要求：硬件要求：

Linux GPU加速版SDK支持绝大部分Nvidia显卡。

软件要求：软件要求：

gcc 5.4+（需包含GLIBCXX_3.4.22）

cmake 3+

CUDA 9.0 + cuDNN 7.5 或 CUDA 10.0 + cuDNN 7.5

TensorRT 7.0

OpenCV 3.4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第一次使用SDK请确保联网

SDK结构

获取到的SDK解压后的目录结构是：

其中：

cpp文件夹下有两个压缩包分别为适配不同版本CUDA的SDK，解压缩后得到include头文件、lib库文件和demo示例代码文件。

RES文件夹下是EasyDL训练得到的模型资源文件。

tools文件夹下提供的是模型更新工具，用在迭代训练模型后，直接拉取新训练的模型，而不用重新下载SDK。

编译demo

解压SDK后，进入到demo目录可以直接编译demo。编译方法如下：

编译产出有三个可执行文件，分别为：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提供了对批量图片预测的能力，预测速度快， 是最推荐使用的方式。

##### 1. 首先进入demo目录##### 1. 首先进入demo目录
##### 2. 创建build文件夹并进入##### 2. 创建build文件夹并进入
$ $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 3. 执行编译##### 3. 执行编译
$ cmake $ cmake ....
$ $ makemake -j3 -j3
##### 4. 执行安装，把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需要sudo权限；也可以选择不执行安装，把lib路径加为环境变量即可##### 4. 执行安装，把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需要sudo权限；也可以选择不执行安装，把lib路径加为环境变量即可
$ $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 5. 这时候应该会产出demo编译的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可以查看需要的参数##### 5. 这时候应该会产出demo编译的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可以查看需要的参数
$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_dirres_dir}}  {{image/image_dirimage/image_dir}}
##### 或##### 或
$ ./easyedge_multi_thread $ ./easyedge_multi_thread {{res_dirres_dir}}  {{image/image_dirimage/image_dir}}
##### 或##### 或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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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edge_multi_thread：提供了对多卡或多线程预测的支持。其中多线程的支持是针对一张显卡而言的，这种方式通常并不推荐使用，因为计

算资源的相互竞争会拉慢单次预测的速度并且预测时间不稳定。

easyedge_serving：提供了http服务的能力。启动服务后，可以轻松把http服务接口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

其中前两个demo示例了SDK API的集成方式，第三个demo示例了如何使用SDK创建http服务。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不同集成方式即可，接下来将分

别介绍这两种集成方式。

API集成

使用SDK的API接口方式能提供功能更丰富、预测速度更快的能力。API接口的设计尽可能的降低了调用复杂度，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自己的应用

当中。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当机器上存在多张显卡时，可以创建多个predictor，每一个predictor通过config配置不同的显卡id，这样就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显卡上执行预测。具

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demo_multi_thread.cpp的示例代码。这里贴出：

// 1. 设置序列号// 1.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
// 2. 配置运行选项// 2. 配置运行选项
TensorRTConfig configTensorRT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argv argv[[11]];;
configconfig..device device ==  00;;                        // 设置需要使用的GPU// 设置需要使用的GPU
configconfig..max_batch_size max_batch_size ==  44;;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configconfig..max_concurrency max_concurrency ==  11;;      //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使用的最大线程数//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使用的最大线程数
configconfig..fp16 fp16 ==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参阅文档参阅文档
// 3. 创建predictor并初始化// 3. 创建predictor并初始化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4. 执行预测// 4. 执行预测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simgs,, resul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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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建多个predictor可以将同一个模型同时部署到多张显卡上，这样可以提升执行预测的吞吐率。当然也可以在不同的显卡上部署不同的模

型，通过在config中指定不同的model_dir即可。

可以看到，调用SDK的API流程很简单，并可以通过config的不同配置实现不同的能力。比如支持批量图片预测、多卡部署、多线程预测、fp16加

速等。实际集成的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config的配置，一个适合自己应用场景的config参数配置才能带来最佳的预测速度。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config的定义可以参见头文件easyedge.h

// 配置要使用的显卡id// 配置要使用的显卡id
stdstd::::vectorvector<<intint>> devices devices{{00,,  11,,  22,,  33}};;
// 每个predictor对应一张显卡// 每个predictor对应一张显卡
stdstd::::vectorvector<<stdstd::::unique_ptrunique_ptr<<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 predictors predictors;;
// 配置运行选项// 配置运行选项
TensorRTConfig configTensorRT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max_batch_size max_batch_size ==  88;;      // 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多个predictor的此值要保持一致// 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多个predictor的此值要保持一致
configconfig..max_concurrency max_concurrency ==  11;;    // 单个device上的最大infer并发量，建议保持为1// 单个device上的最大infer并发量，建议保持为1
configconfig..compile_level compile_level ==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configconfig..fp16 fp16 ==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且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且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参阅开发文档参阅开发文档
// //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predictors predictors..sizesize(());;  ++++ii))  {{
    config    config..device device == devices devices[[ii]];;        // 设置GPU id// 设置GPU id
        // 创建predictor// 创建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TensorRTConfigTensorRT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predictors    predictors..emplace_backemplace_back((stdstd::::movemove((predictorpredictor))));;
}}

// 创建与predictor数量等同线程数的infer_task// 创建与predictor数量等同线程数的infer_task
stdstd::::vectorvector<<stdstd::::threadthread>> threads threads;;
stdstd::::mapmap<<intint  /*predictor index*//*predictor index*/,,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orfor  ((intint i  i ==  00;; i  i << predictors predictors..sizesize(());;  ++++ii))  {{
        assertassert((split_img_filessplit_img_files[[ii]]..sizesize(())  <=<= config config..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 infer_task的实现详见demo_multi_thread.cpp，主要功能为执行infer预测// infer_task的实现详见demo_multi_thread.cpp，主要功能为执行infer预测
    threads    threads..emplace_backemplace_back((stdstd::::threadthread((infer_taskinfer_task,, std std::::refref((predictorspredictors[[ii]])),, std std::::refref((split_img_filessplit_img_files[[ii]])),, std std::::refref((resultsresults)),, i i))));;
}}

forfor  ((autoauto&& t  t :: threads threads))  {{
        ifif  ((tt..joinablejoinable(())))  {{
        t        t..joinjo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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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加速版SDK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比如，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来

命名产出文件，从而可以在之后的运行中直接通过文件名就可以索引到编译产出，而不用再次执行优化过程。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存。通常默认即可，但当执行预测失败时，可以适当调大此值。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不可大于此值，但可以是不大于此值的任

意图片数。建议设置为与实际需要批量预测的图片数量保持一致，以节省内存资源并可获得较高预测速度。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

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

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且预测速度不稳定，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

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经典版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运行demo运行demo 命令执行格式：

structstruct  TensorRTConfigTensorRTConfig  ::  publicpublic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
    std    std::::string model_filenamestring model_filename{{"model""model"}};;
    std    std::::string params_filenamestring params_filename{{"params""params"}};;
    std    std::::string cache_namestring cache_name{{"m_cache""m_cache"}};;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
        intint workspace_prefix workspace_prefix{{1616}};;
        intint workspace_offset workspace_offset{{2020}};;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
        intint max_batch_size max_batch_size{{11}};;
        /**/**
     * @brief 设置使用哪张 GPU 卡     * @brief 设置使用哪张 GPU 卡
     */     */
        intint device device{{00}};;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0：无论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是多少，仅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如果存在）     * 0：无论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是多少，仅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如果存在）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
        intint compile_level compile_level{{11}};;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
     */     */
        intint max_concurrency max_concurrency{{11}};;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需要硬件支持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需要硬件支持
     */     */
        boolbool fp16 fp16{{falsefalse}};;
        /**/**
     * @brief 设置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设置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
        intint dla_core dla_core{{--11}};;
}}

cache_namecache_name

workspace_sizeworkspace_size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devicedevice

compile_levelcompile_level

max_concurrencymax_concurrency

fp16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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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预测效果展示：

Http服务集成

使用SDK的http服务API可以创建一个http服务端口，从而可以在应用里或者网页中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执行模型的预测并获取预测结果。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编译并运行后就会在控制台启动一个服务，默认地址为： ，通过在浏览器访问此地址可以打开一个测试页面，上传图片即

可获取识别结果。

运行demo运行demo demo命令执行格式

如：

当出现提示：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olding 1 instances 时，表示服务已经启动成功，这时候可以在浏览器里输入地址打开一个

测试页面。如下所示：

上传图片，可以看到预测效果：

也可以通过在自己的项目中请求此地址做预测，并获取预测结果。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
./easyedge_multi_thread ./easyedge_multi_thread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

// 1. 设置序列号// 1.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
// 2. 配置运行选项// 2. 配置运行选项
TensorRTConfig configTensorRT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device device ==  00;;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 3. 启动服务// 3. 启动服务
returnreturn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configconfig,, host host,, port port,, service_id service_id,,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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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如使用Python的请求示例：

http请求的返回格式为：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开发文档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专项适配硬件EdgeBoard(FZ)

简介

本文将为新手提供一个快速测试和集成EasyDL & EasyEdge的 Linux EdgeBoard-FZ SDK的图文教程。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EdgeBoard(FZ)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EasyDL平台的EdgeBoard(FZ)专用SDK

以图像分类为例，前往操作台训练「专项硬件适配SDK-EdgeBoard(FZ)」下的模型并发布SDK后，即可从平台下载

用于激活专用SDK的序列号

前往控制台申请用于激活EdgeBoard(FZ)专用SDK的序列号

首次使用SDK或者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效果展示效果展示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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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准备环境准备

硬件环境硬件环境 EdgeBoard-FZ系列计算盒，包括ZU3/ZU5/ZU9。

EdgeBoard-FZ系列硬件购买和详细硬件参数请前往AI市场。

使用SDK时，请保持EdgeBoard-FZ内核为最新，否则运行可能出现错误。

EdgeBoard-FZ计算盒使用手册：https://ai.baidu.com/ai-doc/HWCE/Yk3b86gvp

EdgeBoard-FZ内核更新地址：https://ai.baidu.com/ai-doc/HWCE/Yk3b95s8o 网络环境网络环境 用户安装软件和测试SDK都需要联网，用户使用的

EdgeBoard-FZ需确保有效的网络连接。 软件环境软件环境 需要在EdgeBoard-FZ计算盒上安装以下软件和第三方库以保证SDK正常编译和运行：

cmake 3 +

gcc 5.4 +

opencv3.4 (可选)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确认cmake是否满足要求:

若系统提示找不到cmake命令或者cmake version 低于3.x.x，则需要安装/升级cmake。

ubuntu官方的apt源update较慢，且可能访问不了，可以替换为国内的源:https://www.cnblogs.com/yongy1030/p/10315569.html

也可以使用源码编译的方式安装，参考安装方法。

安装/升级cmake后可再次执行 确认版本。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确认gcc是否满足要求:

若系统提示找不到gcc命令或者gcc version 低于5.4.0，则需要安装/升级gcc。

$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3.133.13.3.3

// apt安装cmake// apt安装cmake
sudosudo  aptap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apt  installinstall cmake cmake

// 升级cmake// 升级cmake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sudo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george-edison55/cmake-3.x add-apt-repository ppa:george-edison55/cmake-3.x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grade upgrade

cmake --versioncmake --version

$ gcc --version$ gcc --version
gcc gcc ((Ubuntu/Linaro Ubuntu/Linaro 5.45.4.0-6ubuntu1~16.04.12.0-6ubuntu1~16.04.12))  5.45.4.0 .0 2016060920160609

// 安装gcc// 安装gcc
sudosudo  aptap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apt  installinstall build-essential build-essential
// 升级gcc// 升级gcc
sudo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ubuntu-toolchain-r/test  add-apt-repository ppa:ubuntu-toolchain-r/test # 如果找不到add-apt-repository命令，执行：apt-get 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 如果找不到add-apt-repository命令，执行：apt-get 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
commoncommon
sudosudo  apt-getapt-get update update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y gcc-5 g++-5 -y gcc-5 g++-5

cdcd /usr/bin  /usr/bin # 升级gcc 5之后，还需要替换原来的软链接# 升级gcc 5之后，还需要替换原来的软链接
sudosudo  rmrm -r gcc  -r gcc # 移除之前的软连接 # 移除之前的软连接 
sudosudo  lnln -sf gcc-5 gcc  -sf gcc-5 gcc # 建立gcc5的软连接 # 建立gcc5的软连接 
sudosudo  rmrm -r g++  -r g++ # 同gcc # 同gcc 
sudosudo  lnln -sf g++-5 g++ -sf g++-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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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升级gcc后可再次执行 确认版本。

目前没有合适的方法确认系统中是否有SDK需要的OpenCV，若用户不确定是否安装OpenCV 3.4 +，并且可以被cmake find_package到，可以手

动编译安装OpenCV 3.4，也可以在之后编译SDK时自动编译OpenCV。

若选择在下一步编译EasyEdge SDK时自动编译OpenCV，则以下编译安装OpenCV的步骤可跳过。

下载OpenCV 3.4源代码包并解压：下载地址，然后编译安装：

启动EdgeBoard-FZ计算盒

一、将计算盒连接电源

指示灯亮起，等待约1分钟。

二、连接计算盒

参考EdgeBoard-FZ使用手册配置网口或串口连接，登录EdgeBoard-FZ计算盒。

三、加载驱动

开机加载一次即可。

根据计算盒的版本（zu9/zu5/zu3）选择驱动。若未加载驱动，SDK可能报错：

四、设置系统时间

系统时间必须正确。

测试demo

SDK介绍SDK介绍 用户下载的Linux EdgeBoard-FZ SDK zip包中包含SDK动态库、模型等资源文件和测试demo.cpp。

需要将SDK zip包完整的放入EdgeBoard-FZ 硬件上再进行解压，否则可能会报错：

gcc --versiongcc --version

// 编译安装OpenCV// 编译安装OpenCV
cdcd opencv-3.4.6 opencv-3.4.6
mkdirmkdir build build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DBUILD_DOCS -DBUILD_DOCS==OFF -DBUILD_EXAMPLESOFF -DBUILD_EXAMPLES==OFF -DBUILD_opencv_python2OFF -DBUILD_opencv_python2==OFF -DBUILD_opencv_python3OFF -DBUILD_opencv_python3==OFF -OFF -
DBUILD_WITH_DEBUG_INFODBUILD_WITH_DEBUG_INFO==OFF -DBUILD_PACKAGEOFF -DBUILD_PACKAGE==OFF -DBUILD_opencv_coreOFF -DBUILD_opencv_core==ON -DBUILD_opencv_imgprocON -DBUILD_opencv_imgproc==ON -ON -
DBUILD_opencv_imgcodecsDBUILD_opencv_imgcodecs==ON -DBUILD_opencv_highguiON -DBUILD_opencv_highgui==ON -DBUILD_opencv_videoON -DBUILD_opencv_video==OFF -DBUILD_opencv_videoioOFF -DBUILD_opencv_videoio==OFF -OFF -
DBUILD_opencv_dnnDBUILD_opencv_dnn==OFF -DBUILD_opencv_appsOFF -DBUILD_opencv_apps==OFF -DBUILD_opencv_flannOFF -DBUILD_opencv_flann==OFF -DBUILD_opencv_gpuOFF -DBUILD_opencv_gpu==OFF -DBUILD_opencv_mlOFF -DBUILD_opencv_ml==OFF -OFF -
DBUILD_opencv_legacyDBUILD_opencv_legacy==OFF -DBUILD_opencv_calib3dOFF -DBUILD_opencv_calib3d==OFF -DBUILD_opencv_features2dOFF -DBUILD_opencv_features2d==OFF -DBUILD_opencv_javaOFF -DBUILD_opencv_java==OFF -OFF -
DBUILD_opencv_objdetectDBUILD_opencv_objdetect==OFF -DBUILD_opencv_photoOFF -DBUILD_opencv_photo==OFF -DBUILD_opencv_nonfreeOFF -DBUILD_opencv_nonfree==OFF -DBUILD_opencv_oclOFF -DBUILD_opencv_ocl==OFF -OFF -
DBUILD_opencv_stitchingDBUILD_opencv_stitching==OFF -DBUILD_opencv_superresOFF -DBUILD_opencv_superres==OFF -DBUILD_opencv_tsOFF -DBUILD_opencv_ts==OFF -DBUILD_opencv_videostabOFF -DBUILD_opencv_videostab==OFF -OFF -
DBUILD_opencv_contribDBUILD_opencv_contrib==OFF -DBUILD_SHARED_LIBSOFF -DBUILD_SHARED_LIBS==ON -DBUILD_TESTSON -DBUILD_TESTS==OFF -DBUILD_PERF_TESTSOFF -DBUILD_PERF_TESTS==OFF -DBUILD_WITH_CAROTENEOFF -DBUILD_WITH_CAROTENE==OFF -OFF -
DCMAKE_BUILD_TYPE:STRINGDCMAKE_BUILD_TYPE:STRING==Release -DWITH_FFMPEGRelease -DWITH_FFMPEG==OFF -DWITH_IPPOFF -DWITH_IPP==OFF -DBUILD_PNGOFF -DBUILD_PNG==ON -DBUILD_JPEGON -DBUILD_JPEG==ON -DBUILD_ZLIBON -DBUILD_ZLIB==ON -ON -
DBUILD_FAT_JAVA_LIBDBUILD_FAT_JAVA_LIB==OFF -DOPENCV_CXX11OFF -DOPENCV_CXX11==OFF -DCMAKE_INSTALL_PREFIX:OFF -DCMAKE_INSTALL_PREFIX:PATHPATH==/usr/lib/aarch64-linux-gnu//usr/lib/aarch64-linux-gnu/

make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

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

datedate --set  --set "2019-5-18 20:48:00""2019-5-18 20:48:00"

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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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下解压命令： 、

SDK zip包的目录结构如下：

解压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tar之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编译demo编译demo 前面安装了cmake、gcc等工具之后，可以编译SDK demo，生成测试的可执行文件。步骤如下。

一、将获取的序列号填入demo.cpp

在打开的代码编辑页面，找到

将序列号填入引号内。如果想打印demo运行过程中的日志，找到

将false改为true即可。

二、编译 在demo目录下执行

若用户需要自定义opencv library path、gcc路径等，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当出现：

--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 /xxx/demo/build

tar -xvf xxx.tartar -xvf xxx.tar unzip xxx.zipunzip xxx.zip

EasyEdge-Linux-mxxx-bxxx-edgeboardEasyEdge-Linux-mxxx-bxxx-edgeboard
├── cpp├── cpp
│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tar│   ├──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tar
├── RES # 模型、标签和配置文件├── RES # 模型、标签和配置文件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
├── demo # 测试demo├── demo # 测试demo
│   ├── CMakeLists.txt│   ├── CMakeLists.txt
│   ├── demo.cpp│   ├── demo.cpp
│   ├── opencv.cmake│   ├── opencv.cmake
│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 include # SDK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 SDK需要的头文件
│   ├── easyedge│   ├── easyedge
│   │   └── easyedge.h│   │   └── easyedge.h
├── lib # SDK需要的库文件├── lib # SDK需要的库文件
│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x.x.x│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x.x.x
│   ├── libeasyedge.so.x.x.x│   ├── libeasyedge.so.x.x.x
│   ├── libeasyedge_static.a│   ├── libeasyedge_static.a
│   ├── libpaddle-mobile.so -> libpaddle-mobile.so.x.x.x│   ├── libpaddle-mobile.so -> libpaddle-mobile.so.x.x.x
│   ├── libpaddle-mobile.so.x.x.x│   ├── libpaddle-mobile.so.x.x.x
│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
└── ReadMe.txt # 文档等其他说明└── ReadMe.txt # 文档等其他说明

cdcd demo  demo # 进入demo文件夹# 进入demo文件夹
vivi demo.cpp  demo.cpp # 若vi未找到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vim# 若vi未找到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vim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

    log_config.enable_debug = false;    log_config.enable_debug = false;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创建build目录# 创建build目录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opencv3.4以上#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opencv3.4以上
##### 或者##### 或者
cmake cmake .... -DEDGE_BUILD_OPENCV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自动编译安装opencv# 自动编译安装ope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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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cmake成功。然后执行编译

当出现：

[100%] Built target easyedge_serving [100%] Built target easyedge_demo

表示编译成功，在build目录下出现编译的产物：

easyedge_demo ：测试的可执行文件

easyedge_serving：包含http server的测试的可执行文件

thirdparty ：编译安装的opencv

测试easyedge_demo测试easyedge_demo 在build目录下执行：

第一个参数为包含模型的文件夹路径，第二个参数为测试的图片的路径。SDK中已经包含模型文件夹，如果用户有其他模型文件，可以指定为其

路径。如：

然后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如果是物体检测或者图像

分割模型，可以打开生成的/xxx/test.result.cpp.jpg图片，查看检测框的效果。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ZU5，且执行过程中出现内存不足： 。这是因为FZ5A带vcu，给它预留的内存过大导致，如果用不到VCU可以把这部分改

小。修改/run/media/mmcblk1p1/uEnv.txt：

注意中间空行要保留。

如果预测结果明显错误或者执行过程报错，请检查内核是否为最新版本。 测试easyedge_serving测试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会开启一个http server服务，

并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网页，用户可以在网页上上传图片并查看预测结果。

在build目录下执行：

如：

若日志显示：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make # 如果有多个cpu可以用-j加快编译速度,如4个CPU用 make -j4

./easyedge_demo {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easyedge_demo {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

./easyedge_demo ../../../RES  /xxx/test.jpg./easyedge_demo ../../../RES  /xxx/test.jpg

KilledKilled

ethaddr=00:0a:35:00:00:09ethaddr=00:0a:35:00:00:09
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

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

./easyedge_serving {模型RES文件夹} {序列号} {主机ip, 默认 0.0.0.0} {端口, 默认 24401}./easyedge_serving {模型RES文件夹} {序列号} {主机ip, 默认 0.0.0.0} {端口, 默认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 "1111-1111-1111-1111" 0.0.0.0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 "1111-1111-1111-1111" 0.0.0.0  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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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http server启动成功。此时可以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上传图片来进行测试。

查看设备ip的方法：

找到eth0一栏。

注意：只有本机电脑和硬件设备的网络ip在同一网段之下，才可以通过网址访问。

效果如下： 

集成SDK

SDK提供了一系列模型加载、预测等接口，用户可以方便的集成进自己的程序之中。

接口说明、数据格式说明以及常见错误请参考SDK技术文档。

建议先测试Demo，以及参考demo.cpp和demo的CMakeLists.txt调用流程。如果遇到错误，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以及日志说明。

一、导入SDK头文件和库文件

在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include下有SDK的头文件。 在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PADDLEMOBILE_FPGA_gcc5.4_vx.x.x_xxxxxxx/lib下有SDK的库文件，包含动态库libeasyedge.so和静态库

libeasyedge_static.a。用户可选择合适的导入方式。

用户将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至自己的项目中，并在自己的CMakeLists.txt中引用：

二、在程序中调用SDK接口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fconfig # 如果没有ifconfig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net-toolsifconfig # 如果没有ifconfig命令，执行 sudo apt install net-tools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OpenCV REQUIREDOpenCV REQUIRED))

// 导入头文件// 导入头文件
include_directoriesinclude_directories((
  $  ${{OpenCV_INCLUDE_DIRSOpenCV_INCLUDE_DIRS}}
        $        ${{CMAKE_SOURCE_DIRCMAKE_SOURCE_DIR}}//....//includeinclude//
))
// 导入库文件// 导入库文件
link_directorieslink_directories((
        $        ${{CMAKE_SOURCE_DIRCMAKE_SOURCE_DIR}}//....//liblib//
))
// 链接库文件// 链接库文件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your_executable_fileyour_executable_file}} $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 paddle easyedge paddle--mobile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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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dgeBoard暂不支持并行多模型计算。

专项适配硬件Jetson

简介

Jetson SDK是适用于EasyDL图像模型快速部署的工具包。SDK中包含了EasyDL训练的模型资源文件、SDK和demo文件。

测试前的准备测试前的准备

Jetson(Nano/TX2/Xavier)硬件及开发环境

详情参考下方文档

EasyDL平台的Jetson专用SDK

以图像分类为例，前往操作台训练「专项硬件适配SDK-Jetson」下的模型并发布SDK后，即可从平台下载

用于激活专用SDK的序列号

前往控制台申请用于激活Jetson专用SDK的序列号

首次使用SDK或者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安装依赖

在使用SDK之前，首先要确认自己的硬件类型和相应的依赖库安装是否已经符合要求。

硬件要求：硬件要求：

Jetson系列开发板：

Jetson Nano

Jetson TX2

Jetson Xavier NX

Jetson Xavier

软件要求：软件要求：

JetPack4.2.2

JetPack4.4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第一次使用SDK请确保联网

JetPack的安装需要借助SDK Manager，安装过程参考Install Jetson Software with SDK Manager。

对于Jetson Nano和Xavier NX还可以使用Etcher将系统镜像烧录到micro SD Card的形式，这种方式更简单一些。

SDK结构

// 引入SDK头文件// 引入SDK头文件
##### include ##### include "easyedge/easyedge.h""easyedge/easyedge.h"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PaddleFluidConfig config PaddleFluid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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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到的SDK解压后的目录结构是：

其中：

cpp文件夹下有两个压缩包分别为适配不同版本JetPackck的SDK，解压缩后得到include头文件、lib库文件和demo示例代码文件。

RES文件夹下是EasyDL训练得到的模型资源文件。

编译demo

解压SDK后，进入到demo目录可以直接编译demo。编译方法如下：

编译产出有三个可执行文件，分别为：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提供了对批量图片预测的能力，预测速度快， 是最推荐使用的方式。

easyedge_multi_thread：提供了对多线程预测的支持。但是这种方式通常并不推荐使用，因为多线程下计算资源的相互竞争会拉慢单次预测的

速度并且预测时间不稳定，建议优先考虑使用batch inference的方式。

easyedge_serving：提供了http服务的能力。启动服务后，可以在浏览器访问测试页面，或轻松把http服务接口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

其中前两个demo示例了SDK API的集成方式，第三个demo示例了如何使用SDK创建http服务。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不同集成方式即可，接下来将分

别介绍这两种集成方式。

API集成

使用SDK的API接口方式能提供功能丰富、预测速度快的能力。API接口的设计尽可能的降低了调用复杂度，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自己的应用当

中。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可以看到，调用SDK的API流程很简单，并可以通过config的不同配置实现不同的能力。比如支持批量图片预测、多线程预测、fp16加速等。实际

集成的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config的配置，一个适合自己应用场景的config参数配置才能带来最佳的预测速度。

##### 1. 首先进入demo目录##### 1. 首先进入demo目录
##### 2. 创建build文件夹并进入##### 2. 创建build文件夹并进入
$ $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 3. 执行编译##### 3. 执行编译
$ cmake $ cmake ....
$ $ makemake -j3 -j3
##### 4. 执行安装，把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需要sudo权限；也可以选择不执行安装，把lib路径加为环境变量即可##### 4. 执行安装，把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需要sudo权限；也可以选择不执行安装，把lib路径加为环境变量即可
$ $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 5. 这时候应该会产出demo编译的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可以查看需要的参数##### 5. 这时候应该会产出demo编译的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可以查看需要的参数
$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_dirres_dir}}  {{image/image_dirimage/image_dir}}
##### 或##### 或
$ ./easyedge_multi_thread $ ./easyedge_multi_thread {{res_dirres_dir}}  {{image/image_dirimage/image_dir}}
##### 或##### 或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 1. 设置序列号// 1.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
// 2. 配置运行选项// 2. 配置运行选项
TensorRTConfig configTensorRT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argv argv[[11]];;
configconfig..max_batch_size max_batch_size ==  44;;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configconfig..max_concurrency max_concurrency ==  11;;      //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使用的最大线程数//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使用的最大线程数
configconfig..fp16 fp16 ==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
参阅文档参阅文档
// 3. 创建predictor并初始化// 3. 创建predictor并初始化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4. 执行预测// 4. 执行预测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simgs,, resul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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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config的定义可以参见头文件easyedge.h

：GPU加速版SDK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比如，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来

命名产出文件，从而可以在之后的运行中直接通过文件名就可以索引到编译产出，而不用再次执行优化过程。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存。通常默认即可，但当执行预测失败时，可以适当调大此值。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不可大于此值，但可以是不大于此值的任

意图片数。建议设置为与实际需要批量预测的图片数量保持一致，以节省内存资源并可获得较高预测速度。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

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

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且预测速度不稳定，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

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运行demo运行demo 命令执行格式：

structstruct  TensorRTConfigTensorRTConfig  ::  publicpublic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
    std    std::::string model_filenamestring model_filename{{"model""model"}};;
    std    std::::string params_filenamestring params_filename{{"params""params"}};;
    std    std::::string cache_namestring cache_name{{"m_cache""m_cache"}};;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
        intint workspace_prefix workspace_prefix{{1616}};;
        intint workspace_offset workspace_offset{{2020}};;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
        intint max_batch_size max_batch_size{{11}};;
        /**/**
     * @brief 设置使用哪张 GPU 卡     * @brief 设置使用哪张 GPU 卡
     */     */
        intint device device{{00}};;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0：无论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是多少，仅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如果存在）     * 0：无论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是多少，仅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如果存在）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
        intint compile_level compile_level{{11}};;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
     */     */
        intint max_concurrency max_concurrency{{11}};;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需要硬件支持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需要硬件支持
     */     */
        boolbool fp16 fp16{{falsefalse}};;
        /**/**
     * @brief 设置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设置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
        intint dla_core dla_core{{--11}};;
}}

cache_namecache_name

workspace_sizeworkspace_size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devicedevice

compile_levelcompile_level

max_concurrencymax_concurrency

fp16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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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预测效果展示：

Http服务集成

使用SDK的http服务API可以创建一个http服务端口，从而可以在应用里或者网页中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执行模型的预测并获取预测结果。

调用流程调用流程

编译并运行后就会在控制台启动一个服务，默认地址为： ，通过在浏览器访问此地址可以打开一个测试页面，上传图片即

可获取识别结果。

运行demo运行demo demo命令执行格式

如：

当出现提示：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olding 1 instances 时，表示服务已经启动成功，这时候可以在浏览器里输入地址打开一个

测试页面。如下所示：

上传图片，可以看到预测效果：

也可以通过在自己的项目中请求此地址做预测，并获取预测结果。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
./easyedge_multi_thread ./easyedge_multi_thread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图片文件夹路径}}

// 1. 设置序列号// 1.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ABCD"));;
// 2. 配置运行选项// 2. 配置运行选项
TensorRTConfig configTensorRT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 3. 启动服务// 3. 启动服务
returnreturn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configconfig,, host host,, port port,, service_id service_id,,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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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如使用Python的请求示例：

http请求的返回格式为：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开发文档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开发板使用技巧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记得自己的板子刷的是哪个JetPack版本了，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我的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但是，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不过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

一对应到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的任务类型包括：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

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免费试用期结束后希望购买可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使用年限购买授权。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 NV Power Mode: MAXN##### $ NV Power Mode: MAXN
##### $ 0##### $ 0
#####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 3. 查询资源利用率##### 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价格说明

105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dlLiteImage/package/index


价格参考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按年授权价格（按年授权价格（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 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

本地服务器SDK 10000元 50000元

本地服务器API 10000元 50000元

说明1说明1：本地服务器SDK与本地服务器API在适配硬件上的评测信息已上线，点击查看性能对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

说明2说明2：本地服务器部署的授权粒度为每个模型每年每台设备，例如购买了2个模型3年在1台设备的授权，价格为2（个模

型）x3（年）x1（台）x10000元=60000元。可在一台设备上激活2个有效期三年的模型。

EasyDL图像软硬一体方案价格说明

目前EasyDL图像提供基于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任务的多种软硬一体方案，请前往专题页面对比不同方案的性能与价格，选择与业务场景最匹配的

方案。

方案获取流程

Step 1：在EasyDL训练专项适配硬件的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迭代模型至效果满足业务需求

Step 2：发布模型时选择专项适配硬件的专用SDK，并在AI市场购买方案

Step 3：获得硬件和用于激活专用SDK的专用序列号，参考文档集成后，即可实现离线AI预测

如有其他硬件方案需求，请提交工单咨询。

EasyDL图像通用小型设备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支持通用小型设备部署的任务类型包括：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每个模型发布设备端SDK后需通过序列号激活使用，每发

布一个模型即可申请2个测试序列号供3个月内免费试用。

如免费试用期结束后希望购买可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购买授权或按产品线购买。

价格参考

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

授权终端设备数量授权终端设备数量 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 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

1≤设备数≤10 300元 2000元

11≤设备数≤100 250元 1500元

101≤设备数 200元 1000元

说明1说明1：加速版SDK目前已支持部分模型，点击查看基础版与加速版的性能对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

说明2说明2：设备授权的购买是「累计阶梯计费」，例如您购买了9个授权，因为这9个是在1~10的区间，所以付费300元/个×9个；当您继续购买

2个时，累计购买量已经达到了11个，则付费1×300+1×250，因为后1个已经在11~100的区间内

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

单个序列号可激活设备数上限为1万台，目前已支持按年购买授权：基础版SDK每年10万元，加速版SDK每年30万元。

如有授权年限、设备上限数的更多需求，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说明1说明1：按产品线授权的序列号适用于开发手机APP，序列号仅限在绑定的包名下使用

说明2说明2：如同一模型需同时购买iOS和Android包名的授权，需按2个产品线购买

EasyDL图像价格常见问题

EasyDL图像常见问题

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API如何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API如何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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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像API有累计10000点的免费调用额度，如需付费使用，请在控制台进行线上购买

EasyDL图像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支持发布为在线API的任务类型包括：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图像」-「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5点，调用1000次对应消耗5000点，所以应付费5000*0.001=5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说明说明：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图像分类-高性能API服务保证10次并发；其余API保证4次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每个月第一天清零上月累积的调用量，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

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不同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注意注意：公有云服务价格由实际服务压测结果计算得出，同一种模型的不同训练配置可能导致最终价格不同。下表单价仅供参考，请以实际公

有云服务发布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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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图像分类-AutoDL Transfer 6 0.006

图像分类-高性能 4 0.004

图像分类-高精度 4 0.004

物体检测-高性能 5 0.005

物体检测-高精度 16 0.016

物体检测-超高精度 17 0.017

图像分割 16 0.016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0-50ms 4 0.004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50-100ms 4 0.004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100-200ms 4 0.004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200-300ms 4 0.005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300-500ms 6 0.006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500-1000ms 6 0.006

图像分类-精度提升配置包-1000+ms 10 0.01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0-200ms 4 0.004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200-300ms 5 0.005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300-500ms 8 0.008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500-1000ms 8 0.008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1000-1500ms 12 0.012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1500-2000ms 17 0.017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2000-3000ms 26 0.026

物体检测-精度提升配置包-5000+ms 60 0.06

说明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价格说明

108

https://console.bce.baidu.com/finance/#/finance/account/recharge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dlLiteImage/overview/index~type=1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QPS叠加包

已开通付费（或购买调用点包）后，若您有临时性的QPS高并发要求，可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立即购买

QPS叠加包分为两种：

QPS叠加包种类QPS叠加包种类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QPS叠加包 因公有云服务模型算法不同而不同 调用消耗仍将计算点数，对应计算费用

QPS叠加包（不限调用

量）

对比同类算法的普通QPS叠加包，价格会较高一

些

调用消耗不再计算点数，即无论调用量多少，公有云服务扣费不

变

具体计费标准可在公有云服务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在对应的QPS叠加包购买页面查看，不同公有云服务的QPS叠加包价格不一样。

EasyDL图像价格整体说明

本文档介绍EasyDL图像各项服务的价格

EasyDL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体验，仅针对训练算力及部署两项内容收费。

算力收费算力收费

EasyDL图像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以及批量预测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图像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部署收费部署收费

EasyDL图像在模型部署方面支持公有云API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设备端离线SDK部署、软硬一体方案四种方式，可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具

体部署方式，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说明如下：

公有云API计费

目前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任务支持公有云API部署，API可在平台自助付费使用

私有服务器部署计费

目前服务器部署包支持线上按设备数量和模型数量及有效期购买使用授权

设备端离线SDK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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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设备端SDK已支持在线购买按设备使用授权、按产品线使用授权

软硬一体方案计费

目前已推出多种软硬一体方案，可在AI市场咨询购买

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考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文档。

EasyDL图像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提供了丰富的模型训练算法，同时在训练任务和批量预测任务上也提供多种机型自由选择。

说明说明：

为更好支持您的模型付费训练，平台针对您的模型创建数量、任务并行数均进行了权益升级，每位用户创建模型数量从30个提升至100个；

单模型组仅支持运行 1个训练任务提升至同时运行5个训练任务。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图像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具体计费规则如下：

按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百分比计算。

按小时扣费，即北京时间整点扣费并生成账单。出账单时间是当前计费周期结束后 1小时内。例如，10:00-11:00的账单会在12:00之前生

成，具体以系统出账时间为准。

使用 EasyDL 前需保证账户无欠款。 计费公式 费用=计算设备单价×计算设备数×使用时长 时长计量方法：只包括模型训练时的统计时间，数

据预处理等不包括在计费时长内。

产品单价产品单价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在EasyDL图像方向的任务配置过程中，您可以选择训练的设备以及设备数量。目前图像分类的高性能和AutoDL算法只支持单设备训

练。

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训练结束（包含手动暂停训练或自动停止训练）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

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批量预测批量预测 | 技术方向 | 计算设备 | 定价 | | ---------- | ----------------------------------------- | -------------------- | | EasyDL图像 | CPU_4核_16G | 0.025元/分钟/设备

（2小时免费额度） | | EasyDL图像 | TeslaGPU_P4_8G显存单卡_12核CPU_40G内存 | 0.28元/分钟/设备 | | EasyDL图像 | TeslaGPU_P40_24G显

存单卡_12核CPU_40G内存 | 0.36元/分钟/设备 | | EasyDL图像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CPU_56G内存 | 0.45元/分钟/设备 |

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结束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

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算力资源包算力资源包 | 可用模块（图像） | 计算设备 | 时长 |定价 | | ---------- | ------------- | ----------- | -------------- | | 批量预测 | CPU4核_16G | 50小时 |70元/个 |

| 批量预测 | CPU_4核_16G | 100小时 |135元/个 | | 批量预测 | CPU_4核_16G | 300小时 |38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预测 |

TeslaGPU_P40_24G显存单卡_12核CPU_40G内存 | 50小时 |100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预测 | TeslaGPU_P40_24G显存单卡_12核CPU_40G内

存 | 100小时 |190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预测 | TeslaGPU_P40_24G显存单卡_12核CPU_40G内存 | 300小时 |530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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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CPU_56G内存 | 50小时 |130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预测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

CPU_56G内存 | 100小时 |2400元/个 | | 模型训练、批量预测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CPU_56G内存 | 300小时 |6700元/个 | [点击

此处](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1612251100620&fromai=1#/ai/easydlLiteImage/buyHourPackage/index)立即前往购买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免费额度，并且无法发起新的训练任务。

EasyDL文本价格说明
文本私有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文本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的任务类型包括：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情感倾向分析以及

评论观点抽取，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免费试用期结束后希望购买可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使用年限购买授权。

价格参考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按年授权价格（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按年授权价格（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 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

本地服务器SDK 10000元 50000元

本地服务器API 10000元 50000元

说明说明：本地服务器部署的授权粒度为每个模型每年每台设备，例如购买了2个模型3年在1台设备的授权，价格为2（个模

型）x3（年）x1（台）x10000元=60000元。可在一台设备上激活2个有效期三年的模型。

EasyDL文本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文本支持发布为在线API的任务类型包括：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情感倾向分析、短文

本相似度、评论观点抽取、ERNIE大模型创作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文本」-「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文本实体抽取-高精度模型文本实体抽取-高精度模型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4点，调用1000次对应消耗4000点，所以应付费4000*0.001=4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说明说明：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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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文本分类API服务保证10次并发；其余文本API不保证调用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不同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文本分类-单标签（短文本）-高精度 8 0.008

文本分类-单标签（短文本）-高性能 4 0.004

文本分类-单标签（多语种）-高精度 8 0.008

文本分类-多标签-高精度 8 0.008

文本分类-多标签-高性能 4 0.004

文本实体抽取-高精度 4 0.004

文本实体抽取-高性能 4 0.004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高精度 4 0.004

情感倾向分析-高精度 8 0.008

情感倾向分析-高性能 4 0.004

短文本相似度-高精度 8 0.008

短文本相似度-高性能 4 0.004

评论观点抽取-高精度 9 0.009

评论观点抽取-高性能 4 0.004

文本创作 2500 2.5

说明1说明1： 调用失败不计费

说明2说明2：文本创作的公有云服务在邀测期间单独提供200万点的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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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相当于给客户打了9折。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QPS叠加包

已开通付费（或购买调用点包）后，若您有临时性的QPS高并发要求，可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立即购买

QPS叠加包分为两种：

QPS叠加包种类QPS叠加包种类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QPS叠加包 因公有云服务模型算法不同而不同 调用消耗仍将计算点数，对应计算费用

QPS叠加包（不限调用

量）

对比同类算法的普通QPS叠加包，价格会较高一

些

调用消耗不在计算点数，即无论调用量多少，公有云服务扣费不

变

具体计费标准可在公有云服务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在对应的QPS叠加包购买页面查看，不同公有云服务的QPS叠加包价格不一样。

EasyDL文本价格整体说明

本文档介绍EasyDL文本各项服务的价格

EasyDL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体验，仅针对训练算力及部署两项内容收费。

算力收费算力收费

EasyDL文本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其中文本创作操作台作为新推出任务方向，会持

续为开发者提供免费训练体验）

其余操作台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情感倾向

分析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部署收费部署收费

EasyDL文本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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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文本在模型部署方面支持公有云API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两种方式，可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具体部署方式，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说明

如下：

公有云API部署计费

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情感倾向分析、短文相似度、评论观点抽取任务支持公有云API部署，

可通过公有云API可在平台自助付费使用

私有服务器部署计费

目前服务器部署包支持线上按设备数量和模型数量及有效期购买使用授权

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考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文档。

EasyDL文本算力价格说明

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提供了丰富的模型训练算法，同时在训练任务上也提供多种机型自由选择。

说明说明：

为更好支持您的模型付费训练，平台针对您的模型创建数量、任务并行数均进行了权益升级，每位用户创建模型数量从30个提升至100个；

单模型组仅支持运行 1个训练任务提升至同时运行5个训练任务。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情感倾向

分析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具体计费规则如下：

按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百分比计算。

按小时扣费，即北京时间整点扣费并生成账单。出账单时间是当前计费周期结束后 1小时内。例如，10:00-11:00的账单会在12:00之前生

成，具体以系统出账时间为准。

使用 EasyDL 前需保证账户无欠款。 计费公式 费用=计算设备单价×计算设备数×使用时长 时长计量方法：只包括模型训练时的统计时间，数

据预处理等不包括在计费时长内。

产品单价产品单价

在EasyDL文本方向的任务配置过程中，您可以选择训练的设备以及设备数量。

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训练结束（包含手动暂停训练或自动停止训练）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

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算力资源包算力资源包 | 可用模块（文本） | 计算设备 | 时长 |定价 | | ---------- | ------------- | ----------- | -------------- | | 模型训练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

核CPU_56G内存 | 50小时 |1300元/个 | | 模型训练|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CPU_56G内存 | 100小时 |2400元/个 | | 模型训练 |

TeslaGPU_V100_16G显存单卡_12核CPU_56G内存 | 300小时 |6700元/个 |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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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免费额度，并且无法发起新的训练任务。

EasyDL结构化数据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支持发布为在线API的任务类型包括：表格数据预测、时序预测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结构化数据」-「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结构化数据-时序预测结构化数据-时序预测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5点，调用1000次对应消耗5000点，所以应付费5000*0.001=5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时序预测API服务保证4次并发；其余API不保证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不同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结构化数据-表格数据预测 4 0.004

结构化数据-时序预测 5 0.005

说明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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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相当于给客户打了9折。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QPS叠加包

已开通付费（或购买调用点包）后，若您有临时性的QPS高并发要求，可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立即购买

QPS叠加包分为两种：

QPS叠加包种类QPS叠加包种类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QPS叠加包 因公有云服务模型算法不同而不同 调用消耗仍将计算点数，对应计算费用

QPS叠加包（不限调用

量）

对比同类算法的普通QPS叠加包，价格会较高一

些

调用消耗不在计算点数，即无论调用量多少，公有云服务扣费不

变

具体计费标准可在公有云服务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在对应的QPS叠加包购买页面查看，不同公有云服务的QPS叠加包价格不一样

表格预测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价格整体说明

本文档介绍EasyDL结构化数据服务的价格

EasyDL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体验，仅针对训练算力及部署两项内容收费。

算力收费算力收费

EasyDL结构化数据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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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表格预测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部署收费部署收费

EasyDL结构化数据在模型部署上支持公有云API部署

模型效果满意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公有云部署免费调用次数为10000点/接口，调用点数可在平台自主付费购买使用

EasyDL表格预测在模型部署上还支持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离线部署

私有服务器部署计费

目前服务器部署包支持线上按设备数量和模型数量及有效期购买使用授权

设备端离线SDK计费

目前设备端SDK已支持在线购买按设备使用授权、按产品线使用授权

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考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文档

EasyDL视频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视频分类支持发布为在线API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视频」-「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视频分类视频分类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15点，调用1000次对应消耗15000点，所以应付费15000*0.001=15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说明说明：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视频分类API服务保证4次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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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每个月第一天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

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不同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视频分类 15 0.015

说明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相当于给客户打了9折。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QPS叠加包

已开通付费（或购买调用点包）后，若您有临时性的QPS高并发要求，可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立即购买

QPS叠加包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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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叠加包种类QPS叠加包种类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QPS叠加包 因公有云服务模型算法不同而不同 调用消耗仍将计算点数，对应计算费用

QPS叠加包（不限调用

量）

对比同类算法的普通QPS叠加包，价格会较高一

些

调用消耗不在计算点数，即无论调用量多少，公有云服务扣费不

变

具体计费标准可在公有云服务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在对应的QPS叠加包购买页面查看，不同公有云服务的QPS叠加包价格不一样。

EasyDL视频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免费试用期结束后希望购买可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使用年限购买授权。

价格参考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按年授权价格（按年授权价格（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 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

本地服务器SDK 10000元 50000元

说明说明：本地服务器部署的授权粒度为每个模型每年每台设备，例如购买了2个模型3年在1台设备的授权，价格为2（个模

型）x3（年）x1（台）x10000元=60000元。可在一台设备上激活2个有效期三年的模型。

EasyDL视频设备端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设备端上，每个模型发布设备端SDK后需通过序列号激活使用，每发布一个模型即可申请2个测试序

列号供3个月内免费试用。

目前已支持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购买授权或按产品线购买。

价格参考

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

授权终端设备数量授权终端设备数量 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 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

1≤设备数≤10 300元 2000元

11≤设备数≤100 250元 1500元

101≤设备数 200元 1000元

说明说明：设备授权的购买是「累计阶梯计费」，例如您购买了9个授权，因为这9个是在1~10的区间，所以付费300元/个×9个；当您继续购买2

个时，累计购买量已经达到了11个，则付费1×300+1×250，因为后1个已经在11~100的区间内

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

单个序列号可激活设备数上限为1万台，目前已支持按年购买授权：基础版SDK每年10万元，加速版SDK每年30万元。

如有授权年限、设备上限数的更多需求，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说明说明：按产品线授权的序列号适用于开发手机APP，序列号仅限在绑定的包名下使用

EasyDL视频软硬一体方案价格说明

目前EasyDL视频提供基于目标跟踪的软硬一体方案，请前往专题页面对比不同方案的性能与价格，选择与业务场景最匹配的方案。

方案获取流程

Step 1：在EasyDL训练专项适配硬件的目标跟踪模型，迭代模型至效果满足业务需求

Step 2：发布模型时选择专项适配硬件的专用SDK，并在AI市场购买方案

Step 3：获得硬件和用于激活专用SDK的专用序列号，参考文档集成后，即可实现离线AI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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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硬件方案需求，请提交工单咨询。

EasyDL视频价格整体说明

本文档介绍EasyDL视频各项服务的价格

EasyDL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体验，仅针对训练算力及部署两项内容收费。

算力收费算力收费

EasyDL视频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视频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部署收费部署收费

EasyDL视频模型部署上支持公有云API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设备端离线SDK部署、软硬一体方案四种方式，可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具体部

署方式，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说明如下：

公有云API计费

EasyDL视频-视频分类任务支持公有云API部署，可在平台自助付费使用

私有服务器部署计费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任务支持服务器部署，目前服务器部署包支持线上按设备数量和模型数量及有效期购买使用授权

设备端离线SDK计费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任务支持设备端SDK部署，目前设备端SDK已支持在线购买按设备使用授权、按产品线使用授权

软硬一体方案计费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任务目前已推出多种软硬一体方案，可在AI市场咨询购买

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考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文档。

EasyDL视频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提供了丰富的模型训练算法，同时在训练任务上也提供多种机型自由选择。

说明说明：

为更好支持您的模型付费训练，平台针对您的模型创建数量、任务并行数均进行了权益升级，每位用户创建模型数量从30个提升至100个；

单模型组仅支持运行 1个训练任务提升至同时运行5个训练任务。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视频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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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费规则如下：

按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百分比计算。

按小时扣费，即北京时间整点扣费并生成账单。出账单时间是当前计费周期结束后 1小时内。例如，10:00-11:00的账单会在12:00之前生

成，具体以系统出账时间为准。

使用 EasyDL 前需保证账户无欠款。 计费公式 费用=计算设备单价×计算设备数×使用时长 时长计量方法：只包括模型训练时的统计时间，数

据预处理等不包括在计费时长内。

产品单价产品单价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在EasyDL视频方向的任务配置过程中，您可以选择训练的设备以及设备数量。

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训练结束（包含手动暂停训练或自动停止训练）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

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免费额度，并且无法发起新的训练任务。

EasyDL语音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声音分类支持发布为在线API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语音」-「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声音分类声音分类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4点，调用1000次对应消耗4000点，所以应付费4000*0.001=4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说明说明：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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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声音分类API服务保证4次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不同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声音分类 4 0.004

说明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相当于给客户打了9折。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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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QPS叠加包

已开通付费（或购买调用点包）后，若您有临时性的QPS高并发要求，可选择在某个时间段内叠加购买QPS。立即购买

QPS叠加包分为两种：

QPS叠加包种类QPS叠加包种类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QPS叠加包 因公有云服务模型算法不同而不同 调用消耗仍将计算点数，对应计算费用

QPS叠加包（不限调用

量）

对比同类算法的普通QPS叠加包，价格会较高一

些

调用消耗不在计算点数，即无论调用量多少，公有云服务扣费不

变

具体计费标准可在公有云服务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在对应的QPS叠加包购买页面查看，不同公有云服务的QPS叠加包价格不一样。

EasyDL语音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声音分类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

目前已支持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使用年限购买授权。

价格参考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按年授权价格（按年授权价格（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每个模型每年在每个设备）） 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永久授权价格（每个模型在每个设备）

本地服务器SDK 10000元 50000元

本地服务器API 10000元 50000元

说明1说明1：本地服务器SDK与本地服务器API在适配硬件上的评测信息已上线，点击查看性能对比：声音分类

说明2说明2：本地服务器部署的授权粒度为每个模型每年每台设备，例如购买了2个模型3年在1台设备的授权，价格为2（个模

型）x3（年）x1（台）x10000元=60000元。可在一台设备上激活2个有效期三年的模型。

EasyDL语音本地设备端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声音分类支持通用小型设备部署，每个模型发布设备端SDK后需通过序列号激活使用，每发布一个模型即可申请2个测试序列号供3

个月内免费试用。

如免费试用期结束后希望购买可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购买授权或按产品线购买。

价格参考

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按设备购买永久授权

授权终端设备数量授权终端设备数量 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基础版SDK） 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单设备授权价格（加速版SDK）

1≤设备数≤10 300元 2000元

11≤设备数≤100 250元 1500元

101≤设备数 200元 1000元

说明1说明1：加速版SDK目前已支持部分模型，点击查看基础版与加速版的性能对比：声音分类

说明2说明2：设备授权的购买是「累计阶梯计费」，例如您购买了9个授权，因为这9个是在1~10的区间，所以付费300元/个×9个；当您继续购买

2个时，累计购买量已经达到了11个，则付费1×300+1×250，因为后1个已经在11~100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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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按产品线购买永久授权

单个序列号可激活设备数上限为1万台，目前已支持按年购买授权：基础版SDK每年10万元，加速版SDK每年30万元。

如有授权年限、设备上限数的更多需求，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说明1说明1：按产品线授权的序列号适用于开发手机APP，序列号仅限在绑定的包名下使用

说明2说明2：如同一模型需同时购买iOS和Android包名的授权，需按2个产品线购买

EasyDL语音价格整体说明

本文档介绍EasyDL语音各项服务的价格

EasyDL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体验，仅针对训练算力及部署两项内容收费。

算力收费算力收费

EasyDL图像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其中，语音识别由于任务特殊性，将持续为开发

者提供免费训练体验）

声音分类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部署收费部署收费

EasyDL语音在模型部署方面支持公有云API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设备端离线SDK部署三种方式，可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具体部署方式，不

同部署方式的计费说明如下：

公有云API计费

目前声音分类API可在平台自助付费使用，语音识别在语音技术下任一接口购买量包、或者开通后付费的用户，可免费使用EasyDL语音-语音识

别训练模型

私有服务器部署计费

目前服务器部署包支持线上按设备数量和模型数量及有效期购买使用授权

设备端离线SDK计费

目前设备端SDK已支持在线购买按设备使用授权、按产品线使用授权

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考不同部署方式的计费文档

EasyDL语音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提供了丰富的模型训练算法，同时在训练任务上也提供多种机型自由选择。（其中，语音识别由于任务特殊性，将持续为开发者提供免费

训练体验）

说明说明：

为更好支持您的模型付费训练，平台针对您的模型创建数量、任务并行数均进行了权益升级，每位用户创建模型数量从30个提升至100个；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价格说明

124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单模型组仅支持运行 1个训练任务提升至同时运行5个训练任务。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具体计费规则如下：

按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百分比计算。

按小时扣费，即北京时间整点扣费并生成账单。出账单时间是当前计费周期结束后 1小时内。例如，10:00-11:00的账单会在12:00之前生

成，具体以系统出账时间为准。

使用 EasyDL 前需保证账户无欠款。 计费公式 费用=计算设备单价×计算设备数×使用时长 时长计量方法：只包括模型训练时的统计时间，数

据预处理等不包括在计费时长内。

产品单价产品单价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在EasyDL声音方向的任务配置过程中，您可以选择训练的设备以及设备数量。

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训练结束（包含手动暂停训练或自动停止训练）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

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免费额度，并且无法发起新的训练任务。

EasyDL零售行业版价格说明
价格整体说明

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的价格，EasyDL零售版提供三种服务，分别为定制模型服务、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和货架拼接服务。其中定制

模型服务支持云服务API和本地服务器部署两种服务方式，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和货架拼接服务支持云服务API。

云服务的计费方式包括：按调用量后付费按调用量后付费、调用量次数包预付费调用量次数包预付费和QPS叠加包预付费QPS叠加包预付费三种，根据实际购买的项目进行付费。其中按调用量后付按调用量后付

费费方式，系统根据实际调用的次数，每小时对您的百度云账户进行扣费。如果需要本地服务器部署，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

1009661589）联系群管咨询。

计费方式介绍

EasyDL零售版的相关服务和接口计费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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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服务方服务方

式式

是否计是否计

费费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定制模型

服务

云服务

API
计费

按调用量后付费和QPS叠

加包预付费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1000次免费调用量，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据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据

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价格说明文档价格说明文档

标准商品

检测服务

云服务

API

限时免

费
- 饮品检测每日免费500次，日化品检测累计免费1000次

翻拍识别

服务

云服务

API
计费

按调用量后付费、调用量

次数包和QPS叠加包

每账号享有累计免费1000次，超出部分按调用量计费，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

据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据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价格说明文档价格说明文档

货架拼接

服务

云服务

API
计费

按任务数后付费、任务次

数包和并发任务叠加包

累计免费200次拼接任务，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据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超出免费额度的每次调用量根据选择的模型服务功能收取

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 价格说明文档价格说明文档

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计费方式请参考公有云API价格说明文档。

上述服务中，定制商品检测服务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如需要这种方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咨

询。

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EasyDL零售版的各项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QPS叠加包」、「购买调用量次数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

只需在相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

4.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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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

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月调用量<=15 0.009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月调用量<=150 0.008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0<月调用量 0.007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4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2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商品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43,650元，明细如下：

前15万次落入0~15w阶梯，单次调用0.009元/次，费用为1,350元；

中间15万~150万次落入15~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8元/次，费用为10,800元；

最后150万~600万次落入大于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7元/次，费用为31,500元；

共计43,650元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的费用为360,000元，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4元/次，费用为240,000元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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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319,65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050元/月

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商品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地堆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

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1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地堆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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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地堆检测API定制地堆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96,000元，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16元/次，费用为96,000元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132,00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6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地堆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当前限时免费，免费额度如下：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免费调用额

度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饮品检测 500次/日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

查询

如果需要更多调用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

系群管

日化品检

测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

查询

如果需要更多调用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

系群管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开放邀测饮品检测API和日化品检测API，使用前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开通权

限。

翻拍识别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

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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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量调用量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调用 0.05元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 累计1000次 1~2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

如果对调用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调用价格更低单次调用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万次 490 元 4 1年

10万次 4,800 元 4 1年

100万次 45,000 元 4 1年

500万次 212,500 元 4 1年

1000万次 420,000 元 4 1年

2000万次 800,000 元 4 1年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次0.05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QPS叠加包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货架拼接服务

货架拼接服务支持按任务数后付费、任务次数包预付费和并发任务叠加包预付费三种计费方式。

价目表 - 按任务数后付费价目表 - 按任务数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2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价

格如下：

任务数任务数 价格（元）价格（元）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拼接任务 0.2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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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任务启动后失败和运行前终止不计费，任务成功和运行后终止会计费用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服务服务 免费任务额度免费任务额度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货架拼接 累计200次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注：任务成功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任务次数包价目表 - 任务次数包

如果对拼接任务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任务价格更低单次任务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千次 200 元 1 1年

1万次 1,900 元 1 1年

10万次 18,000 元 1 1年

100万次 150,000 元 1 1年

500万次 600,000 元 1 1年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任务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个任务0.2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并发任务叠加包价目表 - 并发任务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并发任务数限制为1，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并发任务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并发任务价格每并发任务价格

按天购买 2元/天

按月购买 40元/月

购买 并发任务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任务次数包

购买的并发任务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本地部署价格说明

对于调用量稳定且巨大的企业，可以选择将定制化商品检测AI模型私有化部署在企业本地服务器上，如需要这种方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

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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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跨模态价格说明
EasyDL跨模态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跨模态支持发布为在线API的任务类型包括：图文匹配

模型训练并发布为API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已发布上线的所有公有云服务。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按量后付费」后，购买「调用点包」，高调用量下的优惠方案。也可以购买「QPS叠加包」，满足业务场景的高并发

需求。具体介绍见下方。

按量后付费按量后付费

只需在智能云控制台「EasyDL」-「公有云服务」中找到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点击开通付费，即可完成付费开通。立即开通

根据实际调用消耗的点数，系统每小时会对您的百度智能云账户进行扣费。1点=0.001元。

例如：图文匹配-高精度模型图文匹配-高精度模型对应发布的公有云服务，每次调用消耗32点，调用100次对应消耗3200点，所以应付费3200*0.001=3.2元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定制化API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所有技术方向的API接口均有10000点免费额度

说明说明：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免费/付费对比免费/付费对比

对于EasyDL各个能力，免费使用和开通付费后使用的配置有较大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状态状态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超过调用额度超过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免费状态 拥有 不响应请求 不保证并发

付费状态 拥有 可继续请求 图像分类-高性能API服务保证10次并发；其余API保证4次并发

价目表价目表

产品采用分段阶梯定价方式，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每个月第一天清零上月累积的调用量，重新开始累积本月调

用量。

未购买优惠商品的调用接口享受阶梯价格，按月计算：

月调用量（万点）月调用量（万点） 每"点"对应换算（元/点）每"点"对应换算（元/点）

0<月消耗调用点量<=100 0.001

100<月消耗调用点量<=500 0.0008

500<月消耗调用点量 0.00064

模型单次调用消耗的点数说明：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 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单次调用消耗点数（点/次） 对应实际价格（元/次）对应实际价格（元/次）

图文匹配-高精度 32 0.032

说明说明：调用失败不计费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21-8-1至2021-8-31，本月某个公有云服务API接口的月消耗调用点量为200万点（已除去免费额度），费用如下：

前100万点落入0~100w阶梯，单价0.001元/点，费用为1000元

中间100万-200万点落入100w以上阶梯，单价0.0008元/点，费用为800元

本月费用共计：18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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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调用点包

开通按量后付费后即可购买调用点包。立即购买

调用点包的本质可理解为“充值折扣”，像「20万点」调用点包，按点与金钱换算规则，需要消耗200000*0.001=200元，但「20万点」调用点

包的目录价为180元。

调用点包有效期为12个月。计费调用优先抵扣调用点包额度，额度耗尽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自动切换为按量后付费形式，具体计费标准如下：

调用点包点数（万点）调用点包点数（万点） 价格（元）价格（元） 对等折扣对等折扣

20 180.00 0.90

50 430.00 0.86

100 800.00 0.80

300 2250.00 0.75

500 3500.00 0.70

1000 6500.00 0.65

EasyDL跨模态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提供了丰富的模型训练算法，同时在训练任务上也提供多种机型自由选择。（其中，语音识别由于任务特殊性，将持续为开发者提供免费

训练体验）

说明说明：

为更好支持您的模型付费训练，平台针对您的模型创建数量、任务并行数均进行了权益升级，每位用户创建模型数量从30个提升至100个；

单模型组仅支持运行 1个训练任务提升至同时运行5个训练任务。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跨模态图

文匹配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具体计费规则如下：

按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百分比计算。

按小时扣费，即北京时间整点扣费并生成账单。出账单时间是当前计费周期结束后 1小时内。例如，10:00-11:00的账单会在12:00之前生

成，具体以系统出账时间为准。

使用 EasyDL 前需保证账户无欠款。 计费公式 费用=计算设备单价×计算设备数×使用时长 时长计量方法：只包括模型训练时的统计时间，数

据预处理等不包括在计费时长内。

产品单价产品单价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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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说明1：扣费发生的时间点为任务训练结束（包含手动暂停训练或自动停止训练）后，如果因EasyDL系统异常导致训练任务运行失败，则相

应训练任务的全部耗时在账单中会做扣减，不会参与计费。

说明2说明2：为确保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建议您在开通付费后确保账户余额不低于100元。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免费额度，并且无法发起新的训练任务。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EasyDL图像介绍

任务简介

Hi，欢迎来到百度EasyDL图像

目前EasyDL图像共支持训练3种不同应用场景的模型：

图像分类

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可以识别图片中主体单一的场景

物体检测

在一张图包含多个物体的情况下，定制识别出每个物体的位置、数量、名称。可以识别图片中有多个主体的场景

图像分割

对比物体检测，支持用多边形标注训练数据，模型可像素级识别目标。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需识别其位置或轮廓的场景

产品优势

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操作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分类功能的模型：只需按分类（如合格图片vs不合格图片）上传图片即可

检测功能的模型：上传数据后，需要在数据中标注出需要检测的具体目标

分割功能的模型：上传数据后，需要在数据中标注出需要识别物体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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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根据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将模型以云端API、本地部署SDK、端云协同部署包等多种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

高精度效果

EasyDL图像底层结合百度 AutoDL/AutoML技术，针对用户数据能够自动获得最优模型和最优超参组合，进而基于少量数据就能获得出色性能

和模型效果

EasyDL图像以百度独有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为基座，小量级数据进行训练也可获得高精度模型

高精算法

采用PaddlePaddle深度学习框架结合Auto Model Search，保证模型效果领先

训练图像分类和物体检测模型时，均支持选择多种算法，满足不同场景对性能、效果的不同需求；还有专项精度提升配置包，包含自动超参搜

索、小目标检测等精度优化功能，针对优化模型效果

AutoDL

训练图像分类模型时，支持选择AutoDL Transfer

AutoDL Transfer模型是百度研发的AutoDL技术之一，结合了模型网络结构搜索、迁移学习技术、并针对用户数据进行自动优化。与通用算法相

比，训练时间较长，但更适用于细分类场景。例如，通用算法可用于区分猫和狗，但如果要区分不同品种的猫，则AutoDL效果会更好

免训练极速迭代

训练图像分类模型之后，支持开启免训练极速迭代模式。该模式基于深度度量学习技术（Deep Metric Learning），模式开启后，模型的迭代添加

数据仅需等待几分钟即可获得效果不错的模型，无需训练。适用于数据量大，模型迭代频繁的用户需求场景。

丰富的部署方案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服务器，封装成可离线运行的设备端SDK，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方案，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

景及运行环境，也可直接发布为端云协同部署包，下发至边缘设备进行应用

本地部署的性能评测详细信息可见模型算法推理性能大表模型算法推理性能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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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支持的硬件支持的硬件 支持的系统支持的系统 技术文档技术文档

公有云API 可集成公有云API即可 不限制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私有服务器部署

[私有API]
x86-64 CPU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Nvidia GPU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私有服务器部署

[服务器端SDK]
x86-64 CPU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Nvidia GPU Linux/Windows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HUAWEI Atlas 300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通用设备端SDK ARM (AArch64, ARMv7l)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Hisilicon NNIE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HUAWEI Atlas 200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ARM Android/iOS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Qualcomm Snapdragon GPU/DSP Android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Hisilicon Kirin NPU Android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Apple A-Bionic iOS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x86-64 CPU Windows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Intel Movidius NCS (MyRIAD 2/MyRIAD

X)
Linux/Windows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专项硬件适配SDK

[软硬一体方案]
Baidu-EdgeBoard(FZ) Linux 方案介绍及对比

Baidu-EdgeBoard(VMX) Linux/Windows

Nvidia-Jetson(Nano/TX2/Xavier) Linux

端云协同部署 x86-64 CPU Linux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ARM (AArch64, ARMv7l) Linux

公有云API

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支持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不断优化模型效果

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

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支持私有API和服务器端SDK两种集成方式，可在内网/无网环境下使用模型，确保数据隐私

私有API：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

务调用便捷

服务器端SDK：将模型封装成适配本地服务器（支持Linux和Windows）的SDK，可集成在其他程序中运行。首次联网激活后即可纯离线运行，

占用服务器资源更少，使用方法更灵活

设备端SDK

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

训练完成的模型被打包成适配智能硬件（不含服务器）的SDK，可进行设备端离线计算。满足推理阶段数据敏感性要求、更快的响应速度要求

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基础接口封装完善，满足灵活的应用侧二次开发

提供基础版、加速版（已支持通用x86、通用ARM芯片）两种版本，可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了解加速版性能：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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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一体方案

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了解更多了解更多

提供与模型深度适配的高性能硬件方案，多种算力、价位可选

可应用于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

智能数据服务

全方位支持训练数据的采集、标注、质检、增强，助力提升模型效果

数据采集

在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中，可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

可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

点击了解功能说明：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智能标注

针对物体检测模型，可通过智能标注降低标注成本

启动后，只需标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出同等效果的模型

在图像分割任务中还提供“自动识别轮廓标注”来自动标注目标轮廓，降低标注成本

多人标注

训练物体检测模型前，可与其他用户共享数据集，实现多人分工标注数据后再集中训练模型

采集/标注支持

联合第三方数据标注合作伙伴，提供全面且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采集、标注服务

可在AI市场选择合适的数据服务商

图像分类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图像-图像分类，请您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模型类型。

EasyDL图像支持定制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三类模型，三类模型的功能区别如下：

图像分类：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适用于图片内容单一、需要给整张图片分类的场景

物体检测：检测图中每个物体的位置、名称。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要识别、或要识别主体位置及数量的场景

图像分割：对比物体检测，模型可像素级识别目标。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需识别其位置或轮廓的场景

应用场景

图像分类是AI视觉应用中最经典的能力，常见的应用场景如下：

图片内容检索：定制训练需要识别的各种物体，并结合业务信息展现更丰富识别结果

图片审核：定制图像审核规则，如训练直播场景中抽烟等违规现象

制造业分拣或质检：定制生产线上各种产品识别，进而实现自动分拣或者质检

医疗诊断：定制识别医疗图像，辅助医生肉眼诊断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如果文档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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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之前需要在数据中心【创建数据集】，添加并标注数据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首先想好分类如何设计，每个分类为你希望识别出的一种结果，如要识别水果，则可以以“apple”、“pear”等分别作为一个分类；如果是审核的场

景判断合规性，可以以“qualified”、“unqualified”设计为两类，或者“qualified”、“unqualified1”、“unqualified2”、“unqualified3”……设计为多类。

注意： 目前单个模型的分类上限为1000类

准备数据准备数据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图片：

每个分类需要准备20张以上20张以上

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图片

如果不同分类的图片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图片，尽量提升图片数据的丰富度

一个模型的图片总量限制10万张10万张（每个账户的图片数量上限为10万张）

图片格式要求：图片格式要求：

1、目前支持图片类型为png、jpg、bmp、jpeg，图片大小限制在14M以内

2、图片长宽比在3:1以内，其中最长边小于4096px，最短边大于30px

图片内容要求：图片内容要求：

1、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如果是需要识别白天光照下的物体，就不能使用夜晚拍摄的图片数据

2、每个分类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训练图片场景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

如果要识别的主体在图片中占比较大，模型本身的泛化能力可以保证模型的效果不受很大影响

如果识别的主体在图片中占比较小，且实际环境很复杂无法覆盖全部的场景，建议用物体检测的模型来解决问题（物体检测可以支持将要识别

的主体从训练图片中框出的方式来标注，所以能适应更泛化的场景和环境）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可以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可以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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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集并在线标注

在完成了设计分类与准备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导入数据：

导入未标注/分类的数据，在线进行数据标注

直接导入标注/分类好的数据

导入未标注数据导入未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支持上传图片、压缩包，或通过API导入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图像类模型的数据集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上传未标注数据后，即可进入「标注数据集」页面进行在线标注。标注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在右侧标签栏新建并选定标签即可

标签名支持中英文数字中下划线，不超过256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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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标注批量标注 当图片数量较多

时，推荐您批量标注：选择好属于同一类的图片后，点击对应标签即可完成标注

导入已标注数据导入已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支持上传压缩包，或通过API导入

压缩包支持通过两种格式上传，点击「上传压缩包」，即可查看详细的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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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仅支持选择图像分类数据集

数据集智能标注

使用智能标注功能可降低数据的标注成本。启动后，系统会从数据集所有图片中筛选出最关键的图片并提示需要优先标注。通常情况下，只需标

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相比，模型效果几乎等同

整体流程以图像分类的智能标注流程为例:

创建智能标注任务创建智能标注任务

启动图像分类数据集的智能标注前，请先检查以下是否已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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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需要识别的分类标签都已创建

每个标签的图片数不少于10个

所有需要标注的图片都已加入数据集，且所有不相关的图片都已删除

若已满足，即可从导航栏进入「数据服务」-「智能标注」，创建智能标注任务，系统会基于您选择数据类型及数据量级，自动预估任务运行时

长。

智能标注分为两种任务类型：主动学习主动学习、指定模型指定模型

主动学习主动学习适合您在首次上传数据，没有使用数据训练过模型的情况下进行。智能标注算法会通过您已标注数据的规则，去标注数据

指定模型指定模型适合您已将需要智能标注的数据进行过模型训练，且模型精度表现良好（评估指标90%以上）时选择。智能标注算法将会以指定模型为

基础去智能标注数据

主动学习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仅需选择需要智能标注的数据集即可发起智能标注任务

指定模型指定模型 当选择指定模型后，除了选择需要进行智能标注的数据集，还需选择智能标注算法的模型。支持从EasyDL/BML已训练的模型中选择，

同时也支持从历史智能标注产生的模型中选择，建议选择所选数据集的数据训练产生的精度表现良好（评估指标90%以上）的模型

系统筛选难例系统筛选难例

系统会分批筛选出最关键需标注的图片，即难例图片。

Tips：难例筛选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您可以正常进行其他未标注图片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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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确认难例用户确认难例

智能标注任务启动后，系统为您自动筛选难例，您可以通过总览页查看进度按钮查看当前难例筛选进度，同时，进度图中也会全局展示您处于难

例筛选的具体哪一环节，以便您的操作后续。 筛选难例完成后，绿色进度条会进展到确认难例阶段，您可以点击【确认难例】完成对预标注结果

的人工确认。

我们为您的人工确认提供两种模式：

单张确认，在该模式下支持您对预标注结果进行修正后点击保存

一键保存所有标注，为提升您的确认效率，默认您对难例的预标注结果全部满意，即可进入下一阶段

标注难例的预训练模型，也会对您无标注信息下的图片进行预标注结果的展示，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完成标注确认，确认后该张图片将升级

为已标状态，该环节并非是您进入智能标注下一阶段的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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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

当您对难例完成确认后，您可以根据本轮次预标注的结果是否满意，判断您是否还需要进入下一轮难例筛选阶段，如果满意本轮难例的预标注效

果，系统将自动为您系统其他的未标图片打标签。 

中止任务中止任务

当您在任务运行中想要中止任务时，可实时点击标注页面右上方【中止任务】按钮，任务将被提前结束。 

其他操作提示其他操作提示

在智能标注任务中，有任务上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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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五条智能标注任务同时运行，超过该上限您需要中止其他任务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

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

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如多次失败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问题反馈问题反馈

您在使用EasyData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联系我们：

在社区咨询

在论坛发帖提交问题，也可以在论坛与其他用户一起交流。前往论坛

提交工单

如果使用EasyData遇到其他任何问题或任何bug，您可以点此提交工单

添加微信小助手留言

请在微信搜索“BaiduEasyDL”，并备注暗号 “EasyData”，添加小助手后留言。

数据集管理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的图片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图片的便捷上传和管理。EasyDL图像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

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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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na

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数据集列表API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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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分类（标签）列表API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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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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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

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

10000个汉字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否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若为空，则只上传图片，不上传标签/分类。若不为空，则应在数组中包含以下前面带+的参数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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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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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

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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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

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数据质检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该功能旨在对您数据集中的图像数据进行质量检测，通过提供客观指标，为您对数据集的下一步操作（标注、清洗等）进行参照引导。

整体质检报告将包括对原图、标注信息两个层面的指标进行统计，本期先上线原图维度的质检指标，标注层面的质检指标敬请期待。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功能入口Step 1 功能入口

您可从数据总览页操作列点击【质检报告】或查看页面点击【质检报告】进入该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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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指标查看Step 2 指标查看 本期报告分为整体指标和分布指标两类。整体指标包括数据集存储大小、图片数量、破损图像数三类；分布指标包括色彩分布

空间、图像存储大小分布、高宽比分布、分辨率分布、色偏分布五类。

可以通过切换数据集版本查看不同版本下质检报告。

Step 3 对应处理Step 3 对应处理 可通过hover具体指标数值进行相关操作，以高宽比分布为例：

第一步，高宽比大于3.6的超长图hover显示有1张图片比，支持点击

第二步，点击后进入符合该指标的图片操作页，可针对筛选后图片进行删除、标注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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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图像分类创建模型

在导航【创建模型】中，填写模型名称、联系方式、功能描述等信息，即可创建模型。

操作示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注：1. 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图像分类训练操作说明

数据提交后，可以在导航中找到【训练模型】，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注：1.启动训练前请确保数据已经标注完成，否则无法启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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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述训练功能点中，标注为星号（*）的功能为非必要选择项，可根据实际需求考虑是否使用

① 选择模型①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② 添加数据②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分类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以在30min内训练完成

TipsTips：

如只有1个分类需要识别，或者实际业务场景所要识别的图片内容不可控，可以在训练前勾选"增加识别结果为[其他]的默认分类"。勾选后，模

型会将与训练集无关的图片识别为"其他"

如果同一个分类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集里，可以在训练时同时从这些数据集里选择分类，模型训练时会合并分类名称相同的图片

添加自定义验证集*添加自定义验证集* AI模型在训练时，每训练一批数据会进行模型效果检验，以某一张验证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通过验证结果反馈去调节训练。

可以简单地把AI模型训练理解为学生学习，训练集则为每天的上课内容，验证集即为每周的课后作业，质量更高的每周课后作业能够更好的指导

学生学习并找寻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成绩。同理AI模型训练的验证集也是这个功效。 

注：学生的课后作业应该与上课内容对应，这样才能巩固知识。因此，验证集的标签也应与训练集完全一致。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

应与平时作业不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

试，这样才能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注：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配置数据增强策略配置数据增强策略

深度学习模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的标注数据集。通常来说，通过增加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往往能提升模型的效果。当在实践中无法

收集到数目庞大的高质量数据时，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扰动从而产生"新"数据。模型会通过学习大量

的"新"数据，提高泛化能力。

你可以在「默认配置」、「手动配置」、「自动数据增强」3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完成数据增强策略的配置。

默认配置默认配置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就可以选择默认配置。后台会根据你选择的算法，自动配置必要的数据增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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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EasyDL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增强算子供开发者手动配置。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算子功能说明或训练页面的效果展示，来了解不同算子的功能：

算子名算子名 功能功能

ShearX 剪切图像的水平边

ShearY 剪切图像的垂直边

Translate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图像

TranslateY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图像

Rotate 按指定角度旋转图像

AutoContrast 自动优化图像对比度

Contrast 调整图像对比度

Invert 将图像转换为反色图像

Equalize 将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Solarize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Posterize 减少每个颜色通道的bits至指定位数

Color 调整图像颜色平衡

Brightness 调整图像亮度

Sharpness 调整图像清晰度

Cutout 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自动数据增强自动数据增强 在训练方式选择「精度提升配置包」选项后，此处数据增强策略提供「自动数据增强」选项。自动数据增强算法会根据您数据的特

性，自动选择数据增强算子。使用付费机型训练的用户请注意，自动数据增强算法可能会增加模型训练时间。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查看版本配置」中，查看配置记录：

配置建议配置建议

算子的配置建议贴合实际场景。

比如，数字识别的数据集中，因为对数字的旋转很有可能导致错误样本的产生，所以不建议对数字数据集进行旋转操作。再比如，检测数据集

中，如果标注量比较少，就可以通过随机平移的算子增强数据集，模型也更容易学习到目标物体的平移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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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训练配置③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API」、「EasyEdge本地部署」

不知道如何选择？请参考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API」，则可按需选择训练方式

增量训练*增量训练* 增量训练：在模型迭代训练时，用户在原训练数据上增加了训练数据，可通过加载原训练数据训练的模型参数进行模型训练。这样可

让模型收敛速度变快，训练时间变短，同时在数据集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模型效果也会更好。

注：1. 仅可选择同一部署方式下的训练的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版本

2. 增量训练时所选择的标签应完全包含基准模型的标签。例如基准模型训练的标签为“A”、“B”，那么增量训练时的标签至少有“A”、“B”，不能

只有“A”，不能为“C”，可以是“A”、“B”、“C”。

训练方式训练方式 EasyDL目前提供完全免费的「常规训练」，以及限时免费的「精度提升配置包」两种选项。

「常规训练」包括EasyDL历史提供的「高精度」、「高性能」等模型选择，以及常规的模型训练配置

「精度提升配置包」选用百度自有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让模型有更好的精度效果。并提供按云调用时延选择网络模型的形式，根据您实际应

用场景需求，选择更合适的模型。另外，EasyDL会持续在「精度提升配置包」中新增提升模型精度效果的配置策略，敬请期待。

自动超参搜索*自动超参搜索* 自动超参搜索目前仅在精度提升配置包的选项下提供。选择开启自动超参搜索后，算法会多次实验，自动搜寻出适合模型训练的

各种参数，来达到高精度的模型效果。

注：开启自动超参搜索后会增加3倍以上的训练时间，请根据实际需求考虑后选择

高级训练配置*高级训练配置* 高级训练配置开关默认关闭，建议对深度学习有一定了解的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使用。高级训练配置目前提供「输入图片分辨

率」、「epoch」、「数据不平衡优化」三个配置项

输入图片分辨率：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输入图片分辨率，如目标主体在图片中较小，就可适当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增强目标在数据层

面的特性。推荐值为该类算法任务输入图片分辨率普遍最优值。

epoch：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如有训练数据集较大，模型训练不充分，模型精度较低的情况，可适当设置较大epoch值（大于100），

使模型训练更完整。

数据不平衡优化：适用于不同分类图片量差异较大的情况。当不同分类之间图片数量差异超过10倍以上时，建议开启。开启后可提升模型准

确率及泛化能力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不同的部署方式下，可以选择不同的算法。每个算法旁边有一个小问号，可以查看详细说明。

例如：选择「公有云API」后，可以在「高精度」、「高性能」、「AutoDL Transfer」3种算法中选择。鼠标移动到「AutoDL Transfer」右侧的问

号上，可以看到对AutoDL算法的详细说明。

高精度模型在识别准确率上表现较好，但在识别速度上表现较弱。高性能模型反之。

如果你已从AI市场购买了模型算法，也可以基于已购模型的算法训练： 前往AI市场购买>

本地部署的用户可在算法推理性能大表中查看具体硬件上评测的性能信息

③ 添加数据③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分类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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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以在30min内训练完成

TipsTips：

如只有1个分类需要识别，或者实际业务场景所要识别的图片内容不可控，可以在训练前勾选"增加识别结果为[其他]的默认分类"。勾选后，模

型会将与训练集无关的图片识别为"其他"

如果同一个分类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集里，可以在训练时同时从这些数据集里选择分类，模型训练时会合并分类名称相同的图片

添加自定义验证集*添加自定义验证集* AI模型在训练时，每训练一批数据会进行模型效果检验，以某一张验证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通过验证结果反馈去调节训练。

可以简单地把AI模型训练理解为学生学习，训练集则为每天的上课内容，验证集即为每周的课后作业，质量更高的每周课后作业能够更好的指导

学生学习并找寻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成绩。同理AI模型训练的验证集也是这个功效。 

注：学生的课后作业应该与上课内容对应，这样才能巩固知识。因此，验证集的标签也应与训练集完全一致。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

应与平时作业不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

试，这样才能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注：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配置数据增强策略配置数据增强策略

深度学习模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的标注数据集。通常来说，通过增加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往往能提升模型的效果。当在实践中无法

收集到数目庞大的高质量数据时，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扰动从而产生"新"数据。模型会通过学习大量

的"新"数据，提高泛化能力。

你可以在「默认配置」、「手动配置」、「自动数据增强」3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完成数据增强策略的配置。

默认配置默认配置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就可以选择默认配置。后台会根据你选择的算法，自动配置必要的数据增强策略。

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EasyDL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增强算子供开发者手动配置。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算子功能说明或训练页面的效果展示，来了解不同算子的功能：

算子名算子名 功能功能

ShearX 剪切图像的水平边

ShearY 剪切图像的垂直边

Translate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图像

TranslateY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图像

Rotate 按指定角度旋转图像

AutoContrast 自动优化图像对比度

Contrast 调整图像对比度

Invert 将图像转换为反色图像

Equalize 将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Solarize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Posterize 减少每个颜色通道的bits至指定位数

Color 调整图像颜色平衡

Brightness 调整图像亮度

Sharpness 调整图像清晰度

Cutout 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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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数据增强自动数据增强 在训练方式选择「精度提升配置包」选项后，此处数据增强策略提供「自动数据增强」选项。自动数据增强算法会根据您数据的特

性，自动选择数据增强算子。使用付费机型训练的用户请注意，自动数据增强算法可能会增加模型训练时间。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查看版本配置」中，查看配置记录：

配置建议配置建议

算子的配置建议贴合实际场景。

比如，数字识别的数据集中，因为对数字的旋转很有可能导致错误样本的产生，所以不建议对数字数据集进行旋转操作。再比如，检测数据集

中，如果标注量比较少，就可以通过随机平移的算子增强数据集，模型也更容易学习到目标物体的平移不变性。

④ 训练模型④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以在30min内训练完成。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图像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图像分类模型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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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模型评估报告或模型校验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在线校验：可以在左侧导航中找到【校验模型】，在线校验模型效果。校验功能示意图：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准确率、F1-score等。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分

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出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出

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具体的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准确率：准确率： 基于随机测试集进行计算，为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top1-top5准确率top1-top5准确率

对于每一个评估的图片文件，模型会给根据置信度高低，依次给出top1-top5的识别结果，其中top1置信度最高，top5的置信度最低。那么top1的

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结果识别为正确时，判定为正确”给出准确率。top2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或者top2只要有一个命

中正确的结果，即判定为正确”给出的准确率。……以此类推。

模型调优建议模型调优建议 在模型评估中，EasyDL将会通过智能算法对误识别的样本进行归因分析，可推断出误识别的样本对某个模型评估指标的具体影响

以及影响程度，并提供对应优化的方案。同时还可针对某个具体表现不好的标签进行归因分析，针对性优化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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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这个部分支持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以及使用混淆矩阵定位易混淆的分类。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

例如，你训练了一个将小番茄和樱桃分类的模型。在查看小番茄分类的错误示例时，发现错误示例中有好几张图片都是带着绿色根茎的小番茄

（与樱桃比较相似）。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小番茄分类的训练集中，多增加一些带绿色根茎的图片，让模型有足够的数据能够学习到带根茎的

小番茄和樱桃的区别。

这个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

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定位易混淆分类定位易混淆分类

支持按识别错误样本量的绝对数值/相对数值查看混淆矩阵，获得具体到数据级别的精度评价信息。同时支持下载完整的混淆矩阵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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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热力图分析热力图

点击混淆矩阵中带有数字的方格，可以进一步分析对应易混淆分类的示例图，非常直观地对影响模型精度的因素进行判断。

示例图共分为3组，假设选定的易混淆分类是「A分类被误识别为B分类」：

1、实际标注为A分类，但被模型识别为B分类的所有图片

2、被模型准确识别为A分类的图片

3、被模型准确识别为B分类的图片

3组图片均支持查看原图与热力图。其中，热力图可以进一步地解释模型的决策依据，在整图范围内给出影响模型识别结果的像素重要程度，热

力图的色度如下图，颜色越靠右代表像素重要性越高。

以猫狗分类为例：以猫狗分类为例：

如果分类为狗，但被模型误识别为猫的示例图里出现的狗，与模型准确识别为狗的示例图的图片性状大不一致，那可以判断出数据集对某种

性状的狗的识别能力不足，需要继续增加该性状的狗的数据。

如下猫狗的图片，模型给出预测结果为狗，通过热力图的查看，可以看到支持模型给出狗的预测结果的决策依据正是图中狗脸附近像素区

域。

按分类挖掘人工易错标图片按分类挖掘人工易错标图片 在标注数据时可能由于粗心将不属于某类别的图片标注为了该类别，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在评估报告中的「按分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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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人工易错标图片」中即可快速检查到这些图片，并同时完成标签修改。

图像分类模型如何提升效果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可能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我们设计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获得更好的模型效果。

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

服务。服务。

想要提升模型效果，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图片量不少于100个每个类别的图片量不少于1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2. 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量较低，会影响模

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

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功能后，可查找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

效果的持续优化

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1. 为已上线接口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服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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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选择调用时间、分类，并设置筛选条件，查看疑似错误识别的图片

注意：数据将从开通功能后开始存储，最多存储30天的数据。当天调用的数据暂不支持即时查看，可在第二天查看

3. 将接口识别错误的图片添加到指定数据集（建议新建数据集）并纠正结果。后续训练模型时，只需增加包含接口数据的数据集，即可提升模

型效果

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 可前往训练配置页面尝试不同的配置组合，因不同数据集在不同的算法上可能表现不一致，所以建议您多尝试不同的算法选

型后综合挑选精度最高的模型使用，你可以选择如下的配置项：

增量训练

精度提升配置包

自动超参搜索

自定义验证集

数据增强策略

在高级训练配置中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

免训练迭代模式

免训练迭代模式

整体介绍整体介绍 免训练迭代模式是EasyDL针对于“需要高频迭代模型，但模型训练时间成本太高”的用户使用场景推出的新型模型迭代模式，在常规模型

训练完成后开启免训练迭代模式，即可在「免训练模式数据底库」中通过增删数据来迭代模型的预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式下新增一类标

签数据也可以短时间内马上获得新标签预测能力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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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免训练迭代模式仅适合短期内快速获得具备一定精度模型的应用场景，如需获得效果更好的模型，请提升数据量和数据丰富度后进行

模型训练

2. 免训练迭代模式会根据模式开启时的模型和数据生成预测基础模型，基础模型影响后续的预测能力，所以在初次打开免训练迭代模式时，

尽量保证当时的模型和数据质量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①模型训练①模型训练 请创建模型并训练训练模型，在模型训练完成后请勿删除原训练数据

②启动免训练迭代模式②启动免训练迭代模式 模型训练完成之后，打开免训练迭代模式开关，生成「免训练模式数据底库」

注：此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时长与模型训练相差无几

③免训练极速迭代③免训练极速迭代 免训练模式数据底库生成完成后，点击进入数据底库

在数据底库中，您可以点击「扩充数据底库」来批量添加新标签数据，来新增模型的预测能力。也可以通过「批量删除」操作，来删除噪声数

据，提升模型预测精度。

说明：在数据底库中的增删操作，不论数据量的大小都会引起模型更新，建议您确定需要调整的数据后一并操作，避免重复操作，重复等待说明：在数据底库中的增删操作，不论数据量的大小都会引起模型更新，建议您确定需要调整的数据后一并操作，避免重复操作，重复等待

模型发布

图像分类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本地服务器，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方案，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公有云在线服务公有云在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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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支持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不断优化模型效果

纯离线服务纯离线服务 训练完成的模型整体打包为纯离线服务，可下载在本地稳定调用。纯离线服务按部署硬件芯片不同分为本地服务器部署、通用小型设

备部署。为了提供更好的算法与硬件推理效果，EasyDL提供软硬一体方案部署。纯离线服务的整体支持与评测信息可详见算法与性能评测大表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支持服务器API和服务器SDK两种集成方式

模型服务性能表现更好，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例如工业质检、流水线产品分拣等

通用小型设备通用小型设备

训练完成的模型被打包成适配智能硬件的SDK，可进行设备端离线计算。满足推理阶段数据敏感性要求、更快的响应速度要求

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基础接口封装完善，满足灵活的应用侧二次开发

软硬一体方案软硬一体方案

高性能硬件与模型深度适配，多种方案可选。可应用于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了解更多

端云协同服务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公有云部署

如何发布图像分类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选择版本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提

交工单交工单反馈。反馈。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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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赋权接口赋权

在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为接口赋权，需要登录EasyDL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获得由一串数字组成的appid，然后就可以参考接

口文档正式使用了

同时支持在「公有云服务管理」-「权限管理」中为第三方用户配置权限

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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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类API调用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图像分类模型，实现个性化图像识别。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图像分类API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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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input_type 当取值为 url 时，需在请求参数中传入图片的URL string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url 否 string -
如果在请求URL参数中增加“input_type=url”，则该参数必传，否则“image”参数必传。参数内容为URL

string，用户需确保该string是有效的图片URL，否则会下载失败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PHP

JAVA

Python3

C++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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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hp<?php<?php<?php
/**/**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param * @param string $param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
functionfunction  request_postrequest_post(($url$url  ==  '''',,  $param$param  ==  ''''))
{{
        ifif  ((emptyempty(($url$url))  ||||  emptyempty(($param$param))))  {{
                returnreturn  falsefalse;;
        }}

        $postUrl$postUrl  ==  $url$url;;
        $curlPost$curlPost  ==  $param$param;;
        // 初始化curl// 初始化curl
        $curl$curl  ==  curl_initcurl_init(());;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CURLOPT_URL,,  $postUrl$postUrl));;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HEADERCURLOPT_HEADER,,  00));;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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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

部。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批量预测

批量预测批量预测

部署方式为公有云服务的模型训练完成后即可使用批量预测服务。批量预测支持您将已导入百度云BOS数据存储的图片数据进行一次预测任务，

任务完成后会将预测结果保存至百度云BOS数据存储服务中。您可按照如下步骤使用批量预测服务：

①新建批量预测任务①新建批量预测任务 首次使用批量预测功能会提示您开通BOS权限，请按照说明指引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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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页面说明填写相关信息，选择预测模型以及所需预测的数据地址，并选择对应的资源配置。每个账户享有2个小时CPU算力的免费额度每个账户享有2个小时CPU算力的免费额度 

②等待任务运行完成②等待任务运行完成 可根据任务状态查看当前已成功预测的图片数量 

③任务完成，查看数据③任务完成，查看数据 任务完成后可在任务配置时所选择的结果保存BOS地址中查看预测结果数据

本地服务器部署

如何在本地服务器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纯离线服务」或「端云协同服务」 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纯离线服务」，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本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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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部署方式「服务器」

选择集成方式

选择模型、版本、系统和芯片

点击下一步

填写部分信息（注：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点击发布

① 私有API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点击「发布」后，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② 服务器端SDK

将模型封装成适配本地服务器（支持Linux和Windows）的SDK，可集成在其他程序中运行。首次联网激活后即可纯离线运行，占用服务器资源更

少，使用方法更灵活

1、点击「发布」后，前往控制台申请服务器端SDK的试用序列号

2、点击「新增测试序列号」，根据模型类型选择「序列号类型」，填写「新增设备数」（所得序列号数量），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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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线SDK的激活和使用，请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服务器SDK用户请在控制台点击「购买正式授权」，并按照对应步骤激活。

服务器API用户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咨询，通过线下签订合同购买使用。

更多参考更多参考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服务器端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图像分类服务器端SDK支持Linux、Windows两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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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Intel CPU: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HUAWEI Atlas 300: x86_64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

上

NVIDIA G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

CUDA 9.x + cuDNN 7.x

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页面查看评测信息表

激活&使用步骤激活&使用步骤

离线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三步：

① 下载SDK后，在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②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③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GPU SDK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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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NVIDIA GPU （普通版，加速版）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64位Windows Server 2012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非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4.x 或者 CUDA 11.7.x + cuDNN 8.4.x

GPU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orch）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0.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9.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x.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3.1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GPU底层引擎升

级，下线基础版CUDA10.0及以下版本支持 | | 2022-09-15 | 1.7.0 | 优化模型算法；GPU CUDA9.0 CUDA10.0 标记为待废弃状态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

化升级；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修复已知问题| | 2021-08-19 | 1.3.2 |

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

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19|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8|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6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5| 更新加速版tensorrt版本，支持高精度检测

| | 2020.03.13 | 1.1.14| 支持声音分类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算法的CPU加速版，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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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SDK默认使用cuda9版本，如果需要cuda10请运行EasyEdge CUDA10.0.bat切换到cuda10版本，之后打开EasyEdge.exe，输

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
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
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 安装six· 安装six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 安装librosa· 安装librosa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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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178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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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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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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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

应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追踪

硬件支持：

CPU 基础版: - intel x86_64 * - AMD x86_64 - 龙芯 loongarch64 - 飞腾 aarch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Intel®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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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GPU: x86_64 PC

寒武纪 Cambricon MLU270

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百度昆仑XPU K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 百度昆仑XPU R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华为Atlas 300

海光DCU: x86_64 PC

寒武纪 MLU370 on x86_64

操作系统支持：Linux

根据开发者的选择，实际下载的版本可能是以下版本之一：

EasyDL图像

x86 CPU 基础版

x86 C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加速版

x86 mlu270基础版

x86 SC5+基础版

Phytium MLU270基础版

Phytium XPU基础版

Phytium Atlas300I基础版

Hygon DCU基础版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

2.29
1.7.2 模型性能优化；推理库性能优化

2022.1

0.27
1.7.1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升级海光DCU SDK，需配套rocm4.3版本使用；Linux GPU基础版下线适用于CUDA10.0及以

下版本的SDK；Linux GPU加速版升级推理引擎版本

2022.0

9.15
1.7.0

Linux GPU加速版升级预测引擎；Linux GPU加速版适用于CUDA9.0、CUDA10.0的SDK为deprecated，未来移除；新增实例分

割高性能模型离线部署；性能优化

2022.0

7.28
1.6.0 Linux CPU普通版、Linux GPU普通/加速版、Jetson新增目标追踪模型接入实时流的demo

2022.0

5.27
1.5.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2.0

5.18
1.5.0

GPU加速版max_batch_size参数含义变更；修复GPU加速版并发预测时部分图片结果预测错误及耗时增加问题；CPU普通版预

测引擎升级；新增版本号头文件；新增飞腾Atlas300I支持，并且在EasdDL新增多种加速版本；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

新增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新增Tensor In/Out接口和Demo

2022.0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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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2022.0

3.25
1.4.0 新增支持海光服务器搭配海光DCU加速卡;

2021.1

2.22
1.3.5 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新增支持飞腾MLU270服务器、飞腾XPU服务器

2021.1

0.20
1.3.4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新增支持飞腾CPU、龙芯CPU服务器、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BM1684、寒武纪MLU270；大幅

提升EasyDL GPU加速版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2021.0

8.19
1.3.2 CPU、GPU普通版及无损加速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

2021.0

6.29
1.3.1

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分类模型的batch预测，CPU加速版支持分类、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GPU加速版支持

CUDA11.1；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擎升级

2021.0

5.13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2021.0

3.09
1.2.1

GPU新增目标追踪支持,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EasyDL高性能检测模型和均衡检测模型CPU加速版新

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1.0

1.27
1.1.0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

2020.1

2.18
1.0.0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2020.1

1.26
0.5.8 EasyDL经典版分类模型CPU加速版里新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0.1

0.29
0.5.7 新增CPU加速版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超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和EasyDL经典版图像分割模型

2020.0

9.17
0.5.6 性能优化，支持更多模型

2020.0

8.11
0.5.5 提升预测速度；支持百度昆仑芯片

2020.0

5.15
0.5.3 优化性能，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2020.0

4.16
0.5.2 支持CPU加速版；CPU基础版引擎升级；GPU加速版支持多卡多线程

2020.0

3.12
0.5.0 x86引擎升级；更新本地http服务接口；GPU加速版提速，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2020.0

1.16
0.4.7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

2.26
0.4.6 支持海思NNIE

2019.1

1.02
0.4.5 移除curl依赖；支持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2019.1

0.25
0.4.4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2019.0

9.23
0.4.3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2019.0

8.30
0.4.2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高精度模型

2019.0

7.25
0.4.1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7.25
0.4.0 支持Xeye, 细节完善

2019.0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184



2019.0

6.11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5.16
0.3.2 新增NVIDIA GPU支持；新增armv7l支持

2019.0

4.25
0.3.1 优化硬件支持

2019.0

3.29
0.3.0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2019.0

2.20
0.2.1 paddle引擎支持；效果提升

2018.1

1.30
0.1.0 第一版！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

正确适配新发布出来部署包中的RES模型。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86_64, Ubuntu 18.04, gcc 7.4

Tesla P4, Ubuntu 16.04, cuda 9.0, cudnn 7.5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TCL r1.0

aarch64, Kylin V10, gcc 7.3

loongarch64, Kylin V10, gcc 8.3

Bitmain SC5+ BM1684, Ubuntu 18.04, gcc 5.4

x86_64 MLU270，Ubuntu 18.04, gcc 7.5

phytium MLU270，Kylin V10，gcc 7.3.0

phytium XPU，Kylin V10，gcc 7.3.0

hygon DCU, CentOS 7.8 gcc 7.3.0

XPU K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K200 aarch64, Ubuntu 18.04

XPU R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R200 aarch64, Ubuntu 18.04

MLU370, x86_64, Centos7.6.1810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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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v3.4.11 (可选)

cuda9.0_cudnn7 (使用NVIDIA-GPU时必须)

XTCL 1.0.0.187 (使用昆仑服务器时必须)

Rocm4.3, Miopen 2.14(使用海光DCU服务器时必须)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以下步骤均可选，请开发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选择安装。

(可选) 安装cuda&cudnn(可选) 安装cuda&cudnn

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

对于GPU基础版，若开发者需求不同的依赖版本，请在PaddlePaddle官网 下载对应版本的 或参考其文档进行编译，覆盖lib文件

夹下的相关库文件。

(可选) 安装TensorRT(可选) 安装TensorRT

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

下载包中提供了对应 cuda9.0、cuda10.0、cuda10.2、cuda11.0+四个版本的 SDK，cuda9.0 和 cuda10.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0.0.11，cuda10.2 及以上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8.4，请在这里下载对应 cuda 版本的 TensorRT，并把其中

的lib文件拷贝到系统lib目录，或其他目录并设置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XTCL(可选) 安装XTCL 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 请安装与1.0.0.187版本兼容的XTCL。必要时，请将运行库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Rocm、Miopen(可选) 安装Rocm、Miopen

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

海光DCU SDK依赖Rocm 4.3和Miopen 2.14版本，推荐使用easyedge镜像

(registry.baidubce.com/easyedge/hygon_dcu_infer:1.0.2.rocm4.3)，SDK镜像内运行，镜像拉取方式(

)，关于海光DCU使用更多细节

可参考paddle文档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参数配置结构体 的成员函

数 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3. 测试Demo3. 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Intel CPU上运行CPU加速版，如果thirdparty里包含openvino文件夹的，必须在

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如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libpaddle_fluid.solibpaddle_fluid.so

wget https://aipe-easyedge-wget https://aipe-easyedge-

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source ${cpp_kit位置路

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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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demo运行效果：

对于支持批量预测的模型和SDK，可在使用前修改demo_image_inference或demo_batch_inference里的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详情请参考下方使用说明-其他配置部分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ON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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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追踪的模型，请选择一段视频，并耐心等待结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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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片不限制大小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配置列表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相关配置均可以通过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对应的key名称加上前缀 即为环境变量的key。如序列号配置的环境变量key

为 ，如指定CPU线程数的环境变量key为 。 注意：通过代

码设置的配置会覆盖通过环境变量设置的值。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DGE_EDGE_

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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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intint trackid trackid;;    // 轨迹id// 轨迹id
        intint frame frame;;    //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 跟踪状态// 跟踪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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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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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可以参考 文件。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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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或视频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

图片测试：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视频测试

Python请求示例 (注意：区别于图片预测，需指定 ；否则会调用图片推理接口）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Content-Type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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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4''./1.mp4',,  'rb''rb'))  asas f f::
    video_data     video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headers     headers=={{'Content-Type''Content-Type'::  'video''video'}},,
     data     data==video_datavideo_data))..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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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CONTROLLER_KEY_LOG_BRAND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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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2. CPU线程数设置2. CPU线程数设置

CPU线程数可通过 配置

3. 批量预测设置3. 批量预测设置

GPU 加速版GPU 加速版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GPU 加速版 SDK 除了支持上面介绍的通用接口外，还支持图片的批量预测，预测接口如下：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

口的介绍。

运行参数选项运行参数选项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GPU加速版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44));;

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
    ...    ...
}}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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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这在多进程加载同

一个模型的时候是有用的。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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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和 multi predictor。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GPU 加速版 SDK 的多线程分为单卡多线程和多卡多线程两种。 单卡多线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单卡所支持的最大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 多卡多线程：多卡的

支持是通过创建多个 predictor，每个 predictor 对应一张 GPU 卡，predictor 的创建和 init 的调用放在主线程，通过多线程的方式调用 infer 接

口。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

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部分显卡存在此问

题，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

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持。

昆仑服务器昆仑服务器 昆仑服务器SDK支持将EasyDL的模型部署到昆仑服务器上。SDK提供的接口风格一致，简单易用，轻松实现快速部署。Demo的测试

可参考上文中的测试Demo部分。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昆仑服务器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设置需要使用的加速卡的卡号。

：设置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图片数量。

使用方法：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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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调优模型调优 通过设置如下环境变量，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对模型调优，从而让预测的速度更快。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根据显存大小和模型配置。调整合适的初始 fraction_of_gpu_memory。 参数的含义参考这里。

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intint batch_size  batch_size ==  11;;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batch_size batch_size));;

exportexport  XPU_CONV_AUTOTUNEXPU_CONV_AUTOTUNE==55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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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同上面8的问题类似，没有正确设置动态

库的查找路径，可通过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thirdparty/opencv/lib文件夹解决

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 请确保安装OpenCV时，添加了 选

项（或者GStream选项），并且检查OpenCV的安装日志中，关于 段落的说明是否为 。

如果为NO，请搜索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为依赖没有安装，以apt为例：

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

的 移除，并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

将 移除并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和 BML。

EasyDL 通用版：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加速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加速版)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DWITH_FFMPEG=ON-DWITH_FFMPEG=ON

Video I/OVideo I/O YESYES

--   Video I/O:--   Video I/O:
--     DC1394:                      YES (ver 2.2.4)--     DC1394:                      YES (ver 2.2.4)
--     FFMPEG:                      YES--     FFMPEG:                      YES
--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       avutil:                    YES (ver 54.31.100)--       avutil:                    YES (ver 54.31.100)
--       swscale:                   YES (ver 3.1.101)--       swscale:                   YES (ver 3.1.101)
--       avresample:                NO--       avresample:                NO
--     libv4l/libv4l2:              NO--     libv4l/libv4l2:              NO
--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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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27 1.3.5 新增华为Atlas300、飞腾Atlas300 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分割

2022.09.15 1.3.3 EasyDL CPU普通版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2022.05.27 1.3.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1.12.22 1.2.7 声音分类模型升级

2021.10.20 1.2.6 CPU基础版、CPU加速版、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2021.08.19 1.2.5 CPU基础版、CPU无损加速版、GPU基础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

2021.06.29 1.2.4 CPU、GPU新增EasyDL目标跟踪支持；新增http server服务启动demo

2021.03.09 1.2.2 EasyDL CPU加速版新增支持分类、高性能检测和均衡检测的量化压缩模型

2021.01.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3.12 1.1.14 新增声音识别python sdk

2020.02.12 1.1.13 新增口罩模型支持

2020.01.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2019.12.04 1.1.10 支持图像分割

2019.10.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8.29 1.1.8 CPU 加速版支持

2019.07.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5.16 1.1.3 NVIDIA GPU 支持

2019.03.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的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

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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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

式的数据需要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基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使用表格预测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安装

 另外ml算法

安装（目前只支持python3.7） pip install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不同cuda版本的环境，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安装安装

OpenVINOOpenVINO 使用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1）请参考 1）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cuda、cudnn安装 cuda、cudnn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依赖的版本为 cuda9.0、cudnn7。版本号必须正确。

安装 pytorch（torch >= 1.7.0)安装 pytorch（torch >= 1.7.0)

目标跟踪模型的预测必须安装pytorch版本1.7.0及以上（包含： 、 ）。

目标跟踪模型 还需安装依赖cuda、cudnn。

关于不同版本的pytorch和CUDA版本的对应关系：pytorch官网 目标跟踪模型还有一些列举在requirements.txt里的依赖（包括torch >=

1.7.0），均可使用pip下载安装。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

ffmpegffmpeg

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

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  

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

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

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0.1的#CUDA10.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CUDA10.2的PaddlePaddle#CUDA10.2的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0的#CUDA11.0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1的#CUDA11.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2的#CUDA11.2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x86_64 CPU 加速版x86_64 CPU 加速版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Nvidia GPU 加速版Nvidia G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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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GPU 加速版4. GPU 加速版 使用 GPU 加速版，在安装完 whl 之后，必须：

1. 从这里下载 TensorRT7.0.0.11 for cuda9.0，并把解压后的 lib 放到 C++ SDK 的 lib 目录或系统 lib 目录

2. 运行时，必须在系统库路径中包含 C++ SDK 下的 目录。如设置

如果是使用 C++ SDK 自带的编译安装的 OpenCV，LD_LIBRARY_PATH 还需要包括 C++ SDK的 build 目录下的  目录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 ，运行时可能报错：

5. 测试 Demo5. 测试 Demo

5.1 图片预测5.1 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lib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cdcd  ${SDK_ROOT}${SDK_ROOT}

**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
tartar -xzvf python/*.tar.gz -xzvf python/*.tar.gz
pip pip installinstall -U  -U {{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

**2. 设置 LD_LIBRARY_PATH****2. 设置 LD_LIBRARY_PATH**
tartar -xzvf cpp/*.tar.gz  -xzvf cpp/*.tar.gz 
exportexport  EDGE_ROOTEDGE_ROOT==$($(readlink -f readlink -f $($(ls -h ls -h ||  grepgrep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baidu_easyedge_linux_cpp"))))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GE_ROOT$EDGE_ROOT/lib/lib

**3. 运行 demo****3. 运行 demo**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thirdparty/libthirdparty/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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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视频文件路径 / 摄像头id / 网络视频流地址，运行：

6. 测试Demo HTTP 服务6.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RESRES

**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
**1 本地视频文件****1 本地视频文件**
**2 摄像头的index****2 摄像头的index**
**3 网络视频流****3 网络视频流**
**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video_typevideo_type}}  {{video_srcvideo_src}}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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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license license==serial_keyserial_key))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py里::****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xxxx,, device device==xxxx,, engine engine==xxxx,, device_id device_id==xxxx))****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infer_cfg_file          infer_cfg_file=='infer_cfg.json''infer_cfg.json',,
          device_id          device_id==00,,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str           config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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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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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

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 dict1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像素坐标(tlwh)

id dict2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id

score dict3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识别置信度

label dict4 class_idx(int)与label(string)的对应关系

class_num int 追踪类别数

预测声音预测声音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式的数据需要

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集成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defdef  infer_frameinfer_frame((selfself,, frame 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param frame:   :param frame:
   :param threshold:   :param threshold:
   :return:   :return:
   """   """

dictdict

resampy pydubresampy pydub

ffmpeg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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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的类别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A: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A: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A: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defdef  infer_soundinfer_sound((selfself,,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

       Args:       Args: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confidence           threshold: confidenc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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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到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华为Atlas300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Linux集成文档-Atlas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Atlas SDK的使用方法。

注意Atlas有两种产品形态，Atlas 200和Atlas 300，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

硬件支持：

CPU: aarch64

Atlas 300 卡

操作系统支持：Atlas指定的Linux版本， Ubuntu 16.04 x86_64 或 centos 7 x86_64 ， 请从Atlas文档中下载。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3.23 0.1 初始版本，支持图像分类

性能数据性能数据

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值根据使用线程数、利用率等情况可能有所波动

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模型算法模型算法 芯片类型芯片类型 SDK类型SDK类型 实测硬件实测硬件 单次预测耗时单次预测耗时

EasyDL 图像分类 高性能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9ms

EasyDL 图像分类 高精度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12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性能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11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精度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31ms

atlas 300 加速卡注意事项atlas 300 加速卡注意事项

一般服务器（HOST侧）安装多个300加速卡，,每个300加速卡有4个芯片。一个芯片（DEVICE侧）可以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系统，并且不共享储存

系统。

每个芯片都有独立的device-id，可以通过命令查看：

由于模型需要在芯片上运行。因此运行SDK前，需要手动将模型复制到每个单独芯片的储存系统上。

测试atlas 300的官方demo测试atlas 300的官方demo

环境准备环境准备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搭建环境，测试HelloDavinci demo通过后，再测试本demo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可选）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可选）

请在咨询华为技术人员后，修改Device登录密码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sudo npu-smi infosudo npu-smi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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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ubuntu 16.04, Atlas 800 服务器指定版本;

Atlas DDK 的ddk_info信息：

1.安装软件1.安装软件

2. 测试Demo2. 测试Demo

编译运行：编译运行：

下载后，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Step 0：使用HwHiAiUser登录

Step 1： 运行一次install-demo.sh脚本，会得到测试demo。

Step 2：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的开始处license_key字段。

step3： 准备测试图片

覆盖image目录下的 1.jpg，更多图片可以用于demo中的批量测试模式

step4(可选)： 修改test_300.sh下的以下开发板登录信息

step5: 运行demo，会自动编译OpenCV 3.4库, 如果报错请自行编译，目录设置在 OpenCV_install_dir

图像分类demo运行效果：

sshssh HwHiAiUser@192.168.1.199 HwHiAiUser@192.168.1.199
**登录后会强制修改密码****登录后会强制修改密码**
sshssh HwHiAiUser@192.168.1.198 HwHiAiUser@192.168.1.198

{{
        "VERSION""VERSION"::  "1.3.8.B902""1.3.8.B902",,  
        "NAME""NAME"::  "DDK""DDK",,  
        "TARGET""TARGET"::  "ASIC""ASIC"
}}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sshpass build-essential sshpass build-essential

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

exportexport  DDK_PATHDDK_PATH==$HOME$HOME/tools/che/ddk/ddk /tools/che/ddk/ddk # ddk的安装路径# ddk的安装路径

declaredeclare -a  -a DIVICE_IPSDIVICE_IPS==(("192.168.1.199""192.168.1.199"))  # 300加速卡芯片的ip地址，device=0 对应192.168.1.199# 300加速卡芯片的ip地址，device=0 对应192.168.1.199
DEVICE_PASSWORDDEVICE_PASSWORD=="Huawei@SYS3""Huawei@SYS3"  # 之前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 之前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
MAIN_CPPMAIN_CPP=="demo_async.cpp""demo_async.cpp"  # demo_async.cpp" 异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同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异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同步接口

OpenCV_install_dirOpenCV_install_dir==/home/HwHiAiUser/opencv_x64/ /home/HwHiAiUser/opencv_x64/ # OpenCV 3.4版本，需要存在# OpenCV 3.4版本，需要存在
${OpenCV_install_dir}/share/OpenCV/OpenCVConfig.cmake文件${OpenCV_install_dir}/share/OpenCV/OpenCVConfig.cmake文件

cdcd demo demo
shsh test_300.sh test_300.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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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检测的demo运行效果：

SDK接口使用SDK接口使用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同步接口使用流程同步接口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异步接口使用流程异步接口使用流程

[[statstat]]  [[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44 images images))  timetime used: 41ms （at  used: 41ms （at 15837659585311583765958531)) total:705ms total:705ms
[[resultresult]][[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281470472005664281470472005664]] is: n07747607 orange  is: n07747607 orange 0.9736330.973633  950950;;  

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
0.9736330.973633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950950 分类名的序号 分类名的序号

[[statstat]]  timetime used  used :: 101ms 101ms;; all  all timetime used:478 used:478
imagesimages[[33]] result: result:
label:no2_ynenlabel:no2_ynen;;prob:0.985352 loc:prob:0.985352 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
0.9853520.985352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loc: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检测框的位置。 ， 检测框的位置。 ((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表示左上角的点，表示左上角的点，((0.56250.5625,0.988281,0.988281))右下角的右下角的
点；点；
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0.4599610.459961*608,0.839844*608*608,0.839844*608))， 右下角， 右下角((0.56250.5625*608,0.988281*608*608,0.988281*608))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    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 若返回非    # 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2 result2;;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2 result2));;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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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接口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日志及报错日志及报错

日志日志

日志需要开启Atlas 的 INFO级别，/etc/slog.conf中配置关闭zip格式。清空/var/dlog 目录，运行atlas 300 官方示例代码，可以在/var/dlog目录

下看见host和device开头的2个日志文件，中间是明文的info级别的日志

日志共有3处：

host 测的easyedge.log。 当前运行目录下。

device侧的easyedge.device.xxx.log。 device侧的日志，在芯片的同名目录下。

/var/dlog host 与device开头的log文件，ddk运行日志，其中device侧有略微延时

通用错误码通用错误码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predictorpredictor->->set_result_handlerset_result_handler((YOUR_HANDLERYOUR_HANDLER));;

// step 5: 初始化// step 5: 初始化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若返回非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 step 6: 预测图像// step 6: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 kBGR kBGR;;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uint64_tuint64_t seq_id seq_id;;
predictorpredictor->->infer_asyncinfer_async((imgimg,,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0.10.1,,  nullptrnullptr,, seq_id seq_id));;
****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

virtualvirtual  intint  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constconst std std::::stringstring&& license license))  ==  00;;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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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常量常量 解释解释

100000

4

RESOURCE_LOAD_F

AIL

缺少data/model/conf.json文件或者该文件以及被改动。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都不要改动，尝试

使用默认配置。或者按照报错复制到对应目录。

700000

1
AUTH_FAILED 服务端校验序列号失败

700000

2

AUTH_LICENSE_INV

ALID
校验序列号

700000

3

AUTH_LICENSE_EXP

IRED
序列号过期

500001
NET_CURL_PERFOR

M_FAILED
服务端校验序列号的请求因为网络原因失败

600001
GET_MACHINE_ID_F

AILED
没有相关权限，请反馈

Atlas SDK 错误码Atlas SD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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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值值
常量常量 含义含义 报错示例信息报错示例信息 示例解释及解决方式示例解释及解决方式

120000

11

FILE_NOT

_READABL

E

资源文件不可读 data/model/params IS NOT READABLE

data/model/params，这个文件不可读。

SDK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

都不要改动，尝试使用默认配置。或者按

照报错复制到对应目录。

120000

12

HIAI_ERRO

RLIST

_FILE

status.h.list不是原始文件 data/model/status.h.list IS TOO SMALL
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都不

要改动，包括status.h.list

120001

02

PREDICTO

R_NOT_INI

TED

create后没有调用init()函数 please call init() first 调用infer函数前没有调用init()

120001

03

PREDICTO

R_NO_HAN

DLER

create后没有调用

set_result_handler()函数
please call set_result_handler() first

调用infer_async函数前没有调用

set_result_handler(),建议init前调用

120001

04

PREDICTO

R_ALREAD

Y_INITED

init()不管是否成功，不能连续调

用。
don't call init() more than once 如果失败，请再次新建一个Predictor

120001

05

BATCH_SIZ

E

AltasConfig里的batch_size设置与

model_name不符合

model batch size is 1; your config batch

size is 4

batch_size设置里4，model_name设置里

params，不对应导致报错。model_name

应该设置为params-batch4

120001

06

INPUT_WID

TH
preprocess_args.json被改动

model input tensor width is 224; your

config resize is 226
请勿修改preprocess_args.json

120001

07

INPUT_HEI

GHT
同上 同上 同上

120002

01

BATCH_TO

O_MANY_I

MAGES

一次输入的图片大于batch_size too_many_images input:2; batch_size is 1

调用infer函数，输入了2张图片，大于

batch数。如果batch=1的话，每次infer只

能传一张图。

120002

02

IMAGE_FO

RMAT_CHA

NNELS

infer函数输入的color_format与

cv::Mat里的channel数不匹配

EdgeColorFormat is not according to cv

channels; format is 101; channels is 3;

seq_id1

101表示kRGBA，cv::Mat里channel应该期

望是4。如果是直接读的图片，填kBGR。

122000

01

ENGINE_M

ATRIX

_COMMON

Atlas DDK Matrix部分（非

CreateGraph函数）接口报错。即

返回值HIAI_StatusT不是

HIAI_OK。具体解释见Atlas官方文

档。

hiai::Graph::ParseConfigFile

(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066 ; HIAI ERROR CODE is 101

HIAI_GRAPH_PROTO_FILE

_PARSE_FAILED_CODE,

调用hiai::Graph:: ParseConfigFile()返回

16855066， 对应的status.h.list中的错误

码是101。保留日志，具体见Atlas官方文

档。

122000

02

ENGINE_AI

_COMMON

Atlas DDK Device引擎部分

hiai::AIStatus 不为hiai::SUCCESS
_ai_model_manager->Process() 保留日志，具体见Atlas官方文档。

122000

03

ENGINE_M

ATRIX_INIT

Atlas DDK CreateGraph() 初始化

DDK报错。具体解释见Atlas官方

文档。

hiai::Graph::CreateGraph();

data/model/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190 ; HIAI ERROR CODE is 225

HIAI_FILE_NOT_EXIST_CODE,

示例为缺少libatlas_device.so导致

122000

04

EDGEATLA

S_ENGINE

MATRIX_INI

T_DEVICE

Atlas DDK CreateGraph() 初始化

DDK报错，这个报错很可能是

device侧出现问题

hiai::Graph::CreateGraph() ；

data/model/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057 ; HIAI ERROR CODE is 92

HIAI_GRAPH_ENGINE _INIT_FAILED_CODE

需要具体排查DEVICE侧日志再次找具体报

错，发现原因

122000

05

ENGINE_AR

GS_NULL
内部错误 请反馈

123000

01

SYNC_INFE

R_TIMEOU

T

调用infer同步接口时，内部会调用

infer_async函数，这个函数超时
infer sync wait timout more than 10ms

内部会调用infer_async函数超过10ms。1.

不要并发过高 2. 超时参数略微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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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离线API集成说明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图像分类模型发布为本地服务器API（通过API部署包实现）后如何使用。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图像分类模型的服务器API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图像分类模型可部署在CPU或GPU服务器上，单实例具体性能指标参见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部署包，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ImageClassification IP：服务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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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

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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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如何在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SDK-纯离线服务」或「API-端云协同服务」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纯离线服务目前仅支持通过SDK集成，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设备端SDK：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EasyEdge本地部署」-「通用小型设备」

选择版本

选择集成方式

点击发布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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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实际使用设备选择系统与芯片

点击发布

也可以直接在「EasyEdge本地部署」-「纯离线服务」页面点击发布新服务，按上图所述进行申请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前往官方论坛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SDK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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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iOS
iOS 8.0 以上 (A仿生芯片版

要求11.0以上)
ARMv7 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暂不支持模拟器）

Android

通用ARM: Android 19以上

SNPE：Android 21以上

DDK：Android 21以上

通用ARM: 绝大部分的手机和平板 、比较耗时

SNPE：高通Soc，仅支持Qualcomm Snapdragon 450 之后发布的soc。其中 660 之后的型号可能含

有 Hexagon DSP模块，具体列表见snpe 高通骁龙引擎

DDK：CPU支持华为麒麟970N、980的arm-v8a的soc，支持的机型

mate10，mate10pro，P20，mate20等

支持armeabi-v7a arm-v8a CPU 架构, DDK仅支持 arm-v8a

Linux C++

CPU: AArch64 ARMv7l

ASIC: Hisilicon NNIE1.1 on AArch64（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ASIC: Hisilicon NNIE1.2 on ARMv7l（Hi3519AV100/Hi3559V200等）

Linux Python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Linux

Ubuntu

16.04

AArch64 HUAWEI Atlas 200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上

Intel CPU x86_64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说明说明

针对iOS操作系统：虽然SDK库文件很大（ipa文件很大），但最终应用在用户设备中所占用的大小会缩小很多缩小很多，如图像分类下载的ipa文件可如图像分类下载的ipa文件可

能会100M以上，但实际集成在设备中只有20M左右能会100M以上，但实际集成在设备中只有20M左右。 这与multi architechtures、bitcode和AppStore的优化有关。

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页面查看评测信息表

自适应芯片版SDK自适应芯片版SDK

发布SDK时可根据实际应用时的硬件/芯片配置选择最合适的SDK。如“华为NPU版”就是针对华为NPU芯片做了适配与加速的SDK。如实际应用时

需要适配多种芯片，就可以发布“自适应芯片版”SDK，SDK被集成后会自动判断设备的芯片并运行相应的模型。

加速版SDK加速版SDK

发布SDK时，勾选「同时获取加速版」，就可以同时获得适配部分芯片（需选中且右侧带有加速标记）的基础版SDK和加速版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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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加速版SDK已支持Windows X86、Linux ARM、iOS ARM、Android ARM环境，加速后的SDK普遍在包大小、内存占用、识别速度等方面表现

更优，详细对比请见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加速版SDK和基础版的测试方式类似，只需在EasyDL控制台新增「加速版」测试序列号，即可获得3个月的测试期。

激活&使用SDK激活&使用SDK

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四步：

① 在【我的模型】-【服务详情】内下载SDK① 在【我的模型】-【服务详情】内下载SDK

② 在② 在控制台控制台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按单台设备获得授权并使用SDK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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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或iOS操作系统的SDK可以选择按产品线激活（仅支持开发手机APP），序列号与包名（Package Name/Bundle ID）绑定：

③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③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④ 正式使用④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按设备激活时，激活失败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按产品线激活时，激活失败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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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是包名填写错误，请核对与序列号绑定的包名是否与实际包名一致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④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⑤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申请延期后重试

⑥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怎样申请序列号使用延期

序列号激活后有效期为三个月，可以在控制台进行申请，申请流程：

1）填写申请信息

2）等待审核：审核周期通常需要1-3个工作日左右，期间会有工作人员电话回访，请填写有效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手机畅通

Android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 Android 版本：支持 Android 5.0（API 21） 及以上

硬件：支持 arm64-v8a 和 armeabi-v7a，暂不支持模拟器

通常您下载的SDK只支持固定的某一类芯片。

通用ARM通用ARM： 支持大部分ARM 架构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

通用ARM GPU：支持骁龙、麒麟、联发科等带GPU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高通骁龙引擎SNPE高通骁龙引擎SNPE： 高通骁龙高端SOC，利用自带的DSP加速。其中 660 之后的型号可能含有 Hexagon DSP模块，具体列表见snpe

高通骁龙引擎官网。

华为NPU引擎DDK华为NPU引擎DDK：华为麒麟980的arm-v8a的soc。 具体手机机型为mate10，mate10pro，P20，mate20，荣耀v20等。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华为NPU的后续版本，华为麒麟810，820，990的arm-v8a的soc。具体手机机型为华为

mate30，p40，nova6，荣耀v30等。

通用ARM通用ARM有额外的加速版，但是有一定的精度损失。 因GPU硬件限制，通用ARM GPU物体检测模型输入尺寸较大时会运行失败，可以在训练的时

候将输入尺寸设为300*300。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一般情况下推理速度较快。 运行内存不能过小，一般大于demo的assets目录大小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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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支持1.2 功能支持 | 引擎 |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文字识别 

只支持EasyEdge | 姿态估计 | | :-: | :-: | :-: | :-: | :-: | :-: | | 通用ARM | √ | √ | √ | √ | √ | | 通用ARM GPU | √ | √ |||| | 高通骁龙引擎SNPE | √ | √ |||| |

华为NPU引擎DDK | √ | √ |||| |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 √ | √ ||||

1.3 Release Notes1.3 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9.15 0.10.6 SNPE引擎升级；迭代优化

2022.07.28 0.10.5 迭代优化

2022.06.30 0.10.4 支持Android11；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迭代优化

2022.05.18 0.10.3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10.2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迭代优化

2021.12.22 0.10.1 DDK不再支持Kirin 970；迭代优化

2021.10.20 0.10.0
更新鉴权；更新达芬奇NPU、SNPE、通用ARM及ARM-GPU引擎；新增达芬奇NPU对检测模型的支持；支持更多姿态估计

模型

2021.07.29 0.9.17 迭代优化

2021.06.29 0.9.16 迭代优化

2021.05.13 0.9.15 更新鉴权，更新通用arm及通用arm gpu引擎

2021.04.02 0.9.14 修正bug

2021.03.09 0.9.13 更新android arm的预处理加速

2020.12.18 0.9.12 通用ARM引擎升级；新增ARM GPU引擎

2020.10.29 0.9.10 迭代优化

2020.9.01 0.9.9 迭代优化

2020.8.11 0.9.8 更新ddk 达芬奇引擎

2020.7.14 0.9.7 支持arm版ocr模型，模型加载优化

2020.6.23 0.9.6 支持arm版fasterrcnn模型

2020.5.14 0.9.5 新增华为新的达芬奇架构npu的部分图像分类模型

2020.4.17 0.9.4 新增arm通用引擎量化模型支持

2020.1.17 0.9.3 新增arm通用引擎图像分割模型支持

2019.12.26 0.9.2 新增华为kirin麒麟芯片的物体检测支持

2019.12.04 0.9.1 使用paddleLite作为arm预测引擎

2019.08.30 0.9.0 支持EasyDL专业版

2019.08.30 0.8.2 支持华为麒麟980的物体检测模型

2019.08.29 0.8.1 修复相机在开发版调用奔溃的问题

2019.06.20 0.8.0 高通手机引擎优化

2019.05.24 0.7.0 升级引擎

2019.05.14 0.6.0 优化demo程序

2019.04.12 0.5.0 新增华为麒麟980支持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sd卡模型读取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

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

如果需要源码方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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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在一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

详细步骤如下：详细步骤如下：

1. 准备一台较新的手机，如果不是通用arm版本，请参见本文的“硬件要求”，确认是否符合SDK的要求

2. 安装较新版本的AndroidStudio ，下载地址

3. 新建一个HelloWorld项目， Android Studio会自动下载依赖， 在这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通过这个helloworld项目。注意不支持模拟器。

4. 解压下载的SDK。

5. 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 即：File->New-> "Import Project...", 选择解压后的目录。

6. 此时点击运行按钮（同第3步），手机上会有新app安装完毕，运行效果和二维码扫描的一样。

7. 手机上UI界面显示后，如果点击UI界面上的“开始使用”按钮，可能会报序列号错误。请参见下文修改

2.2 使用序列号激活2.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如果使用的是EasyEdge的开源模型，无需序列号，可以跳过本段直接测试。

建议申请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的序列号用于测试。

本文假设已经获取到序列号，并且这个序列号已经绑定包名。

2.2.1 填写序列号2.2.1 填写序列号 打开Android Studio的项目，修改MainActivity类的开头SERIAL_NUM字段。 MainActivity 位于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ainActivity.java文件内。

2.2.2 修改包名2.2.2 修改包名

如果申请的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这个是demo的包名，可以不用修改

打开app/build.gradle文件，修改"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为申请的包名

修改序列号和包名后，可以运行测试，效果同扫描二维码的一致

2.2.3 测试精简版2.2.3 测试精简版

对于通用ARM、高通骁龙引擎SNPE、华为NPU引擎DDK和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的常见功能，项目内自带精简版，可以忽略开发板不兼容的摄像

头。 此外，由于实时摄像开启，会导致接口的耗时变大，此时也可以使用精简版测试。

目前以下硬件环境有精简版测试：

通用ARM：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姿态估计（Pose）

高通骁龙引擎SNPE：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NPU引擎DDK：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具体代码分别在infertest、snpetest、ddktest和davincitest目录下。 修改方法为（以通用ARM为例）：更改app/main/AndroidManifest.xml中的

启动Activity。

        //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privateprivate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填您的序列号//这里填您的序列号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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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会自动选择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或姿态估计（Pose）测试。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vity></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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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3.1 代码目录结构3.1 代码目录结构

集成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的目录或者文件：

1. app/l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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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src/main/assets/xxxx-xxxxx 如app/src/main/assets/infer

3.2 调用流程3.2 调用流程 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代码可以参考TestInferDetectionTask

1. 准备配置类，如InferConfig，输入：通常为一个assets目录下的文件夹，如infer。

2. 初始化Manager，比如InferManager。输入：第1步的配置类和序列号

3. 推理图片，可以多次调用 3.1 准备图片，作为Bitmap输入 3.2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比如detect 3.3 解析结果，结果通常是一个List，调用结

果类的Get方法，通常能获取想要的结果

4. 直到长时间不再使用我们的SDK，调用Manger的destroy方法释放资源。

3.3 具体接口说明3.3 具体接口说明 下文的示例部分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即接口为InferConfig，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detect。 其它引擎和模型

调用方法类似。

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

3.3.1 . 准备配置类3.3.1 . 准备配置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
|---+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arm64-v8a v8a的so    |----arm64-v8a v8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src/main|---+src/main
    |---+assets     |---+assets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java/com.baidu.ai.edge/demo |---+java/com.baidu.ai.edge/demo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面的序列号面的序列号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序列号序列号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  

InferConfigInferConfig

ArmGpuConfigArmGpuConfig

SnpeConfigSnpeConfig

SnpeGpuConfigSnpeGpuConfig

DDKConfigDDK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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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3.3.2. 3.3.2. 初始化Manager类初始化Manager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通用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 同一个时刻只能有唯一唯一有效的InferManager。旧的InferManager必须调用destory后，才能新建一个new InferManager() 。

2. InferManager的任何方法，都不能在UI线程不能在UI线程中调用。

3. new InferManager() 及InferManager成员方法由于线程同步数据可见性问题，都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如使用android自带的ThreadHandlerThreadHandler

类类。

3.3.3. 推理图片3.3.3. 推理图片

接口可以多次调用，但是必须在一个线程里，不能并发不能并发

confidence, 置信度[0-1]，小于confidence的结果不返回。 填confidence=0，返回所有结果

confidence可以不填，默认用模型推荐的。

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

输入为Bitmap，其中Bitmap的options为默认。如果强制指定的话，必须使用Bitmap.Config.ARGB_8888Bitmap.Config.ARGB_8888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 见下文的各个模型方法

3.3.4 3.3.4 分类Classify分类Classify

DDKDaVinciConfigDDKDaVinciConfig

InferConfig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  newnew  InferConfigInferConfig((getAssetsgetAssets(()),,
                                                                "infer""infer"));;
//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输入：assets下的配置输入：assets下的配置
输出：具体的配置类输出：具体的配置类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DDKManagerDDKManager

DavinciManagerDavinciManager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InferManager 为例:// InferManager 为例:
newnew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thisthis,, config confi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
输出： Manager类输出： Manager类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ClassifyInterfaceClassifyInterface  {{
        List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classifyclassify((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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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检测Detect3.3.5 检测Detect

对于EasyDL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88到9696像素，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传入

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7 文字识别OCR3.3.7 文字识别OCR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暂时只支持EasyEdge的开源OCR模型。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0-1- confidence：置信度，0-1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DetectInterfaceDetectInterface  {{
          ListList<<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detectdetec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egmentInterfaceSegmentInterface  {{
        ListList<<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segmentsegmen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
     1 0 1     1 0 1
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
     0 1 1     0 1 1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OcrInterfaceOcrInterface  {{
        ListList<<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ocrocr((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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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姿态估计Pose3.3.8 姿态估计Pose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9 释放3.3.9 释放

释放后这个对象不能再使用，如果需要使用可以重新new一个出来。

3.3.10 整体示例3.3.10 整体示例

以通用ARM的图像分类预测流程为例：

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PoseInterfacePoseInterface  {{
        ListList<<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posepose((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ublicpublic  voidvoid  destorydestory(())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try {try {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 step 4: 预测图像 // step 4: 预测图像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 step 5: 解析结果 // step 5: 解析结果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manager.destroy(); manager.destroy();
} catch (Exception e) {} catch (Exception e) {
 Log.e(TAG, e.getMessage()); Log.e(TAG, e.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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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1. 复制库文件libs

2. 添加Manifest权限

3. 复制模型文件

4. 添加调用代码(见上一步具体接口说明)

4.1 4.1 复制库文件libs复制库文件libs A. 如果项目里没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B.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但没有so文件

C.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autocheck_qcom""autocheck_qcom"::  truetrue,,  //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snpe_runtimes_order""snpe_runtimes_order"::  [[]],,
//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npeRuntimeInterfaceSnpeRuntimeInterface  {{
        intint CPU  CPU ==  00;;
        intint GPU  GPU ==  11;;
        intint DSP  DSP ==  22;;
        intint GPU_FLOAT16  GPU_FLOAT16 ==  33;;
}}

//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sourceSets {   sourceSets {
        main {        main {
            jniLibs.srcDirs = ['libs']            jniLibs.srcDirs = ['libs']
        }        }
    }    }
}}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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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文件库如果没有设置成功的，编译的时候可以发现报错。

so库如果没有编译进去的话，也可以通过解压apk文件确认。运行的时候会有类似jni方法找不到的报错。

4.2 Manifest配置4.2 Manifest配置

参考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文件，添加：

4.3 混淆规则（可选）4.3 混淆规则（可选） 请不要混淆SDK里的jar文件。

4.4 Android 11支持4.4 Android 11支持 除Manifest中必要配置外，请参考 获取所有文件访问权限，否则可能影响SDK正常使用。

SDK 默认使用 easyedge-sdk.jar，未启用 AndroidX，若您的项目使用 AndroidX，并在集成中提示 android.support 相关错误，请参考

app/build.gradle 使用 etc/easyedge-sdk-androidx.jar 以支持 AndroidX：

错误码错误码 | 错误码 | 错误描述 | 详细描述及解决方法 | | ------ | -------------------------------------------------------- | ------------------------------------------------------------ | |

1001 | assets 目录下用户指定的配置文件不存在 | SDK可以使用assets目录下config.json作为配置文件。如果传入的config.json不在assets目录

下，则有此报错 | | 1002 | 用户传入的配置文件作为json解析格式不准确，如缺少某些字段 | 正常情况下，demo中的config.json不要修改 | | 1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001 | XxxxMANAGER 只允许一个实例 | 如已有XxxxMANAGER对象，请调用destory方法 | | 2002 |

XxxxMANAGER 已经调用过destory方法 | 在一个已经调用destory方法的DETECT_MANAGER对象上，不允许再调用任何方法 | | 2003 | 传入的

assets下模型文件路径为null | XxxxConfig.getModelFileAssetPath() 返回为null。由setModelFileAssetPath(null）导致 | | 2011 | libedge-xxxx.so 加

载失败 | System.loadLibrary("edge-xxxx"); libedge-xxxx.so 没有在apk中。CPU架构仅支持armeabi-v7a arm-v8a | | 2012 | JNI内存错误 | heap的内

存不够 | | 2103 | license过期 | license失效或者系统时间有异常 | | 2601 | assets 目录下模型文件打开失败 | 请根据报错信息检查模型文件是否

存在 | | 2611 | 检测图片时，传递至引擎的图片二进制与长宽不符合 | 具体见报错信息 | | 27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8xx | 引擎

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0 | so加载错误 | 请确认所有so文件存在于apk中 | | 3001 | 模型

加载错误 | 请确认模型放置于能被加载到的合法路径中，并确保config.json配置正确 | | 3002 | 模型卸载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3 | 调用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        }
    }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 Android 11 支持 --><!-- Android 11 支持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application<application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pplication></application>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

BaseActivityBaseActivity

// app/build.gradle// app/build.gradle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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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错误 | 在模型未加载正确或者so库未加载正确的情况下调用了分类接口 | | 50xx | 在线模式调用异常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报错日志收集报错日志收集 通常 Logcat 可以看见日志及崩溃信息，若设备无法获取日志信息，可使用 Demo 中的 xCrash 工具：

iO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描述 EasyEdge/EasyDL iOS 离线预测SDK相关功能；

目前支持EasyEdge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人脸检测

姿态估计

百度OCR模型

目前支持EasyDL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系统：

通用arm版本：iOS 9.0 以上

A仿生芯片版：iOS 13.0 及以上

硬件：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 （暂不支持模拟器）

内存：图像分割模型需要手机内存3GB以上，并尽量减少其他程序内存占用

离线SDK包说明离线SDK包说明

根据用户的选择，下载的离线SDK，可能包括以下类型：

EasyEdge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android {android {
 ... ...
 dependencies {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  ...
 } }
}}

//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
 // 日志保存位置 // 日志保存位置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 启用 // 启用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XCrash.init(this, params);    XCrash.init(this, 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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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EasyDL 通用版/全功能AI开发平台BML（原EasyDL专业版）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自适应芯片版：同时整合了以上两种版本，自动在iOS 11以下中使用 ，在iOS 11以上系统中使用 ，自适应系

统，但SDK体积相对较大。

AI市场试用版SDK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SDK库的二进制与_TEXT增量约3M。

资源文件大小根据模型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物体检测(高性能)的DemoApp在iPhone 6, iOS 11.4下占用空间实测小于40M。

虽然SDK库文件很大（体现为SDK包文件很大，ipa文件很大），但最终应用在用户设备中所占用的大小会缩小很多。 这与multi

architechtures、bitcode和AppStore的优化有关。

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生成SDK后，点击获取序列号进入控制台获取。EasyEdge控制台、EasyDL控制台、BML控制台。

试用版SDK在SDK的RES文件夹中的SN.txt中包含试用序列号。

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通用ARM版通用ARM版 A仿生芯片版A仿生芯片版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234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edge/serial/list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dlLiteImage/serial/list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bml/serial/list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9.15 0.7.7 支持更多检测模型；迭代优化

2022.07.28 0.7.6 迭代优化

2022.06.29 0.7.5 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CoreML引擎升级，新增EasyEdge检测模型支持；迭代优化

2022.05.18 0.7.4 ARM引擎升级；支持EasyDL物体检测超高精度模型；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7.3 ARM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

2021.12.22 0.7.2 支持EasyEdge更多姿态估计模型；迭代优化

2021.10.20 0.7.1 ARM引擎升级

2021.07.29 0.7.0 迭代优化

2021.04.06 0.6.1 ARM引擎升级

2021.03.09 0.6.0 支持EasyEdge人脸检测及姿态估计模型

2020.12.18 0.5.7 ARM引擎升级

2020.09.17 0.5.6 CoreML引擎升级，支持AI市场试用版SDK

2020.08.11 0.5.5 CoreML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支持EasyEdge OCR模型

2020.06.23 0.5.4 ARM引擎升级

2020.04.16 0.5.3 ARM引擎升级；支持压缩加速版模型

2020.03.13 0.5.2 ARM引擎升级；支持图像分割模型

2020.01.16 0.5.1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2.04 0.5.0 ARM引擎升级；增加coreml3的支持

2019.10.24 0.4.5 支持EasyDL专业版；ARM引擎升级

2019.08.30 0.4.4 支持EasyDL经典版图像分类高性能、高精度

2019.06.20 0.4.3 引擎优化

2019.04.12 0.4.1 支持EasyDL经典版物体检测高精度、高性能模型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CoreML;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文件结构说明文件结构说明

测试Demo测试Demo

按如下步骤可直接运行 SDK 体验 Demo：

步骤一：用 Xcode 打开 

步骤二：配置开发者自己的签名

步骤三：连接手机运行，不支持模拟器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EasyEdge-iOS-SDK.EasyEdge-iOS-SDK
├──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 LIB   # 依赖库├── LIB   # 依赖库
├── RES├── RES
│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   ├── model│   │   ├── model
│   │   ├── params│   │   ├── params
│   │   ├── label_list.txt│   │   ├── label_list.txt
│   │   ├── infer_cfg.json│   │   ├── infer_cfg.json
│   │   ├── conf.json│   │   ├── conf.json
└── DOC   # 文档└── DOC   # 文档

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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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使用说明SDK使用说明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步骤一：依赖库集成 步骤二： ，

依赖库集成依赖库集成

1. 复制 LIB 目录至项目合适的位置

2. 配置 Build Settings 中 Search paths: 以 SDK 中 LIB 目录路径为例

import <EasyDL/EasyDL.h>import <EasyDL/EasyDL.h> import <Vision/Vision.h>import <Vision/Visi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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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Search Paths：

Header Search Paths：

Library Search Paths：

集成过程如出现错误，请参考 Demo 工程对依赖库的引用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1. 生成模型，下载SDK1. 生成模型，下载SDK 开发者在官网下载的SDK已经自动为开发者配置了模型文件和相关配置，开发者直接运行即可。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将前面申请的序列号填入：

根据序列号类型，序列号与BundleID绑定或与BundleID+设备绑定。 请确保设备时间正确。

3. 初始化模型3. 初始化模型

请注意相关资源必须以 方式加入Xcode工程。也即默认的 文件夹在Xcode文件列表里显示为蓝色。

4. 调用检测接口4. 调用检测接口

返回的数组类型如下，具体可参考  中的定义： | 模型类型 | 类型 | | --- | ---- | | 图像-图像分类 | EasyDLClassfiData | | 图像-物

体检测/人脸检测 | EasyDLObjectDetectionData | | 图像-实例分割/语义分割 | EasyDLObjSegmentationData | | 图像-姿态估计 | EasyDLPoseData |

| 图像-文字识别 | EasyDLOcrData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的方法会返回NSError错，直接返回的NSError的错误码定义在EEasyDLErrorCode中。NSError附带message（有时候会附带

NSUnderlyingError），开发者可根据code和message进行错误判断和处理。

FAQFAQ

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

SDK内部已经能充分利用多核的计算能力。不建议使用并发来预测。

如果开发者想并发使用，请务必注意 所有的方法都不是线程安全的。请初始化多个实例进行并发使用，如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PROJECT_DIR}/../LIB/include${PROJECT_DIR}/../LIB/include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

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

folder referencefolder reference easyedgeeasyedge

UIImage *img = .....;UIImage *img = .....;
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

/**/**
 * 检测图像 * 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
-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andError:(NSError **)err;                  andError:(NSError **)err;

EasyDLResultData.hEasyDLResultData.h

EasyDLModelEasyD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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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  字样：请引入  并务必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

请Embed具体报错的库。 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 这个可能是开发者使用的xcode低于12导致，可以升级至12版本。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64位Windows Server2012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64位Windows Server 2019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协议

--  ((voidvoid))testMultiThread testMultiThread {{
    UIImage     UIImage **img img ==  [[UIImage imageNamedUIImage imageNamed::@@"1.jpeg""1.jpeg"]];;
    NSError     NSError **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1  model1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2  model2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testQueue",,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2""testQueue2",,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1queue1,,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1 detectUIImagemodel1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1: %@""1: %@",, res res[[00]]));;
                }}
        }}));;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2queue2,,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2 detectUIImagemodel2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2: %@""2: %@",, res res[[00]]));;
                }}
        }}));;
}}

cxx11, vtablecxx11, vtable libc++.tbdlibc++.tbd

cv::Matcv::Mat opencv2.frameworkopencv2.framework

CoreMLCoreML VNRequestVNRequest CoreML.frameworkCoreML.framework #import <CoreML/CoreML.h>#import <CoreML/CoreM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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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9-15 | 1.7.0 | 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

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C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

升级| | 2021-08-19 | 1.3.2 | 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

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

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支持物体检测高精

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

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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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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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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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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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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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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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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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

一般是写注册表失败。

可以确认下HKEY_CURRENT_USER下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能否写入（如果不能写入，可能被杀毒软件等工具管

制）。也可以尝试基于bin目录下的easyedge_serving.exe命令行形式的二进制，自行配置开机自启动。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 - 图像分类 - 物体检测 - 图像分割

硬件支持：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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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aarch64 armv7hf

GPU: ARM Mali G系列

ASIC: Hisilicon NNIE1.1 on aarch64（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ASIC: Hisilicon NNIE1.2 on armv7l（Hi3519AV100/Hi3559V200等）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x86_64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rmv7l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arch64

Intel iGPU on x86_64

比特大陆 Bitmain SE50 (BM1684)

瑞芯微 RK3399Pro / RV1109 / RV1126 / RK3568

华为 Atlas200

晶晨 A311D

寒武纪 MLU220 on aarch64

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Ubuntu, Centos, Debian等)

海思HiLinux

树莓派Raspbian/Debian

瑞芯微Firefly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0.27 | 1.7.1 |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 | | 2022.09.15 | 1.7.0 | 新增瑞芯微

RK3568 支持, RK3399Pro、RV1126升级到RKNN1.7.1 | | 2022.07.28 | 1.6.0 | 引擎升级；新增英特尔 iGPU 支持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EasyDL新增上线支持晶晨A311D NPU预测引擎；Arm CPU、Arm GPU引擎升级；

atlas 200在EasyDL模型增加多个量化加速版本； | | 2021.12.22 | 1.3.5 | RK3399Pro, RV1109/RV1126 SDK扩展模型压缩加速能力，更新端上

推理库版本;边缘控制台IEC功能升级，适配更多通用小型设备，NNIE 在EasyDL增加量化加速版本；Atlas200升级到Cann5.0.3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擎升级；设备端sdk新增支持瑞芯微RV1109、RV1126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

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0 |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

OpenCV；新增RKNPU预测引擎支持；新增高通骁龙GPU预测引擎支持 | | 2020.12.18 | 1.0.0 |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

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 | 2020.10.29 | 0.5.7 | 优化多线程预测细节 | | 2020.09.17 | 0.5.6 | 支持linux aarch64架构的硬件接入intel神经计算

棒预测；支持比特大陆计算盒SE50 BM1684 | | 2020.08.11 | 0.5.5 | 支持linux armv7hf架构硬件(如树莓派)接入intel神经计算棒预测 | |

2020.06.23 | 0.5.4 | arm引擎升级 | | 2020.05.15 | 0.5.3 | 支持EasyDL 专业版新增模型 ；支持树莓派(armv7hf, aarch64)| | 2020.04.16 | 0.5.2

| Jetson系列SDK支持多线程infer | | 2020.02.23 | 0.5.0 | 新增支持人脸口罩模型；Jetson SDK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ARM支持图像分割 | |

2020.01.16 | 0.4.7 | 上线海思NNIE1.2，支持EasyEdge以及EasyDL；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 | 2019.12.26 | 0.4.6 | 海思NNIE支持

EasyDL专业版 | | 2019.11.02 | 0.4.5 | 移除curl依赖；支持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

型升级| | 2019.10.25 | 0.4.4 |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 | 2019.09.23 | 0.4.3 |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 |

2019.08.30 | 0.4.2 |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高精度模型 | | 2019.07.25 | 0.4.1 |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6.11 | 0.3.3 |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5.16 | 0.3.2 | 新增armv7l支持 | | 2019.04.25 | 0.3.1 | 优化硬件支持 | | 2019.03.29 | 0.3.0 | ARM64 支

持；效果提升 | | 2019.02.20 | 0.2.1 | paddle引擎支持；效果提升 | | 2018.11.30 | 0.1.0 | 第一版！|

【1.0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快考虑升

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

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一起使用。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正确适

配新发布出来的RES。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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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aarch64(arm64), Ubuntu 16.04, gcc 5.3 (RK3399)

Hi3559AV100, aarch64, Ubuntu 16.04, gcc 5.3

Hi3519AV100, armv7l , HiLinux 4.9.37, (Hi3519AV100R001C02SPC020)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arch64, Raspbian, (Raspberry 4b)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rmv7hf, Ubuntu 16.04, (RK3288)

Bitmain se50 BM1684, Debian 9

Rockchip rk3399pro, Ubuntu 18.04

Rockchip rv1126, Debain 10

Rockchip rk3568, Ubuntu 20.04

Atlas200(华为官网指定的Ubuntu 18.04版本)

Amlogic A311D, Ubuntu 20.04

MLU220, aarch64, Ubuntu 18.04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以上(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5 (可选)

依赖说明：树莓派依赖说明：树莓派 树莓派Raspberry默认为armv7hf系统，使用SDK包中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如果是aarch64系统，使用SDK包中

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

在安装前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32位还是64位 ：

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 需要安装BMNNSDK2.2，并在CMakeList.txt中指定SDK安装地址：

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 海思开发板需要根据海思SDK文档配置开运行环境和编译环境，SDK和opencv都需要在该编译环境中编译。 NNIE1.2用

arm-himix200-linux交叉编译好的opencv，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QW0ReeWx4ZwgYg4lretyw 密码:yq0s。下载后修改SDK

CMakesList.txt

依赖说明：RK3399Pro依赖说明：RK3399Pro 所有用例基于 Npu driver版本1.7.1的RK3399pro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1.7.1 查看RK3399Pro板上driver版本方法：

依赖说明：RV1109/RV1126依赖说明：RV1109/RV1126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7.1的RV1126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1.7.1 查看RV1109/RV1126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依赖说明：RK3568依赖说明：RK3568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2.0的RK3568开发板测试通过， 查看RK3568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依赖说明：晶晨A311D依赖说明：晶晨A311D 所有用例基于晶晨A311D开发板测试通过，需要驱动版本为 6.4.4.3（下载驱动请联系开发版厂商） 查看晶晨A311D开发

板驱动版本方法：

armv7hf_ARM_armv7hf_ARM_

aarch64_ARM_aarch64_ARM_

getconf LONG_BITgetconf LONG_BIT
3232

**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
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

dpkg -l | grep 3399prodpkg -l | grep 3399pro

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strings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dmesg | grep Galcoredmesg | grep Gal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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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 方法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测试Demo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对于硬件使用为：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

/ armv7hf / aarch64/ armv7hf / aarch64，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编译运行：

(可选)(可选) SDK包内一般自带opencv库，可忽略该步骤。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

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对于硬件使用为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的，如果宿主机找不到神经计算棒Intel® Neural Compute Stick，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添加

USB Rules：

demo运行效果：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  makemake -j16 -j16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sudo ld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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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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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罩检测模型，将 修改为 即可。

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 88到9696像素之间，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再传入SDK。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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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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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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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

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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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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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 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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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如：./easyedge_dem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因

为二进制运行时ld无法找到依赖的库。如果是正确cmake && make 的程序，会自动处理好链接，一般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遇到该问题时，请找到具体的库的位置，设置LD_LIBRARY_PATH。

示例一：libverify.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veirfy.so文件，一般可通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verify.so文件所在的路径为准)

示例二：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opencv_videoio.so文件，一般可通

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opencv_videoio.so所在路

径为准)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mask""mask"::  "...""...",,    //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trackId""trackId"::  00,,    //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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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 检查开发板可用内存，一些比较大的网络占用内存较多，推荐内存500M以上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通用版和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瑞芯微 RK3399Pro

语言支持：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Python 3.5, 3.6, 3.7 瑞芯微 RK3399Pro: Python 3.6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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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

27
1.3.5

新增Armv7 CPU、Armv8 CPU、Jetson、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对应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

分割；新增 Intel IGPU 支持

2022.05.

18
1.3.0 新增RK3399Pro NPU对应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2021.01.

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

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

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

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

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

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1.

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

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加速棒

2019.10.

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7.

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3.

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

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

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

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

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依赖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依赖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 使用 加速棒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OpenVINO 预测引擎，两种方式：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必须）版本。

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

Intel MovidiusIntel Movidius Intel IGPUIntel IGPU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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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说明：RK3399Pro依赖说明：RK3399Pro 所有用例基于 Npu driver版本1.7.3的RK3399pro开发板测试通过 查看RK3399Pro板上driver版本方法：运行sdk内提供

demo项目，日志里会提供API和Driver版本信息

升级399Pro driver版本参考瑞芯微github：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3399Pro_npu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Intel安装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 / Intel IGPUMovidius 加速棒 / Intel IGPU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RK3399Pro安装说明：RK3399Pro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特别注意这里要同时安装两个whl包 安装说明：ArmV7 CPU安装说明：ArmV7 CPU

安装说明：ArmV8 CPU (Aarch64 CPU)安装说明：ArmV8 CPU (Aarch64 CPU)

安装说明：Jetson SDK安装说明：Jetson SDK

安装说明：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安装说明：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测试 Demo4. 测试 Demo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x86_64linux_x86_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RK3399ProU EasyEdge_Devkit_RK3399Pro--{{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rmv7llinux_armv7l..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RMU EasyEdge_Devkit_ARM--{{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rmv7llinux_armv7l..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RMU EasyEdge_Devkit_ARM--{{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JetPackU EasyEdge_Devkit_JetPack{{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EasyEdge_Devkit_Atlas200EasyEdge_Devkit_Atlas2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RE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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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python3 demopython3 demo..py 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image_name..jpgjpg}}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MOVIDIUSMOVIDIUS,,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OPENVINOOPENVINO))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LOCALLOCAL,,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graph_file            graph_file=='graph.ncsmodel''graph.ncsmodel',,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device_id            device_id==00
                        ))::
              """"""
       Args:       Args:
           device: Device.CPU           device: Device.CPU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model dir               model di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device_id: int           device_id: int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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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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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rmV7、ArmV8 CPU、Jetson、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rmV7、ArmV8 CPU、Jetson、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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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到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Atlas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Linux集成文档-Atlas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Atlas SDK的使用方法。

注意Atlas有两种产品形态，Atlas 200和Atlas 300，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

硬件支持：

CPU: aarch64

Atlas 200 卡

操作系统支持：Atlas指定的Linux版本， Ubuntu 16.04 aarch64 ， 请从Atlas文档中下载。

性能数据性能数据

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值根据使用线程数、利用率等情况可能有所波动

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模型算法模型算法 芯片类型芯片类型 SDK类型SDK类型 实测硬件实测硬件 单次预测耗时单次预测耗时

EasyDL 图像分类 高性能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9ms

EasyDL 图像分类 高精度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12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性能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11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精度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31ms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6.15 0.2 支持物体检测

2020.3.10 0.1 初始版本，支持图像分类

测试atlas 200的官方demo测试atlas 200的官方demo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搭建开发环境，测试atlas 200的mindstudio demo通过后，再测试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ubuntu 16.04, aarch64-linux-gnu-g++ 5.4， 编译机

ubuntu 16.04， 开发板

Atlas DDK 的ddk_info信息：

directorydirectorydirectory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2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2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
        "VERSION""VERSION"::  "1.3.T34.B891""1.3.T34.B891",,  
        "NAME""NAME"::  "DDK""DDK",,  
        "TARGET""TARGET"::  "Atlas DK""Atlas 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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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Demo2. 测试Demo

编译运行：编译运行： 下载后，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Step 1： 运行一次unpack.sh脚本，会得到测试demo。

Step 2：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的开始处license_key字段。

step3： 准备测试图片

覆盖image目录下的 1.jpg，更多图片可以用于demo中的批量测试模式

step4： 修改test_200.sh下的以下开发板登录信息

step: 运行demo，会自动编译OpenCV 3.4库

图像分类的demo运行效果：

物体检测的demo运行效果：

SDK接口使用SDK接口使用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同步接口使用流程同步接口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

exportexport  DDK_PATHDDK_PATH==$HOME$HOME/tools/che/ddk/ddk /tools/che/ddk/ddk # ddk的安装路径# ddk的安装路径

SSH_USERSSH_USER==HwHiAiUser@192.168.3.25 HwHiAiUser@192.168.3.25 #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信息#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信息
PORTPORT==88228822  #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端口#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端口

cdcd demo demo
shsh test_200.sh test_200.sh

[[statstat]]  [[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44 images images))  timetime used: 41ms （at  used: 41ms （at 15837659585311583765958531)) total:705ms total:705ms
[[resultresult]][[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281470472005664281470472005664]] is: n07747607 orange  is: n07747607 orange 0.9736330.973633  950950;;  

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
0.9736330.973633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950950 分类名的序号 分类名的序号

[[statstat]]  timetime used  used :: 101ms 101ms;; all  all timetime used:478 used:478
imagesimages[[33]] result: result:
label:no2_ynenlabel:no2_ynen;;prob:0.985352 loc:prob:0.985352 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
0.9853520.985352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loc: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检测框的位置。 ， 检测框的位置。 ((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表示左上角的点，表示左上角的点，((0.56250.5625,0.988281,0.988281))右下角的右下角的
点；点；
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0.4599610.459961*608,0.839844*608*608,0.839844*608))， 右下角， 右下角((0.56250.5625*608,0.988281*608*608,0.98828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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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接口使用流程异步接口使用流程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接口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    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 若返回非    # 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2 result2;;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2 result2));;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predictorpredictor->->set_result_handlerset_result_handler((YOUR_HANDLERYOUR_HANDLER));;

// step 5: 初始化// step 5: 初始化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若返回非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 step 6: 预测图像// step 6: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 kBGR kBGR;;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uint64_tuint64_t seq_id seq_id;;
predictorpredictor->->infer_asyncinfer_async((imgimg,,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0.10.1,,  nullptrnullptr,, seq_id seq_id));;
****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

virtualvirtual  intint  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constconst std std::::stringstring&& license license))  ==  00;;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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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离线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离线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目前离线SDK与云服务的处理有些许差异，具体如下：

图像分类模型：离线SDK与云服务使用 (非 、非 )的效果类似

物体检测模型：离线SDK的 模型与云服务的 的效果类似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通用小型设备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RMLinux-ARM，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通用通用 快速训练快速训练 AutoDL TransferAutoDL Transfer

高精度高精度 精度较低，服务性能更佳精度较低，服务性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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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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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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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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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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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软硬一体方案部署

如何获取图像分类软硬一体产品

为进一步提升前端智能计算的用户体验，EasyDL推出了多款软硬一体方案。将高性能硬件与EasyDL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深度适配，可应用于

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了解不同方案

方案获取流程如下：

Step 1：在EasyDL训练专项适配所选硬件的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迭代模型至效果满足业务要求

Step 2：发布模型时选择对应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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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在AI市场购买方案获得硬件和用于激活专用SDK的专用序列号，参考文档集成后，即可实现离线AI预测

如有其他硬件方案需求，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图像分类EdgeBoard(FZ)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Edge/EasyDL在EdgeBoard®边缘计算盒/Lite计算卡上的专用软件的使用流程。

EdgeBoard系列硬件可直接应用于AI项目研发与部署，具有高性能、易携带、通用性强、开发简单等四大优点。

详细硬件参数请在AI市场浏览。

EdgeBoard产品使用手册：https://ai.baidu.com/ai-doc/HWCE/Yk3b86gvp

软核版本软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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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SDK版本CPP-SDK版本 对应软核对应软核

1.3.2、1.3.4、1.3.5 1.8.1

1.3.0、1.3.1、1.3.2、1.3.4 1.8

0.5.7-1.2.1 1.5

0.5.2+ 1.4

SDK升级需配合EdgeBoard硬件软核升级，建议升级软核为SDK对应版本，否则可能出现结果错误或者其他异常。

可以通过 命令获取EdgeBoard当前的软核版本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注意*：升级完成相应的软核之后需要重启机器生效。注意*：升级完成相应的软核之后需要重启机器生效。

sdk对应的软核说明： 如果客户使用的软核是mobile版本的，需要使用1.4的SDK；如果不是mobile 版本，可以选择1.5+（目前最高版本更新至如果客户使用的软核是mobile版本的，需要使用1.4的SDK；如果不是mobile 版本，可以选择1.5+（目前最高版本更新至

1.8.1）版本的SDK使用。1.8.1）版本的SDK使用。

1.5+版本的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1.5+版本的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EdgeBoard非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EdgeBoard非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

2021.1

2.20
1.3.5

升预测引擎为PaddleLite 1.8.1,推理库支持了

Ubuntu18.04文件系统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Fkuqounlk（含有EB升级

Ubuntu18.04系统的步骤）

2021.1

0.15

1.3.2、

1.3.4、1.3.4
推理库支持了Ubuntu18.04文件系统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Fkuqounlk

2021.0

6.29
1.3.1 视频流解析支持分辨率调整；预测引擎升级；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Ikqgcqt5x

2021.0

5.14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Ikqgcqt5x

2021.0

5.14
1.2.1 功能无更新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okqiwkm32

2020.1

0.29
0.5.7 预测引擎切换为PaddleLite 1.5 -

2019.1

2.27
0.4.5

引擎升级，支持zu5/zu3，支持EasyDL 高精度

检测模型
-

2019.0

7.25
0.4.0 EdgeBoard SDK Release! -

mobile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mobile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EdgeBoard 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 | | --- | ---- | ---- |---- |---- |

|2021.05.14|1.2.1|功能无更新|https://ai.baidu.com/ai-doc/HWCE/okqiwkm32|https://ai.baidu.com/ai-doc/HWCE/Lkqiwlziw||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开发者从EasyEdge/EasyDL下载的软件部署包中，包含了简单易用的SDK和Demo。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快速部署运行EdgeBoard计算盒。

部署包中包含多版本SDK：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8*：适用于EdgeBoard 1.5+软核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4*：适用于EdgeBoard 1.4软核

SDK文件结构

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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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的SDK自带OpenCV，src编译的时候会引用thirdparty/opencv路径下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Demo使用流程Demo使用流程

用户在AI市场购买计算盒之后，请参考以下步骤进行集成和试用。

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

指示灯亮起，等待约1分钟。

参考EdgeBoard使用文档配置网口或串口连接。登录EdgeBoard计算盒。

加载驱动（开机加载一次即可）。

根据购买的版本，选择合适的驱动。若未加载驱动，可能报错：

设置系统时间（系统时间必须正确）

2. （可选）启动HTTP服务2. （可选）启动HTTP服务

部署包中附带了HTTP服务功能，开发者可以进入SDK根目录，运行 程序启动HTTP服务。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
├── ReadMe.txt├── ReadMe.txt
├── bin├── bin
│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include├── include
│   └── easyedge│   └── easyedge
├── lib├── lib
│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_static.a│   ├── libeasyedge_static.a
│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0.0
├── now_sre.log├── now_sre.log
├── src├── src
│   ├── CMakeLists.txt│   ├── CMakeLists.txt
│   ├── cmake│   ├── cmake
│   ├── common│   ├── common
│   ├── demo_image_inference│   ├── demo_image_inference
│   ├── demo_serving│   ├── demo_serving
│   └── demo_video_inference│   └── demo_video_inference
└── thirdparty└── thirdparty
    └── opencv    └── opencv

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

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

datedate --set  --set "2019-5-18 20:48:00""2019-5-18 20:48:00"

easyedge_serving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目录RES目录}}  """"  {{绑定的host，默认0.0.0.0绑定的host，默认0.0.0.0}}  {{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
cdcd  ${SDK_ROOT}${SDK_ROOT}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lib
./demo/easyedge_serving ./demo/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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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显示

则启动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盒子。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EdgeBoard HTTP Server 目前使用的是单线程处理请求。

3. 编译运行Demo3. 编译运行Demo

编译：

运行

便可看到识别结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1. 配置

2. 新建  :

3. 初始化 

4. 传入图片开始识别

目前EdgeBoard暂不支持并行多模型计算。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预测图片预测图片

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资源文件夹路径RES资源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PaddleFluidConfigPaddleFluid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 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

predictor->init()predictor->init()

predictor->infer(img, ...);predictor->infer(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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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结果说明识别结果说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矩形的逻辑。

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

http 请求参数http 请求参数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0.1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

Cpp label=C#

        /**/**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threshold     * @param threshold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 Mat &&image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result,,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object detection field// object detection field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with open('./1.jpg', 'rb') as f:with open('./1.jpg', 'rb') as f:
    img = f.read()    img = f.read()
    result = requests.post(    result = requests.post(
     '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
     params={'threshold': 0.1},     params={'threshold': 0.1},
     data=img).json()     data=img).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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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label=C++ 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br.Close();br.Close();
fs.Close();fs.Close();
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request.Method = "POST";request.Method = "POST";
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
stream.Close();stream.Close();

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
sr.Close();sr.Close();
response.Close();respon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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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include <sys/stat.h>#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string>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return size*num;        return size*num;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FILE *fp = NULL;        FILE *fp = NULL;
        std::string response;        std::string response;
        struct stat stbuf = { 0, };        struct stat stbuf = { 0, };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if (!fp) {        if (!fp) {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 = curl_easy_init();        curl = curl_easy_init();
        if (curl != NULL) {        if (curl != 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if (res != CURLE_OK) {            if (res != CURLE_OK) {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            curl_easy_cleanup(curl);
        }        }
        curl_global_cleanup();        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p);        fclose(fp);
        return 0;        return 0;
    }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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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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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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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所有主动报出的错误，均覆盖在 枚举中。同时SDK会有详细的错误日志，开发者可以打开Debug日志查看额外说明：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可以通过安装 来解决。 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类似错误包括 找不到。

直接运行SDK自带的二进制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部署包中的lib目录即可。 开发者自行使用CMake编译的二进制可以

有效管理.so的依赖。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

此问题仅出现在ZU5，因为FZ5A带vcu，给他预留的内存过大导致，如果用不到VCU可以把这部分改小。修改/run/media/mmcblk1p1/uEnv.txt：

注意中间空行要保留。

5. 预测结果异常5. 预测结果异常

如果购买的计算盒较早，驱动文件较旧，而SDK比较新（或SDK比较旧，但是计算盒较新），可能出现结果异常，如结果均为空或者 。 请参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StatusEdgeStatus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paddle-mobile paddle-mobile))

libpaddle-mobile.solibpaddle-mobile.so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ethaddr=00:0a:35:00:00:09ethaddr=00:0a:35:00:00:09
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

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

n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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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软核版本”小节更新软核和驱动版本。

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下载的SDK zip包需要放到板子内部后，再解压、编译。

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 需更新驱动，否则可能导致结果异常。参考“软核版本”小节。

图像分类EdgeBoard(VMX)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旨在介绍 EasyDL在EdgeBoard USB加速卡VMX（以下简称VMX加速卡或加速卡）上的专用软件的使用流程。 EdgeBoard系列硬件适用于项

目研发与部署，具有高性能、易携带、通用性强、开发简单等四大优点。 您可在AI市场了解EdgeBoard相关系列产品，同时可以在软硬一体方

案了解性能数据。

注意：注意：本型号主要面向产品集成和企业项目，未同时售卖散热片和外壳，部分情况下芯片温度较高，开发过程中，请勿用手触摸，谨防烫伤

硬件介绍硬件介绍

VMX加速卡，采用Intel® Movidus™ 视觉 MyriadX处理器芯片，通过 USB3.0 通讯type-c接口方式，配合外围电路即可将该模组嵌入到第三方智能

化产品中，采用标准 USB通讯协议，对接简单，开发速度快，具有强大的深度学习计算功能。可通过OpenVINO™和OpenCV软件库工具链移植算

法，兼容百度PaddlePaddle支持Paddle2onnx和PaddleHub并集成EasyDL，使产品应用范围广，性能更稳定，增强用户体验。

VMX加速卡适用于深度学习加速，能够解决复杂的人工智能软硬件设计挑战，它可以集成基于视觉的加速器和推理引擎来实现深度边缘学习的解

决方案。（3D/2D人脸识别、人头检测、人脸属性分析（性别、年龄）、人脸特征比对、手势及姿态识别、物体检测及分类、算法移植等功能。

）

硬件配置与说明硬件配置与说明

核心板模块: Intel® Movidus™ MyriadX，内置内存LP-DDR4 4GBit。

硬件指标

CPUCPU

o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MA2485 Vision Processing Unit

o Total performance of over 4 trillion operations per second (TOPS) o Over 1 TOPS performance on 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w/ NCE accelerator

o 16 Programmable 128-bit VLIW Vector Processors o 16 Configurable MIPI Lanes w/ enhanced Vision Accelerators o 2.5 MB of Homogenous

On-Chip Memory w/ 4Gbit LPDDR4

SizeSize

o 38mm x 38mm

InterfaceInterface o USB TYPE C（USB3.0）辅助接口精简设计

BootBoot o USB 启动模式 - 内置 switch 缺省模式设置

PowerPower o 平均功耗0.5W~2.2W

SecuritySecurity o 支持 eFuse 加密

运行说明运行说明

VMX加速卡包含独立的AI运算芯片，采用 USB Type-C通讯方式，通讯协议简单可靠，可连接不同芯片架构主机，包括 X86、单片机、ARM SOC

等。加速卡运行需要通过TypeC接口连接宿主机执行，宿主机目前支持的软硬件环境包括：

Linux: x86-64, aarch64, armv7hf

Windows: x86-64, Windows 10

使用过程中，请尽量避免直接触碰板卡元器件；或者使用防静电锡纸包裹板卡。

快速开始 Linux快速开始 Linux

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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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从EasyDL训练模型之后，下载的软件部署包中，包含了简单易用的SDK和Demo。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快速部署运行。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Python SDKPython SDK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12.18 1.2.0 性能优化；接口优化升级；推理引擎升级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与平台

Python SDK适用于Linux x86-64和Windows平台。

2020-12-18: 【接口升级】 Python SDK序列号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

中移除。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C++ SDKC++ SDK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1.06.29 1.3.1 视频流解析支持分辨率调整

2021.05.14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2020.12.18 1.0.0 性能优化；接口优化升级；推理引擎升级

2020.09.17 0.5.6 新增C++ SDK，支持Linux aarch64和Linux armv7hf（树莓派）架构的硬件接入VMX预测

C++ SDK适用于Linux x86-64、Linux aarch64和Linux armv7hf平台。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将加速卡连接宿主机将加速卡连接宿主机 请使用质量合规的usb线连接。连接之后，检查设备是否被操作系统识别： Linux 通过  命令检查是否有 设

备：

Windows 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询。

如果使用 VirtualBox 之类的虚拟机，请在虚拟机加入 03e7:24 和 03e7:f63b 两个 usb 设备。

获取并安装依赖获取并安装依赖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宿主机与sdk为以下情况： 1⃣ ️ Windows x86-64Windows x86-64： 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 版本 2⃣ ️ Linux x86-64Linux x86-64且使用Python SDKPython SDK时

必须： 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 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

2) 从EasyDL 控制台获取SDK2) 从EasyDL 控制台获取SDK 在任意位置解压缩。

lsusb -vlsusb -v MyriadMyriad

> sudo lsusb -v | grep -C 5 Myriad> sudo lsusb -v | grep -C 5 Myriad
  bMaxPacketSize0        64  bMaxPacketSize0        64
  idVendor           0x03e7   idVendor           0x03e7 
  idProduct          0x2485   idProduct          0x2485 
  bcdDevice            0.01  bcdDevice            0.01
  iManufacturer           1 Movidius Ltd.  iManufacturer           1 Movidius Ltd.
  iProduct                2 Movidius MyriadX  iProduct                2 Movidius MyriadX
  iSerial                 3 03e72485  iSerial                 3 03e72485

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284

https://docs.openvinotoolkit.org/2020.3/_docs_install_guides_installing_openvino_linux.html
https://docs.openvinotoolkit.org/2020.3/_docs_install_guides_installing_openvino_linux.html


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从AI市场订单详情或者EasyDL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请确保激活设备时使用的 操作系统账号与后续使用时运行的账号一致，否则会造成验证失败

Python SDKPython SDK

1. 安装wheel包

注意，请根据python的版本选择对应的whl文件，其中, 是SDK版本号， 表示是python3.7版本

--

注意，pip安装时请添加 参数

2. 将步骤2中获得的序列号 填入

3. 测试demo.py

生成的样例结果图片如下：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7-cp37m-linux_x86_64.whl-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1.2.01.2.0 cp37cp37

-U-U

demo.pydemo.py

pred = edge.Program()pred = edge.Program()
pred.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pred.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模型资源文件夹RES路径模型资源文件夹RES路径}}  {{待识别的图片路径待识别的图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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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的详细说明请主要参考 SDK 中的接口注释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初始化

预测单张图像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MOVIDIUSMOVIDIUS,,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OPENVINOOPENVINO))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ProgramProgram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NCSDKNCSDK,,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graph_file             graph_file=='graph.ncsmodel''graph.ncsmodel',,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device_id             device_id==00,,
                          ****kwargskwargs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ncs的模型文件 或 PaddleV2的模型文件            graph_file: str ncs的模型文件 或 PaddleV2的模型文件
            label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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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channel_order(string):            channel_order(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string):            color_format(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threshold(float):            threshold(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data_type(string): 仅在图像分割时有意义。 'numpy' or 'string'            data_type(string): 仅在图像分割时有意义。 'numpy' or 'string'
                'numpy': 返回已解析的mask                'numpy': 返回已解析的mask
                'string': 返回未解析的mask游程编码                'string': 返回未解析的mask游程编码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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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C++ SDKC++ SDK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请先将SDK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宿主机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如果openvino预测引擎找不到设备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udo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sudo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 ```sudo ldcon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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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配置运行参数配置 运行参数的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其定义如下所示：

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 设置序列号// 设置序列号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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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部分参数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

方法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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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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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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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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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Linux FAQLinux FAQ

1.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我们会逐渐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通过工单、论坛联系我们协

助处理。

2. 硬件出现问题或者出现故障怎么办？ 软件使用有问题怎么处理？2. 硬件出现问题或者出现故障怎么办？ 软件使用有问题怎么处理？

如果持续在静电较多的环境中使用，建议使用防静电锡纸包裹板卡

如果硬件无法启动等故障，您可以通过商品页联系供应商处理；其它硬件问题，您可以邮件 edgeboard-vmx.com ，我们将在0-2日内处理您的

问题。为加快处理进度，您在邮件中，尽量描述清楚问题或者需求细节，避免来回沟通。

软件使用问题，请尽量通过工单、论坛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运行时报错：NC_ERROR3. 运行时报错：NC_ERROR

一般是硬件没有插上，请确保lsusb能够找到该硬件。或者等待几秒后再试。

快速开始 Windows快速开始 Windows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将操作系统升级到Windows 10将操作系统升级到Windows 10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Can not init Myriad device: NC_ERRORCan not init Myriad device: NC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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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接口调用说明接口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br.Close();br.Close();
fs.Close();fs.Close();
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request.Method = "POST";request.Method = "POST";
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
stream.Close();stream.Close();

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
sr.Close();sr.Close();
response.Close();respon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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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Windows FAQWindows 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块

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其他问题7. 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图像分类Jetson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Jetson SDK的使用方法。Jetson SDK支持的硬件包括Jetson nano，Jetson TX2，Jetson AGX Xavier和Jetson

Xavier NX。您可在AI市场了解Jetson相关系列产品，同时可以在软硬一体方案了解部署方案。

模型支持：模型支持：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高精度，图像分类高性能，物体检测高精度，物体检测均衡，物体检测高性能，目标跟踪单标签模型。

BML：

公开数据集预训练模型：SSD-MobileNetV1，YOLOv3-DarkNet，YOLOv3-MobileNetV1，ResNet50，ResNet101，SE-ResNeXt50，SE-

ResNeXt101，MobileNetV2，EfficientNetB0_small，EfficientNetB4，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18_vd，SE_ResNet18_vd，Xception71。

百度超大规模数据集预训练模型：YOLOv3-DarkNet，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50_vd，ResNet101_vd。

EasyEdge：EasyEdge支持的模型较多，详见查看模型网络适配硬件。若模型不在此列表，可以尝试使用自定义网络生成端计算组件。

软件版本支持软件版本支持 使用EasyDL的Jetson系列SDK需要安装指定版本的JetPack和相关组件。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会随着SDK版本的升级和新版本

JetPack的推出而不断的更新。在使用SDK前请务必保证软件版本满足此处声明版本。目前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包括：

JetPack5.0.2

JetPack5.0.1

JetPack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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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Pack4.5

JetPack4.4（deprecated，该版本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JetPack4.2.2（已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安装JetPack时请务必安装对应的组件：

使用SDK Manager安装JetPack需要勾选TensorRT、OpenCV、CUDA、cuDNN等选项。

使用SD Card Image方式（仅对Jetson Nano和Jetson Xavier NX有效）则无需关心组件问题，默认会全部安装。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新增支持JetPack5.0.2；缓存机制优化；模型性能优化 | | 2022.07.28 |

1.6.0 | 新增支持JetPack5.0.1，新增目标追踪接入实时流的demo | | 2022.05.18 | 1.5.0 | 部分模型切换格式，max_batch_size含义变更，由输入

图片数不大于该值变更为等于该值；移除适用于JetPack4.2.2的SDK；示例代码demo_stream_inference重构；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新增

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 | 2021.12.22 | 1.3.5 | 新增支持JetPack4.6；支持在EasyEdge平台语义分割模型生成开发套件；修复缓存问题；支持

自定义缓存路径 | | 2021.10.20 | 1.3.4 | 新增支持JetPack4.5；大幅提升EasyDL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支

持分辨率调整；支持将预测后的视频推流，新增推流demo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

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1 | EasyEdge新增一系列模型的支持；性能

优化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高性能分类模型升级；

EasyDL经典版检测模型新增均衡选项；

EasyEdge平台新增Jetson系列端计算组件的生成；

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0.0 | 接口升级和一些性能优化 | | 2020.08.11 | 0.5.5 | 部分模型预测速度提升 | | 2020.06.23 | 0.5.4 | 支持

JetPack4.4DP，支持EasyDL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0.5.3 | 专项硬件适配SDK支持Jetson系列 |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4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SDK会

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建议切换至最新版本JetPack。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移除。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2021-10-20: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该版本代码已停止更新，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

换至新版本JetPack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本SDK适用于JetPack4.5、JetPack4.6、JetPack5.0系列版本，请务必安装其中之一版本，并使用对应版本的SDK。 注意在安

装JetPack时，需同时安装CUDA、cuDNN、OpenCV、TensorRT等组件。

如已安装JetPack需要查询相关版本信息，请参考下文中的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首先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

将获取到的序列号填写到demo文件中或以参数形式传入。 

编译并运行Demo编译并运行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编译运行：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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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运行示例：

检测结果展示：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运行

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makemake -j -j$($(nprocnproc))
**make **make installinstall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sudosudo ldconfig ldconfig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  {{序列号序列号}}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RES/  
/ljay/images/mix008.jpeg/ljay/images/mix008.jpeg
20202020-08-06 -08-06 2020:56:30,665 INFO :56:30,665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20202020-08-06 -08-06 2020:57:58,427 INFO :57:58,427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22, kiwi, p:0.997594 loc: , kiwi, p:0.997594 loc: 0.3520870.352087, , 0.561190.56119, , 0.6257480.625748, , 0.8683990.868399
22, kiwi, p:0.993221 loc: , kiwi, p:0.993221 loc: 0.457890.45789, , 0.07302940.0730294, , 0.736410.73641, , 0.3994290.399429
22, kiwi, p:0.992884 loc: , kiwi, p:0.992884 loc: 0.1568760.156876, , 0.05987250.0598725, , 0.38020.3802, , 0.3947060.394706
11, tomato, p:0.992125 loc: , tomato, p:0.992125 loc: 0.5235920.523592, , 0.3891560.389156, , 0.6577380.657738, , 0.5480690.548069
11, tomato, p:0.991821 loc: , tomato, p:0.991821 loc: 0.6654610.665461, , 0.4195030.419503, , 0.8052820.805282, , 0.5735580.573558
11, tomato, p:0.989883 loc: , tomato, p:0.989883 loc: 0.2974270.297427, , 0.4399990.439999, , 0.4321970.432197, , 0.593250.59325
11, tomato, p:0.981654 loc: , tomato, p:0.981654 loc: 0.3834440.383444, , 0.2482030.248203, , 0.5066060.506606, , 0.4009260.400926
11, tomato, p:0.971682 loc: , tomato, p:0.971682 loc: 0.1837750.183775, , 0.5565870.556587, , 0.2869960.286996, , 0.7113610.711361
11, tomato, p:0.968722 loc: , tomato, p:0.968722 loc: 0.3793910.379391, , 0.03869650.0386965, , 0.516720.51672, , 0.2096810.20968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0.0:24401.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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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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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接口初始化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serial_num serial_num));;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11));;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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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口的介绍。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参数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

/**/**
 * @brief * @brief
 * 单图预测接口 * 单图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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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

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针对Jetson开发工具包，目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02



：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对于Jetson，此值无需更改。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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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接口预测视频接口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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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预测成功后，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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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图片高度 = 检测框

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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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参考这里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Jetson 系列 SDK 支持多线程预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所支持的最大

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需要注意的是多线程的启用会随着线程数的增加而降低单次 infer 的推理速度，建议优先使用

batch inference 或权衡考虑使用。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

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

持。

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

A：针对JetPack4.4、4.5版本，部分模型无法使用序列化，如已知的BML的MobileNetV1-SSD和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需要每次加载模型的时候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接口使用-返回格式接口使用-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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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模型，过程会比较慢。此问题将在后续JetPack版本中修复。目前JetPack4.6版本SDK已修复该问题。

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查询JetPack版本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先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注意，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一对应到

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FAQFAQ 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

需要export 所在的路径，如路径为/home/work/baidu/cpp/lib，则需执行：

或者在编译完后执行如下命令将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6.1  --L4T R32.6.1  -->> JetPack4.6 JetPack4.6
L4T R32.5.1  --L4T R32.5.1  -->> JetPack4.5.1 JetPack4.5.1
L4T R32.5    --L4T R32.5    -->>  JetPack4.5  JetPack4.5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NV Power Mode: MAXN****$ NV Power Mode: MAXN**
**$ **$ 00****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3. 查询资源利用率****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work/baidu/cpp/lib:/home/work/baidu/cpp/lib:${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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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安装，也可手动复制lib下的文件到 下。

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

请适当降低 和 的值后尝试。

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的 移除，并

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将 移除并

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图像分类辨影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辨影软硬一体方案SDK的使用方法。支持的硬件包括辨影Air、辨影Pro。您可以在软硬一体方案了解部署方案。

模型支持：模型支持：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高精度，图像分类高性能，物体检测高精度，物体检测均衡，物体检测高性能

BML：

公开数据集预训练模型：SSD-MobileNetV1，YOLOv3-DarkNet，YOLOv3-MobileNetV1，ResNet50，ResNet101，SE-ResNeXt50，SE-

ResNeXt101，MobileNetV2，EfficientNetB0_small，EfficientNetB4，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18_vd，SE_ResNet18_vd，Xception71。

百度超大规模数据集预训练模型：YOLOv3-DarkNet，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50_vd，ResNet101_vd。

EasyEdge：EasyEdge支持的模型较多，详见查看模型网络适配硬件。若模型不在此列表，可以尝试使用自定义网络生成端计算组件。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08.01 | 1.3.5 | 新增支持辨影软硬一体方案部署 |

辨影软件接入使用SDK辨影软件接入使用SDK 辨影Air/Pro自带软件预置了大量飞桨开源模型，支持EasyDL/BML模型SDK一键导入使用，详细的辨影使用说明见购买后

获得的使用说明书

辨影推理主界面

/usr/local/lib/usr/local/lib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KilledKilled

**或****或**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Build graph failed Build graph failed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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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影设置界面。在应用中可选预置模型能力，也可选择EasyDL/BML导入的模型SDK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接下来的文档内容将会描述辨影SDK的集成开发教程，仅需要使用辨影自带软件的用户无需关注接下来的文档内容将会描述辨影SDK的集成开发教程，仅需要使用辨影自带软件的用户无需关注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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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在EasyDL智能云官网获取序列号。

将获取到的序列号填写到demo文件中或以参数形式传入。

编译并运行Demo编译并运行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编译运行：

demo运行示例：

检测结果展示：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运行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makemake
**make **make installinstall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sudosudo ldconfig ldconfig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  {{序列号序列号}}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RES/  
/ljay/images/mix008.jpeg/ljay/images/mix008.jpeg
20202020-08-06 -08-06 2020:56:30,665 INFO :56:30,665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20202020-08-06 -08-06 2020:57:58,427 INFO :57:58,427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22, kiwi, p:0.997594 loc: , kiwi, p:0.997594 loc: 0.3520870.352087, , 0.561190.56119, , 0.6257480.625748, , 0.8683990.868399
22, kiwi, p:0.993221 loc: , kiwi, p:0.993221 loc: 0.457890.45789, , 0.07302940.0730294, , 0.736410.73641, , 0.3994290.399429
22, kiwi, p:0.992884 loc: , kiwi, p:0.992884 loc: 0.1568760.156876, , 0.05987250.0598725, , 0.38020.3802, , 0.3947060.394706
11, tomato, p:0.992125 loc: , tomato, p:0.992125 loc: 0.5235920.523592, , 0.3891560.389156, , 0.6577380.657738, , 0.5480690.548069
11, tomato, p:0.991821 loc: , tomato, p:0.991821 loc: 0.6654610.665461, , 0.4195030.419503, , 0.8052820.805282, , 0.5735580.573558
11, tomato, p:0.989883 loc: , tomato, p:0.989883 loc: 0.2974270.297427, , 0.4399990.439999, , 0.4321970.432197, , 0.593250.59325
11, tomato, p:0.981654 loc: , tomato, p:0.981654 loc: 0.3834440.383444, , 0.2482030.248203, , 0.5066060.506606, , 0.4009260.400926
11, tomato, p:0.971682 loc: , tomato, p:0.971682 loc: 0.1837750.183775, , 0.5565870.556587, , 0.2869960.286996, , 0.7113610.711361
11, tomato, p:0.968722 loc: , tomato, p:0.968722 loc: 0.3793910.379391, , 0.03869650.0386965, , 0.516720.51672, , 0.2096810.209681
Done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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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0.0:24401.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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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接口初始化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serial_num serial_num));;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11));;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
片数不能大于此值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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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口的介绍。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参数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

/**/**
 * @brief * @brief
 * 单图预测接口 * 单图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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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

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针对Jetson开发工具包，目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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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不可大于此

值，但可以是不大于此值的任意图片数。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预测视频接口预测视频接口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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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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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预测成功后，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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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图片高度 = 检测框

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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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参考这里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辨影系列 SDK 支持多线程预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所支持的最大并

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需要注意的是多线程的启用会随着线程数的增加而降低单次 infer 的推理速度，建议优先使用

batch inference 或权衡考虑使用。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

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

持。

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

A：针对JetPack4.4版本，部分模型无法使用序列化，如已知的BML的MobileNetV1-SSD和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需要每次加载模型的时候编译模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接口使用-返回格式接口使用-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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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过程会比较慢。此问题将在后续JetPack版本中修复。

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查询JetPack版本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先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注意，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一对应到

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FAQFAQ 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

需要export 所在的路径，如路径为/home/work/baidu/cpp/lib，则需执行：

或者在编译完后执行如下命令将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6.1  --L4T R32.6.1  -->> JetPack4.6 JetPack4.6
L4T R32.5.1  --L4T R32.5.1  -->> JetPack4.5.1 JetPack4.5.1
L4T R32.5    --L4T R32.5    -->>  JetPack4.5  JetPack4.5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NV Power Mode: MAXN****$ NV Power Mode: MAXN**
**$ **$ 00****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3. 查询资源利用率****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work/baidu/cpp/lib:/home/work/baidu/cpp/lib:${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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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安装，也可手动复制lib下的文件到 下。

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

请适当降低 和 的值后尝试。

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的 移除，并

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将 移除并

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端云协同部署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本地服务器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MD64(x86-64)Linux-AMD64(x86-64)，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usr/local/lib/usr/local/lib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KilledKilled

**或****或**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Build graph failed Build graph failed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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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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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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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25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lk3qy99te#2-%25E8%25AF%25B7%25E6%25B1%2582http%25E6%259C%258D%25E5%258A%25A1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bie/1/100/ecc/nodes


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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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申请延期申请延期 端云协同部署包有效期为1个月，到期后可点击申请延期，工作人员审核后会增加测试时间 

端云协同-JetsonNano部署文档

端云协同-Jetson系列硬件端云协同-Jetson系列硬件 端云协同支持的 Jetson 系列硬件包括 Jetson nano，Jetson TX2，Jetson AGX Xavier 和 Jetson Xavier NX。

准备环境准备环境

1. JetPackJetPack：安装JetPack 4.4 版本（目前端云协同仅支持 JetPack4.4 版本），并注意在安装 JetPack 时务必安装对应的组件：

使用 SDK Manager 安装 JetPack 需要勾选 TensorRT、OpenCV、CUDA、cuDNN 等选项。

使用 SD Card Image 方式（仅对 Jetson Nano 和 Jetson Xavier NX 有效）则无需关心组件问题，默认会全部安装。

2. dockerdocker：安装 nvidia-docker 或 docker（版本 >= 19.03），一般 Jetson 系列硬件自带操作系统都已包含 nvidia-docker 或 docker，可通过以

下命令确认： // nvidia-docker// nvidia-docker

 nvidia-docker version nvidia-docker version

 // docker //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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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启动参数 /etc/docker/daemon.json 文件，将"default-runtime"改为"nvidia"，并重启 nvidia-docker 或 docker。

3. 依赖库文件依赖库文件：下载文件 easyedge_runtime_j44.csv，并将该文件置于 Jetson 宿主机的 /etc/nvidia-container-runtime/host-files-for-

container.d/ 目录内。

激活设备激活设备

1. 在 EasyDL/BML/EasyEdge 平台「端云协同服务」-「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2. 在设备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

3. 在 Jetson 设备上，执行激活命令。激活过程中提示选择 containerd 或者 docker 时，选择 docker，如下图：

下发部署下发部署

1. 在端云协同服务-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2. 选择模型名称和版本，发布为专项适配硬件部署包

 docker version docker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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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导航栏中的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即可将刚才生成的部署包下发到已经激活的设备当中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DL的浏览器/小程序部署SDK的使用方法，

SDK支持范围SDK支持范围 浏览器部署 浏览器部署 

PC浏览器: Chrome、Safari、Firefox

手机浏览器: Baidu App、Safari、Chrome、UC and QQ Browser

小程序部署 小程序部署 

小程序: 百度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支持的操作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

系统: MacOS、Windows

demo文件结构demo文件结构 SDK解压缩之后，目录结构如下

demo基于vite，其中public/model下的model.json、chunk_1.dat...chunk_n.dat为模型文件，src下为业务代码，index.html为入口文件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依赖node及npm，如果没有node，请前往node官网下载长期维护版本

安装依赖：npm install

|--public|--public
|  |--model|  |--model
|     |--model.json|     |--model.json
|     |--chunk_n.dat|     |--chunk_n.dat
|--src|--src
|  |--components|  |--components
|  |--App.vue|  |--App.vue
|  |--config.json|  |--config.json
|  |--env.d.ts|  |--env.d.ts
|  |--label.json|  |--label.json
|  |--main.ts|  |--main.ts
|  |--modelInfo.json|  |--modelInfo.json
|  |--usePredict.ts|  |--usePredict.ts
|--index.html|--index.html
|--package.json|--package.json
|--READ.md|--READ.md
|--tsconfig.json|--tsconfig.json
|--tsconfig.node.json|--tsconfig.node.json
|--vite.config.ts|--vite.config.ts
|--yarn.lock|--yarn.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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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项目：npm run dev

启动后控制台输出

到浏览器打开 http://localhost:3000/ 即可体验demo

模型预测结果示例模型预测结果示例 图像分类示例

数组的index为对应的标签，值为置信度

物体检测示例

输出结果是一个二维数组，第二维的结果为：[标签， 置信度，矩形框x1坐标, 矩形框y1坐标, 矩形框x2坐标, 矩形框y2坐标]

浏览器开发浏览器开发

参考src/usePredict文件

更多可参考PaddleJS工程页

小程序开发小程序开发

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需添加 Paddle.js微信小程序插件

步骤：

小程序管理界面 --> 设置 --> 第三方设置 --> 插件管理 --> 添加插件 --> 搜索 wx7138a7bb793608c3 并添加

掌上百度小程序掌上百度小程序

手百小程序需添加paddlejs百度智能小程序动态库 引入动态库代码包引入动态库代码包

代码示例：

vite v2.8.4 dev server running at:vite v2.8.4 dev server running at:
 > Local: http://localhost:3000/ > Local: http://localhost:3000/
 > Network: use `--host` to expose > Network: use `--host` to expose

[0.4450492858886719, 0.3961234986782074, 0.0122891990467906, 0.14653800427913666][0.4450492858886719, 0.3961234986782074, 0.0122891990467906, 0.14653800427913666]

[[1, 0.2247152328491211, 0.11200979351997375, 0.0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2,[[1, 0.2247152328491211, 0.11200979351997375, 0.0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2,  
0.1224712328491211, 0.511200979351997375, 0.2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0.1224712328491211, 0.511200979351997375, 0.2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 加载推理引擎// 加载推理引擎
import {Runner, env} from '@paddlejs/paddlejs-core'; import {Runner, env} from '@paddlejs/paddlejs-core'; 
// 使用webgl计算方案(暂不能使用wasm、webgpu等计算方案)// 使用webgl计算方案(暂不能使用wasm、webgpu等计算方案)
import '@paddlejs/paddlejs-backend-webgl';import '@paddlejs/paddlejs-backend-webgl';
......
// 注册引擎// 注册引擎
const runner = new Runner({const runner = new Runner({
        modelPath: '/model',        modelPath: '/model',
        keepRatio: config.rescale_mode === 'keep_ratio',        keepRatio: config.rescale_mode === 'keep_ratio',
        mean: config.img_mean.reduce((memo, v) => [...memo, +((v / 255).toFixed(3))], [] as number[]),        mean: config.img_mean.reduce((memo, v) => [...memo, +((v / 255).toFixed(3))], [] as number[]),
        std: config.scale.reduce((memo, v) => [...memo, +((1 / 255 / v).toFixed(3))], [] as number[]),        std: config.scale.reduce((memo, v) => [...memo, +((1 / 255 / v).toFixed(3))], [] as number[]),
        bgr: config.colorFormat === 'BGR',        bgr: config.colorFormat === 'BGR',
        feedShape: {        feedShape: {
            fw: config.resize[0],            fw: config.resize[0],
            fh: config.resize[1]            fh: config.resize[1]
        }        }
    });    });
......
// init runner// init runner
await runner.init();await runner.init();
......
// predict and get result// predict and get result
await runner.predict(img);await runner.predict(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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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动态库使用动态库

在使用页面的json文件里配置如下信息：

从而页面中可以使用此组件：

示例示例

index.swan

index.js

{{
    "dynamicLib": {    "dynamicLib": {
        // 定义一个别名，小程序中用这个别名引用动态库。        // 定义一个别名，小程序中用这个别名引用动态库。
        "paddlejs": {        "paddlejs": {
            "provider": "paddlejs"            "provider": "paddlejs"
        }        }
    }    }
}}

{{
    "usingSwanComponents": {    "usingSwanComponents": {
        "paddlejs": "dynamicLib://paddlejs/paddlejs"        "paddlejs": "dynamicLib://paddlejs/paddlejs"
    }    }
}}

<view class="container"><view class="container">
    <view>下面这个自定义组件来自于动态库</view>    <view>下面这个自定义组件来自于动态库</view>
    <paddlejs />    <paddlejs />
</view></view>

<view class="container"><view class="container">
    <!--index.wxml-->    <!--index.wxml-->
    <image style="width:100%; height: 300px; " src="{{imgPath}}"></image>    <image style="width:100%; height: 300px; " src="{{imgPath}}"></image>
    <button bindtap="chooseImage">选择图片</button>    <button bindtap="chooseImage">选择图片</button>
    <button bindtap="doPredict" class="btn" type="primary">新鲜度预测</button>    <button bindtap="doPredict" class="btn" type="primary">新鲜度预测</button>
    <!-- 返回结果 -->    <!-- 返回结果 -->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Type">预测结果：{{resultType}}</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Type">预测结果：{{resultType}}</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Val">预测可信度：{{resultVal}}</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Val">预测可信度：{{resultVal}}</view>
    <paddlejs options="{{options}}" status="{{status}}" imgBase64="{{imgBase64}}" bindchildmessage="predict" />    <paddlejs options="{{options}}" status="{{status}}" imgBase64="{{imgBase64}}" bindchildmessage="predict" />
</view></view>

Page({Page({
    data: {    data: {
        imgPath: '',        imgPath: '',
        content: '',        content: '',
        resultType: '',        resultType: '',
        resultVal: '',        resultVal: '',
        isShow: true,        isShow: true,
        options: { // 模型配置项        options: { // 模型配置项
            modelPath: 'http://localhost:3000/model',            modelPath: 'http://localhost:3000/model',
            fileCount: 3,            fileCount: 3,
            needPreheat: true,            needPreheat: true,
            feedShape: {            feedShape: {
                fw: 224,                fw: 224,
                fh: 224                fh: 224
            },            },
            fetchShape: [1, 7, 1, 1],            fetchShape: [1, 7, 1, 1],
            fill: [255, 255, 255, 255],            fill: [255, 255, 255, 255],
            scale: 256,            scale: 256,
            targetSize: { height: 224, width: 224 },            targetSize: { height: 224, width: 224 },
            mean: [0.485, 0.456, 0.406],            mean: [0.485, 0.456, 0.406],
            std: [0.229, 0.224, 0.225]            std: [0.229, 0.224, 0.225]
        },        },
        status: '' // 初始值为''， 变为'predict'时会触发模型预测        status: '' // 初始值为''， 变为'predict'时会触发模型预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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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Prop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默认值默认值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描述描述

options string 是 模型配置项，参考src/usePridict

imgBase

64
string 是 要预测的图像的base64

status string '' 是
当前状态，status变化触发组件调用相应的api，当status变为predict时，组件会读取imgBase64作为输入

的图像，调用模型预测APi

模型加速整体说明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当您发布时纯离线服务时，平台已结合最新的量化、剪枝、蒸馏技术，推出丰富的模型压缩加速方案，以提高您的SDK部署效率。

覆盖范围：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均支持该功能。

    /**    /**
     * 选择图片     * 选择图片
     */     */
    chooseImage: function () {    chooseImage: function () {
        const me = this;        const me = this;
        this.setData({        this.setData({
            ishow: false            ishow: false
        });        });
        swan.chooseImage({        swan.chooseImage({
            count: 1,            count: 1,
            sizeType: ['original', 'compressed'],            sizeType: ['original', 'compressed'],
            sourceType: ['album', 'camera'],            sourceType: ['album', 'camera'],
            success(res) {            success(res) {
                const path = res.tempFilePaths[0];                const path = res.tempFilePaths[0];
                swan.getFileSystemManager().readFile({                swan.getFileSystemManager().readFile({
                    filePath: path,                    filePath: path,
                    encoding: 'base64',                    encoding: 'base64',
                    success: res => {                    success: res => {
                        me.setData({                        me.setData({
                            imgBase64: res && res.data,                            imgBase64: res && res.data,
                            imgPath: path                            imgPath: path
                        });                        });
                    },                    },
                    fail: res => {                    fail: res => {
                        console.log(res);                        console.log(res);
                    }                    }
                });                });
            }            }
        });        });
    },    },
    predict(e) {    predict(e) {
        const status = e && e.detail && e.detail.status;        const status = e && e.detail && e.detail.status;
        if (status === 'loaded') {        if (status === 'loaded') {
            this.setData({status: 'loaded', isShow: false});            this.setData({status: 'loaded', isShow: false});
        }        }
        else if (status === 'complete') {        else if (status === 'complete') {
            const data = e.detail.data;            const data = e.detail.data;
            const maxItem = this.getMaxItem(data);            const maxItem = this.getMaxItem(data);
            this.setData({status: '', resultType: maps[maxItem.index], resultVal: maxItem.value});            this.setData({status: '', resultType: maps[maxItem.index], resultVal: maxItem.value});
        }        }
    },    },
    doPredict() {    doPredict() {
        this.setData({status: 'predict'});        this.setData({status: 'predict'});
    },    },
    getMaxItem(datas = []) {    getMaxItem(datas = []) {
        let max = Math.max.apply(null, datas);        let max = Math.max.apply(null, datas);
        let index = datas.indexOf(max);        let index = datas.indexOf(max);
        return {value: max, index};        return {value: max, inde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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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理：针对目标芯片，对模型做深度优化压缩加速，加速后模型在推理速度、内存占用、体积大小等指标上表现更优。发布加速模型可能需

要一段时间，同时会有微小的精度损失。发布完成后可通过性能报告对比具体加速效果。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选择加速方式选择加速方式 结合选择的系统与芯片不同，分别为您提供不同的压缩方式。

提示：基础SDK默认作为勾选项存在，可后续与您的加速SDK进行效果与性能比对，方便您进一步挑选

查看发布状态查看发布状态 点击完成发布后，将自动跳转至列表页，可分别查看不同加速方案下的模型发布进度及发布时间。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IEC

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以下简称IE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设备管理的本地化方案。可以运行于多种架构、多系统、多类型的终

端之上。通过IE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本地进行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事件

硬件信息的可视化查看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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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列表可参考这里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注意：2.0.0之后，默认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iec，无法兼容1.x版本的iec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新增onvif/gb28181支持；完善端云通信逻辑

2.0.0 2022-03-22 支持连接中心节点IECC；支持以系统服务安装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IEC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您也可以通过先安装多节点版本IECC，通过中心节点来自动连接安装边缘节点。

Linux 安装Linux 安装 解压缩之后，目录结构如下

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root用户运行  即可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
..
├── easyedge-iec├── easyedge-iec
├── easyedge-iec-setup.sh├── easyedge-iec-setup.sh
├── etc├── etc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8 files1 directory, 8 files

./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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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方法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安装Windows 安装

解压缩之后，安装目录如下所示：

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 status: OK![setup]: IEC status: OK!
[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log/easyedge-iec.log./log/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yml

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 easyedge-iec.exe├── easyedge-iec.exe
├── easyedge-iec-setup.bat├── easyedge-iec-setup.bat
├── etc├── etc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4 files1 directory, 4 files

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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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 / easyedge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http://{设备ip}:87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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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使用说明功能使用说明

①添加模型服务①添加模型服务 首先，点击导航栏的「本地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在页面中定义服务名称后，将已经下载好的Linux/Windows版本的

SDK与IEC关联。关联完毕后可按两种激活方式，激活使用SDK。 

部分SDK需要提前安装系统依赖，如TRT等，具体请参考EasyDL/BML/EasyEdge SDK使用文件中的环境依赖安装说明

联网激活联网激活

1. 在关联SDK完成后，需要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对应部署方式管理页中新增测试序列号或购买正式序列号。（图中以服务器版SDK为例） 

2. 再在IEC中填入所申请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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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服务，在服务端口不冲突占用的情况下，使用默认即可

4. 添加并激活

离线激活离线激活

1. 在IEC总览页面下载「指纹文件」 

2. 在百度智能云的控制台中找到SDK对应的管理列表，图中以服务器SDK为例。申请序列号后，点击对应序列号尾部的「离线激活」操作，按指

引激活 

3. 在IEC的添加模型服务页面，上传下载好的授权文件，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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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完成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列表中启动服务，使用后续的操作栏功能。

体验本地demo体验本地demo

点击「本地demo体验」即可在立即上传图片进行预测 

接入摄像头接入摄像头

使用接入摄像头功能首先需要添加摄像头，请参考第②步，完成后按照第③步操作 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

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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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添加摄像头②添加摄像头 导航栏点击「我的摄像头」-「添加摄像头」，定义摄像头名称、备注后即可添加摄像头。支持本地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 摄像头

添加成功后即可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和频率 

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 点击「本地模型服务」-「模型服务管理」中，所需接入预测的服务的「接入摄像头」 

 在弹出的弹窗中选择第②

步中添加的摄像头，此时点击确认即可在「摄像头管理」中的实时预览功能中查看摄像头预测结果，识别结果默认不保存。如需保存识别结果，

可设置对应的「本地事件触发条件」，根据标签和置信度，将识别结果保存至本地事件记录当中。设置多个标签条件时，IEC会以“或“的逻辑来将

所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保存 

④本地事件④本地事件 点击导航栏「本地事件记录」，可通过服务名称、摄像头名称、事件记录的时间、标签及置信度来筛选识别结果查看，多个标签及置

信度同样也是“或"的逻辑记录。如有想要删除的事件数据可选择后删除，全选为本页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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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

与中心节点连接之后，边缘节点主程序版本会自动随控制中心版本升级。（>2.0.0)

Step 1 在IECC中添加边缘节点，选择「边缘节点已安装IEC」，并记录IP地址与Token

Step 2 在IEC的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并填入刚才记录的IP地址与Token，点击建立连接

连接完成后即可在中心节点IECC去监控/管理/应用在边缘节点上的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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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配置项*

配置文件 中有关于IEC的各项配置说明，一般无需修改，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之后，再做修改。et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yml

###### IEC系统配置###### IEC系统配置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versionversion::  3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role: edge# role: edge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60
    #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  1010
    #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appDataFolder:: default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debug:: no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loginEnabled:: yes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sessionMaxAge::  3600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toStd:: no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toFile:: yes yes
    loggingFile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ie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level::  -1-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listenPort::  87028702
    listenHostlistenHost:: 0.0.0.0 0.0.0.0

sdksdk::
    #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cudaVersioncudaVersion::  10.210.2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libPathlibPath:: ./ ./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ENVsENVs::
        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EasyEdge EasyEdge
######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commucommu::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2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dbiec.db
    hubDbFilehub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hub.dbiec.hub.db
    eventDbFile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event.dbevent.db
    fileServerDbFile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fileserver.hub.db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flvPort::  87158715
    rtmpPortrtmpPort::  87168716

###### 视频流相关配置###### 视频流相关配置
edgestreamedgestream::
    logLevellogLevel::  -1-1
    listenHostlistenHost:: 127.0.0.1 1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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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 中心节点短时间的离线，边缘节点会自动重连。如果中心节点已经恢复在线，边缘节点长时间未自动连

接上，可通过边缘节点iec的方法来重新连接（右上角 admin - 重启系统）

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 我们将会在近期发布对Android操作系统的支持

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整体介绍整体介绍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多节点版（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Console Center 以下简称IEC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资源管理、服务应用与管理一站

式本地化方案。

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

边缘硬件资源的管理与监控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视频流解析，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视频流推理事件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listenHostlistenHost:: 127.0.0.1 127.0.0.1
    listenPortlistenPort::  87108710
    #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renderExtendFramesrenderExtendFrames::  1010
    #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
    inferenceQueueSizeinferenceQueueSize::  6060
    videoEncodeBitRatevideoEncodeBitRate::  400000400000
    #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resolutionresolution::  00
    #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mediaServerHostmediaServerHost:: 127.0.0.1 127.0.0.1
    mediaServerFlvPortmediaServerFlvPort::  87138713
    mediaServerRtmpPortmediaServerRtmpPort::  87148714
    mediaServerRtspPortmediaServerRtspPort::  00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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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说明连接说明 以下为 , , 的连接示意：

其中：

控制中心需要有固定IP，而边缘节点可以处于多级子网之下，只需IEC能够主动访问到控制中心节点即可

模型服务均运行于各边缘节点之上

摄像头均与边缘节点相连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边缘节点新增Android支持；新增onvif/gb28181支持；优化端云通信通道安全

2.0.0 2022-03-25 多节点版上线！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单节点版 IEC 第一版！

安装安装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以Linux为例，解压缩后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中心节点（控制中心）中心节点（控制中心） 边缘节点/子节点边缘节点/子节点 摄像头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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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系统Linux 系统

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管理员运行  即可。

出现sucess字样，表示安装成功。

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配置服务自启动：可根据不同操作系统参考这里进行对应配置

可通过  来卸载，以及 来升级为当前安装包的版本

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您的操作系统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

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系统Windows 系统 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注：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EasyEdge-IECC-v{版本号}/./EasyEdge-IECC-v{版本号}/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setup.sh  |-- easyedge-iecc-setup.sh
  |-- etc/  |-- etc/
  |-- etc/easyedge-iec.yml  |-- etc/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 readme.txt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C status: OK![setup]: IECC status: OK!
[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

./log/easyedge-iecc.log./log/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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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装：验证安装：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更新服务：更新服务： 关闭服务，下载最新的安装包，重新执行安装流程即可。

注：1. 中心节点更新到新版之后，已连接的边缘节点会自动跟随中心节点，自我升级到同样的版本。

2. 报错: Text file busy. 一般是因为服务没有停止。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

在IECC导航栏中点击边缘节点，点击页面中的添加边缘节点按钮

http://{设备ip}:8602/easyedgehttp://{设备ip}:86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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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边缘节点，填写基本信息

激活边缘节点，根据边缘节点上是否安装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IEC）分两种激活方式

边缘节点未安装IEC：复制提供的命令，在边缘节点的终端中输入执行（命令会自动在当前目录，下载单节点版IEC并注册到控制中

心）。终端命令执行完成后，在下方校验激活结果，如结果通过即可完成边缘节点的激活

边缘节点已安装IEC：记录页面中提供的IP地址和Token

在边缘节点的IEC边缘节点的IEC-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多节点模式开关，将刚才记录的IP地址和Token填入其中，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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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激活后可在边缘节点页面中看到一行状态为在线在线的记录

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

在模型服务管理-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中点击添加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

上传来自于EasyDL/BML的SDK，目前仅支持Windows/Linux的SDK

添加成功后可在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查看添加的模型服务SDK

在模型服务SDK上传成功以及边缘节点也添加激活过后，即可将模型服务下发至边缘。点击导航栏-下发模型服务，选择已添加的模型服务，

选择下发的目标节点（支持多节点批量下发）进行模型服务下发

确定下发配置后，填入模型服务在边缘节点联网激活运行的序列号（支持批量导入）即可完成模型服务下发，序列号可在智能云控制台获取。

离线激活的过程可参考IECC中的具体指引

完成上述流程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列表中查看记录，并进行下一步应用功能体验

注：完成此步骤后即可在边缘节点进行二次集成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具体的集成方式可在文档-某图像任务类型-模型发布中查找对应的

SDK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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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时可以通过高级配置设置服务运行的host和port。若不设置，默认host为0.0.0.0，port为系统随机分配的可用端口

Step 3 配置摄像头Step 3 配置摄像头

Step 3 - 5 描述的是如何使用IECC可视化进行视频流式推理与应用，对此有需求的用户建议详细查看后续步骤内容。如仅需对下发的模型服

务进行二次集成的用户无需进行后续操作，参考SDK对应的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即可

首先需要确定边缘节点已经接入物理摄像头，可通过USB插口接入，也可通过RTSP/RTMP流式协议接入。在摄像头设备页面点击添加摄像头

按钮，填写对应的信息添加摄像头。支持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以及摄像头的抽帧频率

添加完成后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查看记录

点击预览可查看摄像头预览画面

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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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服务可接入摄像头直接进行预测，并可同时设置告警规则，出发告警条件的结果将会以事件的形式保存至IECC中。

点击模型服务管理页面中对应服务的接入摄像头操作

将已添加至IECC的摄像头与模型服务关联，并在下方设置对应的事件告警条件。告警规则通过标签阈值的方式来建立，例如设置“猕猴桃”标签

阈值80%-100%，则大于80%置信度的“猕猴桃”识别结果将会保存至事件记录中

也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实时预览中查看实时的模型服务预测结果

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

可在事件中心-事件记录中查看满足时间告警条件的图片记录

高级配置说明高级配置说明 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高级高级，可以修改控制中心的高级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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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 IECc系统配置###### IECc系统配置
version: 3version: 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role: hub  role: hub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 default  appDataFolder: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 no  debug: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 yes  loginEnabled: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 3600  sessionMaxAge: 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 no  toStd: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 yes  toFile: yes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 -1  level: -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 8602  listenPort: 8602
  listenHost: 0.0.0.0  listenHost: 0.0.0.0

commu:commu:
  mqServer:  mqServer:
    host: 0.0.0.0    host: 0.0.0.0
    port: 8632    port: 8632
    HTTPPort: 8620    HTTPPort: 8620
    maxPayload: 8388608    maxPayload: 8388608
    pingIntervalSecond: 30    pingIntervalSecond: 30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 8613  flvPort: 8613
  rtmpPort: 8614  rtmpPort: 8614

######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fileserver:fileserver: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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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常见问题

数据相关问题

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

每个分类至少需要准备20张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图片。

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

每个账号下所有数据集的图片总数不能超过10万张。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是是图像分类模型上传处理失败，请先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是否存在中文命名、或者增加了空格；然后检查下数据图片量是否

超过上限（10万张）；再检查图片中是否有损坏。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先尝试重新训练，如多次重新训练后仍然失败，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

服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Step 1 重新训练Step 1 重新训练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需要重新训练的模型——点击训练，进行新版本模型训练

Step 2 重新发布Step 2 重新发布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新训练好的模型版本——点击申请发布

Step 3 确认发布Step 3 确认发布

在出来的弹窗中点击确定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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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示例中，左侧是正确的结果，右侧是模型的识别结果

观察模型识别有误的图片有哪些共同点，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训练数据。比如：当图片比较亮的时候模型都能识别正确，但比较暗的时候模型就

识别错了。这时就需要补充比较暗的图片作为训练数据 

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

在训练配置页面-数据增强策略中配置更多数据增强的算子，来增加训练数据。也可在精度提升配置包-数据增强策略中选择自动数据增强策

略，从而自动补充适合场景的增强数据

如果您是通过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服务进行应用，即可通过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应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使用的是云服务，可以开通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部署相关问题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不限制发布模型数量，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线上的部署方式支不支持我的硬件？线上的部署方式支不支持我的硬件？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支持的硬件示例支持的硬件示例

通用ARM 绝大多数安卓、苹果手机；瑞芯微RK32、RK32、RK35系列、树莓派等开发板

英特尔神经计算棒 NCS 1代、NCS 2代

海思NNIE 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 Atlas200计算盒、Atlas300 计算卡

比特大陆SE计算盒 Bitmain SE5

通用x86CPU 绝大多数英特尔和AMD CPU

通用x86CPU加速版 英特尔志强、酷睿、凌动系列CPU

高通骁龙 骁龙660以后芯片的手机

华为NPU mate10，mate10pro，P20，mate20，荣耀v20等

华为达芬奇NPU mate30，p40，nova6，荣耀v30等

英伟达 GPU 消费级显卡GeForce系列、RTX系列、TITAN，专业显卡Quadro、Tesla系列

英伟达Jetson TX2、Nano、Xavier、Xavier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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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检测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图像。

EasyDL图像支持定制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三类模型。三类模型的功能区别如下：

图像分类：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适用于图片内容单一、需要给整张图片分类的场景

物体检测：检测图中每个物体的位置、名称。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要识别、或要识别主体位置及数量的场景

图像分割：对比物体检测，支持用多边形标注训练数据，模型可像素级识别目标。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需识别其位置或轮廓的场景

以下是关于物体检测模型的技术文档。

应用场景

视频监控：如检测是否有违规物体、行为出现

工业质检：如检测图片里微小瑕疵的数量和位置

医疗诊断：如医疗细胞计数、中草药识别等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几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新手教程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如果文档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之前需要在数据中心【创建数据集】，导入并标注数据。

如果训练数据需要多人分工标注，可以创建多个数据集。将训练数据分批上传到这些数据集后，再将数据集"共享"给自己的小伙伴，同步进行标

注。

设计标签设计标签

在上传之前确定想要识别哪几种物体，并上传含有这些物体的图片。每个标签对应想要在图片中检测出的一种物体

注意：标签的上限为1000种

准备图片准备图片

基于设计好的标签准备图片：

每种要识别的物体在所有图片中出现的数量需要大于50

如果某些要区分的物体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图片

一个模型的图片总量限制4张~10万张4张~10万张

单张图片中的目标数不能超过1000个

如有特殊需求，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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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格式要求：图片格式要求：

目前支持图片类型为png、jpg、bmp、jpeg，图片大小限制在14M以内

图片长宽比在3:1以内，其中最长边小于4096px，最短边大于30px

图片内容要求：图片内容要求：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图

片；如果是需要识别白天光照下的物体，就不能使用夜晚拍摄的图片数据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上传数据集并在线标注

在完成了设计标签与准备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导入数据：

导入未标注的数据，在线进行数据标注

直接导入标注好的数据

导入未标注数据导入未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支持上传图片、压缩包，或通过API导入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图像类模型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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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导入Labelme数据一键导入Labelme数据 详见导入工具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上传未标注数据后，即可进入「标注数据集」页面进行在线标注

标注方法标注方法

注意：单张图片的标注框数不能超过500个，如有特殊需求，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Step 1Step 1 首先在标注框上方找到工具栏，点击标注按钮在图片中拖动画框，圈出要识别的目标

Step 2Step 2 然后在右侧的标签栏中，增加新标签，或选择已有标签

标注技巧标注技巧

所有图片中出现的目标物体都需要被框出（框可以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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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应包含整个物体，且尽可能不要包含多余的背景

如果图片中存在很多相同标签的目标物体，可以使用右侧的锁定按钮。锁定标签后，只需要在左侧框选目标物体即可，不用再重复选择标签

若需要标注的图片量较大时（如超过100张），可以启动智能标注来降低标注成本

导入已标注数据导入已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支持上传压缩包，或通过API导入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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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智能标注

使用智能标注功能可降低数据的标注成本。启动后，系统会从数据集所有图片中筛选出最关键的图片并提示需要优先标注。通常情况下，只需标

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相比，模型效果几乎等同

整体流程以物体检测的智能标注流程为例:

创建智能标注任务创建智能标注任务

启动物体检测数据集的智能标注前，请先检查以下是否已满足以下条件：

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都已创建

每个标签的标注框数不少于10个

所有需要标注的图片都已加入数据集，且所有不相关的图片都已删除

若已满足，即可从导航栏进入「数据服务」-「智能标注」，创建智能标注任务，系统会基于您选择数据类型及数据量级，自动预估任务运行时长

系统筛选难例系统筛选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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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分批筛选出最关键需标注的图片，即难例图片。

Tips：难例筛选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您可以正常进行其他未标注图片的标注

用户确认难例用户确认难例

智能标注任务启动后，系统为您自动筛选难例，您可以通过总览页查看进度按钮查看当前难例筛选进度，同时，进度图中也会全局展示您处于难

例筛选的具体哪一环节，以便您的操作后续。 筛选难例完成后，绿色进度条会进展到确认难例阶段，您可以点击【确认难例】完成对预标注结果

的人工确认。

我们为您的人工确认提供两种模式：

单张确认，在该模式下支持您对预标注结果进行修正后点击保存

一键保存所有标注，为提升您的确认效率，默认您对难例的预标注结果全部满意，即可进入下一阶段

标注难例的预训练模型，也会对您无标注信息下的图片进行预标注结果的展示，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完成标注确认，确认后该张图片将升级

为已标状态，该环节并非是您进入智能标注下一阶段的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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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

当您对难例完成确认后，您可以根据本轮次预标注的结果是否满意，判断您是否还需要进入下一轮难例筛选阶段，如果满意本轮难例的预标注效

果，系统将自动为您系统其他的未标图片打标签。 

中止任务中止任务

当您在任务运行中想要中止任务时，可实时点击标注页面右上方【中止任务】按钮，任务将被提前结束。 

其他操作提示其他操作提示

在智能标注任务中，有任务上限吗？

支持五条智能标注任务同时运行，超过该上限您需要中止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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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

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

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如多次失败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问题反馈问题反馈

您在使用EasyData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联系我们：

在社区咨询

在论坛发帖提交问题，也可以在论坛与其他用户一起交流。前往论坛

提交工单

如果使用EasyData遇到其他任何问题或任何bug，您可以点此提交工单

添加微信小助手留言

请在微信搜索“BaiduEasyDL”，并备注暗号 “EasyData”，添加小助手后留言。 请在微信搜索“BaiduEasyDL”，并备注暗号 “EasyData”，添加小助手

后留言。

数据集多人标注

如果训练数据需要多人分工标注，可以创建多个数据集。将训练数据分批上传到这些数据集后，再将数据集"共享"给自己的小伙伴，同步进行标

注。

共享方式如下：

1.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点击需要共享的数据集对应操作栏中的「共享」1.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点击需要共享的数据集对应操作栏中的「共享」

2. 在共享页面，勾选被共享数据集的授权使用范围，生成共享链接。如需被共享人标注数据，则需勾选「修改」2. 在共享页面，勾选被共享数据集的授权使用范围，生成共享链接。如需被共享人标注数据，则需勾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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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共享链接，并发送给小伙伴3. 复制共享链接，并发送给小伙伴

4. 被共享人打开链接后，即可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看到被共享的数据集，并进行被授权的操作4. 被共享人打开链接后，即可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看到被共享的数据集，并进行被授权的操作

5. 训练模型时，在「训练模型」页面添加训练数据时，可从多个数据集（如多个被共享的数据集）选择数据5. 训练模型时，在「训练模型」页面添加训练数据时，可从多个数据集（如多个被共享的数据集）选择数据

数据集管理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标注的图片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图片及标注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图像数据集管理API

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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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na

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数据集列表API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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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分类（标签）列表API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64

http://ai.baidu.com/docs#/Auth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dlLiteImage/overview/index~type=1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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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

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

10000个汉字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否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若为空，则只上传图片，不上传标签/分类。若不为空，则应在数组中包含以下前面带+的参数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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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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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

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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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数据质检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该功能旨在对您数据集中的图像数据进行质量检测，通过提供客观指标，为您对数据集的下一步操作（标注、清洗等）进行参照引导。

整体质检报告将包括对原图、标注信息两个层面的指标进行统计，本期先上线原图维度的质检指标，标注层面的质检指标敬请期待。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功能入口Step 1 功能入口

您可从数据总览页操作列点击【质检报告】或查看页面点击【质检报告】进入该功能页面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69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Step 2 指标查看Step 2 指标查看 本期报告分为整体指标和分布指标两类。整体指标包括数据集存储大小、图片数量、破损图像数三类；分布指标包括色彩分布

空间、图像存储大小分布、高宽比分布、分辨率分布、色偏分布五类。

可以通过切换数据集版本查看不同版本下质检报告。

Step 3 对应处理Step 3 对应处理 可通过hover具体指标数值进行相关操作，以高宽比分布为例：

第一步，高宽比大于3.6的超长图hover显示有1张图片比，支持点击 

第二步，点击后进入符合该指标的图片操作页，可针对筛选后图片进行删除、标注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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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物体检测创建模型

在导航【创建模型】中，填写模型名称、联系方式、功能描述等信息，即可创建模型。

操作示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注：1. 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物体检测训练操作说明

数据提交后，可以在导航中找到【训练模型】，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注：1.启动训练前请确保数据已经标注完成，否则无法启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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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述训练功能点中，标注为星号（*）的功能为非必要选择项，可根据实际需求考虑是否使用

① 选择模型①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② 添加数据② 添加数据

半监督训练*半监督训练* 半监督深度学习是半监督学习和深度学习结合的产物，可以理解为在深度学习算法中使用无标签样本。

模型取得优异表现离不开大量有标记样本。在现实生活中，有标记样本获取代价高昂，而无标签样本却很容易获得。由此想把半监督学习引入到

深度学习中。

当打开半监督训练开关后，可以将未标注的数据添加至训练数据中参加训练。同时，这些未标注的数据在半监督训练完成后将会自动生成对应的

标签信息，如在「保存自动生成标签」字段下选择了“是”，则可在EasyData数据服务对应数据集中查看并确认对应的标签结果

注：开启半监督训练后会增加部分训练时间，一般不会大于对应全量标注数据训练的训练时间两倍，请根据实际需求考虑后选择。例如「80

已标注样本+20未标注样本」半监督训练与「100已标注样本」常规训练的训练时间对比，前者训练时间会更长，但不会大于后者训练时长的

两倍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训练，请耐心等待

TipsTips：

如果包含同一个标签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集里，可以在训练时同时从这些数据集里选择，模型训练时会按标签名称合并

添加自定义验证集*添加自定义验证集* AI模型在训练时，每训练一批数据会进行模型效果检验，以某一张验证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通过验证结果反馈去调节训练。

可以简单地把AI模型训练理解为学生学习，训练集则为每天的上课内容，验证集即为每周的课后作业，质量更高的每周课后作业能够更好的指导

学生学习并找寻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成绩。同理AI模型训练的验证集也是这个功效。 

注：学生的课后作业应该与上课内容对应，这样才能巩固知识。因此，验证集的标签也应与训练集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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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

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

数据测试，这样才能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注：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配置数据增强策略配置数据增强策略

深度学习模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的标注数据集。通常来说，通过增加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往往能提升模型的效果。当在实践中无法

收集到数目庞大的高质量数据时，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扰动从而产生"新"数据。模型会通过学习大量

的"新"数据，提高泛化能力。

你可以在「默认配置」、「手动配置」、「自动数据增强」3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完成数据增强策略的配置。

默认配置默认配置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就可以选择默认配置。后台会根据你选择的算法，自动配置必要的数据增强策略。

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EasyDL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增强算子供开发者手动配置。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算子功能说明或训练页面的效果展示，来了解不同算子的功能：

算子名算子名 功能功能

ShearX_BBox 剪切图像的水平边

ShearX_Only_BBoxes 剪切标注框内图像的水平边

ShearY_BBox 剪切图像的垂直边

ShearY_Only_BBoxes 剪切标注框内图像的垂直边

TranslateX_BBo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图像及标注框

TranslateX_Only_BBoxes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标注框内的图像

TranslateY_BBo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图像及标注框

TranslateY_Only_BBoxes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标注框内的图像

Rotate_BBox 按指定角度旋转图像及标注框

Rotate_Only_BBoxes 按指定角度旋转标注框内的图像

AutoContrast 自动优化图像对比度

Contrast 调整图像对比度

Equalize 将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Equalize_Only_BBoxes 将标注框内的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Solarize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Solarize_Only_BBoxes 为标注框内的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Solarize_add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下的所有像素值加上像素偏移值

Posterize 减少每个颜色通道的bits至指定位数

Color 调整图像颜色平衡

Brightness 调整图像亮度

Sharpness 调整图像清晰度

Cutout 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BBox_Cutout 通过在标注框附近进行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Cutout_Only_BBoxes 只在标注框内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Flip_Only_BBoxes 对标注框内的图像进行左右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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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数据增强自动数据增强

在训练方式选择「精度提升配置包」选项后，此处数据增强策略提供「自动数据增强」选项。自动数据增强算法会根据您数据的特性，自动选择

数据增强算子。使用付费机型训练的用户请注意，自动数据增强算法可能会增加模型训练时间。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我的模型-查看版本配置」中，查看配置记录：

配置建议配置建议

算子的配置建议贴合实际场景。

比如，数字识别的数据集中，因为对数字的旋转很有可能导致错误样本的产生，所以不建议对数字数据集进行旋转操作。再比如，检测数据集

中，如果标注量比较少，就可以通过随机平移的算子增强数据集，模型也更容易学习到目标物体的平移不变性。

③ 训练配置③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API」、「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API」，则可按需选择训练方式 增量训练*增量训练* 增

量训练：在模型迭代训练时，用户在原训练数据上增加了训练数据，可通过加载原训练数据训练的模型参数进行模型训练。这样可让模型收敛速

度变快，训练时间变短，同时在数据集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模型效果也会更好。

注：仅可选择同一部署方式下的训练的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版本

训练方式训练方式 EasyDL目前提供完全免费的「常规训练」，以及限时免费的「精度提升配置包」两种选项。

「常规训练」包括EasyDL历史提供的「高精度」、「高性能」等模型选择，以及常规的模型训练配置

「精度提升配置包」选用百度自有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让模型有更好的精度效果。并提供按云调用时延选择网络模型的形式，根据您实际应

用场景需求，选择更合适的模型。

自动超参搜索*自动超参搜索* 自动超参搜索目前仅在精度提升配置包的选项下提供。选择开启自动超参搜索后，算法会多次实验，自动搜寻出适合模型训练的

各种参数，来达到高精度的模型效果。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74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ok38n2w9h#%25E4%25B8%25B0%25E5%25AF%258C%25E7%259A%2584%25E9%2583%25A8%25E7%25BD%25B2%25E6%2596%25B9%25E6%25A1%2588


注：开启自动超参搜索后会增加3倍以上的训练时间，请根据实际需求考虑后选择

高级训练配置*高级训练配置* 高级训练配置开关默认关闭，建议对深度学习有一定了解的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使用。高级训练配置目前提供「输入图片分辨

率」、「epoch」、两个配置项

输入图片分辨率：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输入图片分辨率，如检测目标在图片中较小，就可适当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增强检测目标在数

据层面的特性。推荐值为该类算法任务输入图片分辨率普遍最优值。

epoch：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如有训练数据集较大，模型训练不充分，模型精度较低的情况，可适当设置较大epoch值（大于100），

使模型训练更完整。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不同的部署方式下，可以选择不同的算法。每个算法旁边有一个小问号，可以查看详细说明。

例如：选择「公有云API」后，可以在「超高精度」、「高精度」、「高性能」3种算法中选择。鼠标移动到「高精度」右侧的问号上，可以看到

对高精度算法的详细说明。

通常，高精度模型在识别准确率上表现较好，但在识别速度上表现较弱。高性能模型反之。

在「精度提升配置包」中提供「小目标检测」算法供用户选择，当检测目标小于图片的5%，使用小目标检测算法可获得效果不错的模型。

注：小目标检测算法目前仅支持本地服务器部署

此外，如果你已从AI市场购买了模型算法，也可以基于已购模型的算法训练： 前往AI市场购买>

④ 训练模型④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训练，请耐心等待。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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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物体检测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物体检测模型效果评估

可通过模型评估报告或模型校验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在线校验：可以在左侧导航中找到【校验模型】，在线校验模型效果。校验功能示意图：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mAP、精确率、召回率。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

分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

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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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mAP：mAP：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出

其精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精确率：精确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预测物体总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召回率：召回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真实物体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模型调优建议模型调优建议 在模型评估中，EasyDL将会通过智能算法对误识别的样本进行归因分析，可推断出误识别的样本对某个模型评估指标的具体影响

以及影响程度，并提供对应优化的方案。同时还可针对某个具体表现不好的标签进行归因分析，针对性优化识别效果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不同阈值下的F1-score、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以及使用混淆矩阵定位易混淆的标签。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直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或发现是标注错误，从而直接点击修改标注来将标注

修正

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勾选「误识别」、「漏识别」来分别查看两种错误识别的情况：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377



误识别：红框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误识别：红框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

观察误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电动车的模型，把很多自行车误识别成了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和自行车外观上比较相似）。这

时，就需要在训练集中为自行车特别建立一个标签，并且在所有训练集图片中，将自行车标注出来。

可以把模型想象成一个在认识世界的孩童，当你告诉他电动车和自行车分别是什么样时，他就能认出来；当你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

自行车认成电动车。

漏识别：橙框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漏识别：橙框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

观察漏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会议室参会人数的模型，会漏识别图片中出现的白色人种。这大概率是因为训练集中缺少白色人

种的标注数据造成的。因此，需要在训练集中添加包含白色人种的图片，并将白色人种标注出来。

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在外貌的差别上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几乎所有的训练数据都标注的是黄色人种，所以模型很可能认不出白色人种。需要增加

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让模型学习到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都属于「参会人员」这个标签。

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

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定位易混淆标签定位易混淆标签

支持按识别错误样本量的绝对数值/相对数值查看混淆矩阵，同时支持下载完整的混淆矩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物体检测模型如何提升效果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可能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我们设计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获得更好的模型效果。

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

服务。服务。

想要提升模型效果，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标签标注50个框以上每个标签标注50个框以上，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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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量是否均衡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标签框数很多，有的标签框数很少，

会影响模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

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功能后，可查找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

效果的持续优化

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1. 为已上线接口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服务

2. 通过选择调用时间、标签，并设置筛选条件，查看疑似错误识别的图片

注意：数据将从开通功能后开始存储，最多存储30天的数据。当天调用的数据暂不支持即时查看，可在第二天查看

3. 将接口识别错误的图片添加到指定数据集（建议新建数据集）并纠正结果。后续训练模型时，只需增加包含接口数据的数据集，即可提升模

型效果

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 可前往训练配置页面尝试不同的配置组合，因不同数据集在不同的算法上可能表现不一致，所以建议您多尝试不同的算法选

型后综合挑选精度最高的模型使用，你可以选择如下的配置项：

增量训练

精度提升配置包

自动超参搜索

自定义验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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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增强策略

在高级训练配置中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

注：如您需检测的目标在图中占比小于5%，建议您选择「精度提升配置包」中的小目标检测算法，但出于对算法性能的考虑，目前小目标检

测算法仅支持本地部署

模型发布

物体检测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本地服务器，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方案，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公有云在线服务公有云在线服务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支持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不断优化模型效果

纯离线服务纯离线服务 训练完成的模型整体打包为纯离线服务，可下载在本地稳定调用。纯离线服务按部署硬件芯片不同分为本地服务器部署、通用小型设

备部署。为了提供更好的算法与硬件推理效果，EasyDL提供软硬一体方案部署。纯离线服务的整体支持与评测信息可详见算法与性能评测大表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支持服务器API和服务器SDK两种集成方式

模型服务性能表现更好，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例如工业质检、流水线产品分拣等

通用小型设备通用小型设备

训练完成的模型被打包成适配智能硬件的SDK，可进行设备端离线计算。满足推理阶段数据敏感性要求、更快的响应速度要求

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基础接口封装完善，满足灵活的应用侧二次开发

软硬一体方案软硬一体方案

高性能硬件与模型深度适配，多种方案可选。可应用于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了解更多

端云协同服务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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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公有云部署

如何发布物体检测API

在新手教程中点击链接过来的用户请注意，您仍需要完整训练模型后，按如下操作指引，方可使用公有云服务在新手教程中点击链接过来的用户请注意，您仍需要完整训练模型后，按如下操作指引，方可使用公有云服务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选择版本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提

交工单交工单反馈反馈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接口赋权接口赋权

在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为接口赋权，需要登录EasyDL版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获得由一串数字组成的appid，然后就可以参考

接口文档正式使用了

同时支持在「公有云服务管理」-「权限管理」中为第三方用户配置权限

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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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检测API调用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物体检测模型，实现定制图像识别。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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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上线，上线成功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input_type 当取值为 url 时，需在请求参数中传入图片的URL string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值为推荐阈值，请在我的模型列表-模型效果查看推荐阈值

url 否 string -
如果请求URL参数中增加“input_type=url”，则该参数必传，否则“image”参数必传。参数内容为URL string，

用户需确保该string是有效的图片URL，否则会下载失败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图片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PHP

Java

Python3

C++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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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location 否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错误示例错误示例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hp<?php<?php<?php
/**/**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param * @param string $param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
functionfunction  request_postrequest_post(($url$url  ==  '''',,  $param$param  ==  ''''))
{{
        ifif  ((emptyempty(($url$url))  ||||  emptyempty(($param$param))))  {{
                returnreturn  falsefalse;;
        }}

        $postUrl$postUrl  ==  $url$url;;
        $curlPost$curlPost  ==  $param$param;;
        // 初始化curl// 初始化curl
        $curl$curl  ==  curl_initcurl_init(());;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CURLOPT_URL,,  $postUrl$postUrl));;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HEADERCURLOPT_HEADER,,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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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

部。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

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本地服务器部署

如何在本地服务器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纯离线服务」或「端云协同服务」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纯离线服务」，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本地服务器：

选择部署方式「服务器」

选择集成方式

选择模型、版本、系统和芯片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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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部分信息（注：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点击发布

① 私有API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点击「发布」后，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② 服务器端SDK

将模型封装成适配本地服务器（支持Linux和Windows）的SDK，可集成在其他程序中运行。首次联网激活后即可纯离线运行，占用服务器资源更

少，使用方法更灵活

1、点击「发布」后，前往控制台申请服务器端SDK的试用序列号

2、点击「新增测试序列号」，根据模型类型选择「序列号类型」，填写「新增设备数」（所得序列号数量），点击确定即可

3、离线SDK的激活和使用，请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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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服务器SDK用户请在控制台点击「购买正式授权」，并按照对应步骤激活。

服务器API用户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咨询，通过线下签订合同购买使用。

更多参考更多参考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服务器端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物体检测服务器端SDK支持Linux、Windows两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CPU: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HUAWEI Atlas 300: x86_64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

上

NVIDIA G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

CUDA 9.x + cuDNN 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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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查看评测信息表

激活&使用步骤激活&使用步骤

离线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三步：

① 下载SDK后，在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②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③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G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NVIDIA GPU （普通版，加速版）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64位Windows Server 2012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非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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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11.0.x + cuDNN 8.4.x 或者 CUDA 11.7.x + cuDNN 8.4.x

GPU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orch）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0.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9.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x.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3.1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GPU底层引擎升

级，下线基础版CUDA10.0及以下版本支持 | | 2022-09-15 | 1.7.0 | 优化模型算法；GPU CUDA9.0 CUDA10.0 标记为待废弃状态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

化升级；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修复已知问题| | 2021-08-19 | 1.3.2 |

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

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19|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8|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6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5| 更新加速版tensorrt版本，支持高精度检测

| | 2020.03.13 | 1.1.14| 支持声音分类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算法的CPU加速版，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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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SDK默认使用cuda9版本，如果需要cuda10请运行EasyEdge CUDA10.0.bat切换到cuda10版本，之后打开EasyEdge.exe，输

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

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
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 安装six· 安装six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 安装librosa· 安装librosa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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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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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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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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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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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

应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追踪

硬件支持：

CPU 基础版: - intel x86_64 * - AMD x86_64 - 龙芯 loongarch64 - 飞腾 aarch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Intel®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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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GPU: x86_64 PC

寒武纪 Cambricon MLU270

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百度昆仑XPU K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 百度昆仑XPU R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华为Atlas 300

海光DCU: x86_64 PC

寒武纪 MLU370 on x86_64

操作系统支持：Linux

根据开发者的选择，实际下载的版本可能是以下版本之一：

EasyDL图像

x86 CPU 基础版

x86 C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加速版

x86 mlu270基础版

x86 SC5+基础版

Phytium MLU270基础版

Phytium XPU基础版

Phytium Atlas300I基础版

Hygon DCU基础版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

2.29
1.7.2 模型性能优化；推理库性能优化

2022.1

0.27
1.7.1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升级海光DCU SDK，需配套rocm4.3版本使用；Linux GPU基础版下线适用于CUDA10.0及以

下版本的SDK；Linux GPU加速版升级推理引擎版本

2022.0

9.15
1.7.0

Linux GPU加速版升级预测引擎；Linux GPU加速版适用于CUDA9.0、CUDA10.0的SDK为deprecated，未来移除；新增实例分

割高性能模型离线部署；性能优化

2022.0

7.28
1.6.0 Linux CPU普通版、Linux GPU普通/加速版、Jetson新增目标追踪模型接入实时流的demo

2022.0

5.27
1.5.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2.0

5.18
1.5.0

GPU加速版max_batch_size参数含义变更；修复GPU加速版并发预测时部分图片结果预测错误及耗时增加问题；CPU普通版预

测引擎升级；新增版本号头文件；新增飞腾Atlas300I支持，并且在EasdDL新增多种加速版本；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

新增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新增Tensor In/Out接口和Demo

2022.0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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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2022.0

3.25
1.4.0 新增支持海光服务器搭配海光DCU加速卡;

2021.1

2.22
1.3.5 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新增支持飞腾MLU270服务器、飞腾XPU服务器

2021.1

0.20
1.3.4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新增支持飞腾CPU、龙芯CPU服务器、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BM1684、寒武纪MLU270；大幅

提升EasyDL GPU加速版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2021.0

8.19
1.3.2 CPU、GPU普通版及无损加速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

2021.0

6.29
1.3.1

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分类模型的batch预测，CPU加速版支持分类、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GPU加速版支持

CUDA11.1；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擎升级

2021.0

5.13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2021.0

3.09
1.2.1

GPU新增目标追踪支持,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EasyDL高性能检测模型和均衡检测模型CPU加速版新

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1.0

1.27
1.1.0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

2020.1

2.18
1.0.0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2020.1

1.26
0.5.8 EasyDL经典版分类模型CPU加速版里新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0.1

0.29
0.5.7 新增CPU加速版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超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和EasyDL经典版图像分割模型

2020.0

9.17
0.5.6 性能优化，支持更多模型

2020.0

8.11
0.5.5 提升预测速度；支持百度昆仑芯片

2020.0

5.15
0.5.3 优化性能，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2020.0

4.16
0.5.2 支持CPU加速版；CPU基础版引擎升级；GPU加速版支持多卡多线程

2020.0

3.12
0.5.0 x86引擎升级；更新本地http服务接口；GPU加速版提速，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2020.0

1.16
0.4.7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

2.26
0.4.6 支持海思NNIE

2019.1

1.02
0.4.5 移除curl依赖；支持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2019.1

0.25
0.4.4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2019.0

9.23
0.4.3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2019.0

8.30
0.4.2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高精度模型

2019.0

7.25
0.4.1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7.25
0.4.0 支持Xeye, 细节完善

2019.0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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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

6.11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5.16
0.3.2 新增NVIDIA GPU支持；新增armv7l支持

2019.0

4.25
0.3.1 优化硬件支持

2019.0

3.29
0.3.0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2019.0

2.20
0.2.1 paddle引擎支持；效果提升

2018.1

1.30
0.1.0 第一版！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

正确适配新发布出来部署包中的RES模型。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86_64, Ubuntu 18.04, gcc 7.4

Tesla P4, Ubuntu 16.04, cuda 9.0, cudnn 7.5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TCL r1.0

aarch64, Kylin V10, gcc 7.3

loongarch64, Kylin V10, gcc 8.3

Bitmain SC5+ BM1684, Ubuntu 18.04, gcc 5.4

x86_64 MLU270，Ubuntu 18.04, gcc 7.5

phytium MLU270，Kylin V10，gcc 7.3.0

phytium XPU，Kylin V10，gcc 7.3.0

hygon DCU, CentOS 7.8 gcc 7.3.0

XPU K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K200 aarch64, Ubuntu 18.04

XPU R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R200 aarch64, Ubuntu 18.04

MLU370, x86_64, Centos7.6.1810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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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v3.4.11 (可选)

cuda9.0_cudnn7 (使用NVIDIA-GPU时必须)

XTCL 1.0.0.187 (使用昆仑服务器时必须)

Rocm4.3, Miopen 2.14(使用海光DCU服务器时必须)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以下步骤均可选，请开发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选择安装。

(可选) 安装cuda&cudnn(可选) 安装cuda&cudnn

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

对于GPU基础版，若开发者需求不同的依赖版本，请在PaddlePaddle官网 下载对应版本的 或参考其文档进行编译，覆盖lib文件

夹下的相关库文件。

(可选) 安装TensorRT(可选) 安装TensorRT

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

下载包中提供了对应 cuda9.0、cuda10.0、cuda10.2、cuda11.0+四个版本的 SDK，cuda9.0 和 cuda10.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0.0.11，cuda10.2 及以上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8.4，请在这里下载对应 cuda 版本的 TensorRT，并把其中

的lib文件拷贝到系统lib目录，或其他目录并设置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XTCL(可选) 安装XTCL 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 请安装与1.0.0.187版本兼容的XTCL。必要时，请将运行库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Rocm、Miopen(可选) 安装Rocm、Miopen

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

海光DCU SDK依赖Rocm 4.3和Miopen 2.14版本，推荐使用easyedge镜像

(registry.baidubce.com/easyedge/hygon_dcu_infer:1.0.2.rocm4.3)，SDK镜像内运行，镜像拉取方式(

)，关于海光DCU使用更多细节

可参考paddle文档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参数配置结构体 的成员函

数 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3. 测试Demo3. 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Intel CPU上运行CPU加速版，如果thirdparty里包含openvino文件夹的，必须在

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如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libpaddle_fluid.solibpaddle_fluid.so

wget https://aipe-easyedge-wget https://aipe-easyedge-

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source ${cpp_kit位置路

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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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demo运行效果：

对于支持批量预测的模型和SDK，可在使用前修改demo_image_inference或demo_batch_inference里的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详情请参考下方使用说明-其他配置部分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ON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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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追踪的模型，请选择一段视频，并耐心等待结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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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片不限制大小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配置列表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相关配置均可以通过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对应的key名称加上前缀 即为环境变量的key。如序列号配置的环境变量key

为 ，如指定CPU线程数的环境变量key为 。 注意：通过代

码设置的配置会覆盖通过环境变量设置的值。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DGE_EDGE_

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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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intint trackid trackid;;    // 轨迹id// 轨迹id
        intint frame frame;;    //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 跟踪状态// 跟踪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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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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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可以参考 文件。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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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或视频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

图片测试：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视频测试

Python请求示例 (注意：区别于图片预测，需指定 ；否则会调用图片推理接口）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Content-Type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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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4''./1.mp4',,  'rb''rb'))  asas f f::
    video_data     video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headers     headers=={{'Content-Type''Content-Type'::  'video''video'}},,
     data     data==video_datavideo_data))..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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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CONTROLLER_KEY_LOG_BRAND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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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2. CPU线程数设置2. CPU线程数设置

CPU线程数可通过 配置

3. 批量预测设置3. 批量预测设置

GPU 加速版GPU 加速版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GPU 加速版 SDK 除了支持上面介绍的通用接口外，还支持图片的批量预测，预测接口如下：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

口的介绍。

运行参数选项运行参数选项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GPU加速版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44));;

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
    ...    ...
}}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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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这在多进程加载同

一个模型的时候是有用的。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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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和 multi predictor。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GPU 加速版 SDK 的多线程分为单卡多线程和多卡多线程两种。 单卡多线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单卡所支持的最大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 多卡多线程：多卡的

支持是通过创建多个 predictor，每个 predictor 对应一张 GPU 卡，predictor 的创建和 init 的调用放在主线程，通过多线程的方式调用 infer 接

口。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

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部分显卡存在此问

题，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

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持。

昆仑服务器昆仑服务器 昆仑服务器SDK支持将EasyDL的模型部署到昆仑服务器上。SDK提供的接口风格一致，简单易用，轻松实现快速部署。Demo的测试

可参考上文中的测试Demo部分。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昆仑服务器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设置需要使用的加速卡的卡号。

：设置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图片数量。

使用方法：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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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调优模型调优 通过设置如下环境变量，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对模型调优，从而让预测的速度更快。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根据显存大小和模型配置。调整合适的初始 fraction_of_gpu_memory。 参数的含义参考这里。

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intint batch_size  batch_size ==  11;;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batch_size batch_size));;

exportexport  XPU_CONV_AUTOTUNEXPU_CONV_AUTOTUNE==55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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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同上面8的问题类似，没有正确设置动态

库的查找路径，可通过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thirdparty/opencv/lib文件夹解决

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 请确保安装OpenCV时，添加了 选

项（或者GStream选项），并且检查OpenCV的安装日志中，关于 段落的说明是否为 。

如果为NO，请搜索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为依赖没有安装，以apt为例：

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

的 移除，并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

将 移除并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和 BML。

EasyDL 通用版：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加速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加速版)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DWITH_FFMPEG=ON-DWITH_FFMPEG=ON

Video I/OVideo I/O YESYES

--   Video I/O:--   Video I/O:

--     DC1394:                      YES (ver 2.2.4)--     DC1394:                      YES (ver 2.2.4)
--     FFMPEG:                      YES--     FFMPEG:                      YES

--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       avutil:                    YES (ver 54.31.100)--       avutil:                    YES (ver 54.31.100)

--       swscale:                   YES (ver 3.1.101)--       swscale:                   YES (ver 3.1.101)

--       avresample:                NO--       avresample:                NO

--     libv4l/libv4l2:              NO--     libv4l/libv4l2:              NO
--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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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27 1.3.5 新增华为Atlas300、飞腾Atlas300 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分割

2022.09.15 1.3.3 EasyDL CPU普通版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2022.05.27 1.3.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1.12.22 1.2.7 声音分类模型升级

2021.10.20 1.2.6 CPU基础版、CPU加速版、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2021.08.19 1.2.5 CPU基础版、CPU无损加速版、GPU基础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

2021.06.29 1.2.4 CPU、GPU新增EasyDL目标跟踪支持；新增http server服务启动demo

2021.03.09 1.2.2 EasyDL CPU加速版新增支持分类、高性能检测和均衡检测的量化压缩模型

2021.01.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3.12 1.1.14 新增声音识别python sdk

2020.02.12 1.1.13 新增口罩模型支持

2020.01.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2019.12.04 1.1.10 支持图像分割

2019.10.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8.29 1.1.8 CPU 加速版支持

2019.07.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5.16 1.1.3 NVIDIA GPU 支持

2019.03.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的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

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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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

式的数据需要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基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使用表格预测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安装

 另外ml算法

安装（目前只支持python3.7） pip install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不同cuda版本的环境，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安装安装

OpenVINOOpenVINO 使用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1）请参考 1）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cuda、cudnn安装 cuda、cudnn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依赖的版本为 cuda9.0、cudnn7。版本号必须正确。

安装 pytorch（torch >= 1.7.0)安装 pytorch（torch >= 1.7.0)

目标跟踪模型的预测必须安装pytorch版本1.7.0及以上（包含： 、 ）。

目标跟踪模型 还需安装依赖cuda、cudnn。

关于不同版本的pytorch和CUDA版本的对应关系：pytorch官网 目标跟踪模型还有一些列举在requirements.txt里的依赖（包括torch >=

1.7.0），均可使用pip下载安装。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

ffmpegffmpeg

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

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  

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

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

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0.1的#CUDA10.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CUDA10.2的PaddlePaddle#CUDA10.2的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0的#CUDA11.0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1的#CUDA11.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2的#CUDA11.2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x86_64 CPU 加速版x86_64 CPU 加速版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Nvidia GPU 加速版Nvidia G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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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GPU 加速版4. GPU 加速版 使用 GPU 加速版，在安装完 whl 之后，必须：

1. 从这里下载 TensorRT7.0.0.11 for cuda9.0，并把解压后的 lib 放到 C++ SDK 的 lib 目录或系统 lib 目录

2. 运行时，必须在系统库路径中包含 C++ SDK 下的 目录。如设置

如果是使用 C++ SDK 自带的编译安装的 OpenCV，LD_LIBRARY_PATH 还需要包括 C++ SDK的 build 目录下的  目录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 ，运行时可能报错：

5. 测试 Demo5. 测试 Demo

5.1 图片预测5.1 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lib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cdcd  ${SDK_ROOT}${SDK_ROOT}

**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

tartar -xzvf python/*.tar.gz -xzvf python/*.tar.gz

pip pip installinstall -U  -U {{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

**2. 设置 LD_LIBRARY_PATH****2. 设置 LD_LIBRARY_PATH**

tartar -xzvf cpp/*.tar.gz  -xzvf cpp/*.tar.gz 

exportexport  EDGE_ROOTEDGE_ROOT==$($(readlink -f readlink -f $($(ls -h ls -h ||  grepgrep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baidu_easyedge_linux_cpp"))))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GE_ROOT$EDGE_ROOT/lib/lib

**3. 运行 demo****3. 运行 demo**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thirdparty/libthirdparty/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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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视频文件路径 / 摄像头id / 网络视频流地址，运行：

6. 测试Demo HTTP 服务6.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RESRES

**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
**1 本地视频文件****1 本地视频文件**
**2 摄像头的index****2 摄像头的index**
**3 网络视频流****3 网络视频流**
**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video_typevideo_type}}  {{video_srcvideo_src}}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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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license license==serial_keyserial_key))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py里::****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xxxx,, device device==xxxx,, engine engine==xxxx,, device_id device_id==xxxx))****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infer_cfg_file          infer_cfg_file=='infer_cfg.json''infer_cfg.json',,
          device_id          device_id==00,,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str           config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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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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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

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 dict1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像素坐标(tlwh)

id dict2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id

score dict3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识别置信度

label dict4 class_idx(int)与label(string)的对应关系

class_num int 追踪类别数

预测声音预测声音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式的数据需要

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集成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defdef  infer_frameinfer_frame((selfself,, frame 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param frame:   :param frame:
   :param threshold:   :param threshold:
   :return:   :return:
   """   """

dictdict

resampy pydubresampy pydub

ffmpeg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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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的类别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A: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A: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A: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defdef  infer_soundinfer_sound((selfself,,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

       Args:       Args: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confidence           threshold: confidenc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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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到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华为Atlas300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Linux集成文档-Atlas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Atlas SDK的使用方法。

注意Atlas有两种产品形态，Atlas 200和Atlas 300，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

硬件支持：

CPU: aarch64

Atlas 300 卡

操作系统支持：Atlas指定的Linux版本， Ubuntu 16.04 x86_64 或 centos 7 x86_64 ， 请从Atlas文档中下载。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3.23 0.1 初始版本，支持图像分类

性能数据性能数据

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值根据使用线程数、利用率等情况可能有所波动

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模型算法模型算法 芯片类型芯片类型 SDK类型SDK类型 实测硬件实测硬件 单次预测耗时单次预测耗时

EasyDL 图像分类 高性能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9ms

EasyDL 图像分类 高精度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12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性能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11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精度 Atlas 300 Atlas 300 Atlas 800服务器 31ms

atlas 300 加速卡注意事项atlas 300 加速卡注意事项

一般服务器（HOST侧）安装多个300加速卡，,每个300加速卡有4个芯片。一个芯片（DEVICE侧）可以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系统，并且不共享储存

系统。

每个芯片都有独立的device-id，可以通过命令查看：

由于模型需要在芯片上运行。因此运行SDK前，需要手动将模型复制到每个单独芯片的储存系统上。

测试atlas 300的官方demo测试atlas 300的官方demo

环境准备环境准备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搭建环境，测试HelloDavinci demo通过后，再测试本demo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可选）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可选）

请在咨询华为技术人员后，修改Device登录密码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sudo npu-smi infosudo npu-smi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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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ubuntu 16.04, Atlas 800 服务器指定版本;

Atlas DDK 的ddk_info信息：

1.安装软件1.安装软件

2. 测试Demo2. 测试Demo

编译运行：编译运行：

下载后，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Step 0：使用HwHiAiUser登录

Step 1： 运行一次install-demo.sh脚本，会得到测试demo。

Step 2：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的开始处license_key字段。

step3： 准备测试图片

覆盖image目录下的 1.jpg，更多图片可以用于demo中的批量测试模式

step4(可选)： 修改test_300.sh下的以下开发板登录信息

step5: 运行demo，会自动编译OpenCV 3.4库, 如果报错请自行编译，目录设置在 OpenCV_install_dir

图像分类demo运行效果：

sshssh HwHiAiUser@192.168.1.199 HwHiAiUser@192.168.1.199
**登录后会强制修改密码****登录后会强制修改密码**
sshssh HwHiAiUser@192.168.1.198 HwHiAiUser@192.168.1.198

{{
        "VERSION""VERSION"::  "1.3.8.B902""1.3.8.B902",,  
        "NAME""NAME"::  "DDK""DDK",,  
        "TARGET""TARGET"::  "ASIC""ASIC"
}}

sudosudo  apt-getapt-get  installinstall sshpass build-essential sshpass build-essential

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

exportexport  DDK_PATHDDK_PATH==$HOME$HOME/tools/che/ddk/ddk /tools/che/ddk/ddk # ddk的安装路径# ddk的安装路径

declaredeclare -a  -a DIVICE_IPSDIVICE_IPS==(("192.168.1.199""192.168.1.199"))  # 300加速卡芯片的ip地址，device=0 对应192.168.1.199# 300加速卡芯片的ip地址，device=0 对应192.168.1.199
DEVICE_PASSWORDDEVICE_PASSWORD=="Huawei@SYS3""Huawei@SYS3"  # 之前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 之前 修改300加速卡SSH密码
MAIN_CPPMAIN_CPP=="demo_async.cpp""demo_async.cpp"  # demo_async.cpp" 异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同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异步接口， “demo_async.cpp" 同步接口

OpenCV_install_dirOpenCV_install_dir==/home/HwHiAiUser/opencv_x64/ /home/HwHiAiUser/opencv_x64/ # OpenCV 3.4版本，需要存在# OpenCV 3.4版本，需要存在
${OpenCV_install_dir}/share/OpenCV/OpenCVConfig.cmake文件${OpenCV_install_dir}/share/OpenCV/OpenCVConfig.cmake文件

cdcd demo demo
shsh test_300.sh test_300.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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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检测的demo运行效果：

SDK接口使用SDK接口使用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同步接口使用流程同步接口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异步接口使用流程异步接口使用流程

[[statstat]]  [[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44 images images))  timetime used: 41ms （at  used: 41ms （at 15837659585311583765958531)) total:705ms total:705ms
[[resultresult]][[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281470472005664281470472005664]] is: n07747607 orange  is: n07747607 orange 0.9736330.973633  950950;;  

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
0.9736330.973633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950950 分类名的序号 分类名的序号

[[statstat]]  timetime used  used :: 101ms 101ms;; all  all timetime used:478 used:478
imagesimages[[33]] result: result:
label:no2_ynenlabel:no2_ynen;;prob:0.985352 loc:prob:0.985352 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
0.9853520.985352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loc: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检测框的位置。 ， 检测框的位置。 ((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表示左上角的点，表示左上角的点，((0.56250.5625,0.988281,0.988281))右下角的右下角的
点；点；
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0.4599610.459961*608,0.839844*608*608,0.839844*608))， 右下角， 右下角((0.56250.5625*608,0.988281*608*608,0.988281*608))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    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 若返回非    # 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2 result2;;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2 result2));;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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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接口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日志及报错日志及报错

日志日志

日志需要开启Atlas 的 INFO级别，/etc/slog.conf中配置关闭zip格式。清空/var/dlog 目录，运行atlas 300 官方示例代码，可以在/var/dlog目录

下看见host和device开头的2个日志文件，中间是明文的info级别的日志

日志共有3处：

host 测的easyedge.log。 当前运行目录下。

device侧的easyedge.device.xxx.log。 device侧的日志，在芯片的同名目录下。

/var/dlog host 与device开头的log文件，ddk运行日志，其中device侧有略微延时

通用错误码通用错误码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predictorpredictor->->set_result_handlerset_result_handler((YOUR_HANDLERYOUR_HANDLER));;

// step 5: 初始化// step 5: 初始化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若返回非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 step 6: 预测图像// step 6: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 kBGR kBGR;;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uint64_tuint64_t seq_id seq_id;;
predictorpredictor->->infer_asyncinfer_async((imgimg,,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0.10.1,,  nullptrnullptr,, seq_id seq_id));;
****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

virtualvirtual  intint  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constconst std std::::stringstring&& license license))  ==  00;;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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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常量常量 解释解释

100000

4

RESOURCE_LOAD_F

AIL

缺少data/model/conf.json文件或者该文件以及被改动。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都不要改动，尝试

使用默认配置。或者按照报错复制到对应目录。

700000

1
AUTH_FAILED 服务端校验序列号失败

700000

2

AUTH_LICENSE_INV

ALID
校验序列号

700000

3

AUTH_LICENSE_EXP

IRED
序列号过期

500001
NET_CURL_PERFOR

M_FAILED
服务端校验序列号的请求因为网络原因失败

600001
GET_MACHINE_ID_F

AILED
没有相关权限，请反馈

Atlas SDK 错误码Atlas SD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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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值值
常量常量 含义含义 报错示例信息报错示例信息 示例解释及解决方式示例解释及解决方式

120000

11

FILE_NOT

_READABL

E

资源文件不可读 data/model/params IS NOT READABLE

data/model/params，这个文件不可读。

SDK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

都不要改动，尝试使用默认配置。或者按

照报错复制到对应目录。

120000

12

HIAI_ERRO

RLIST

_FILE

status.h.list不是原始文件 data/model/status.h.list IS TOO SMALL
下载包中的data/model下的所有文件都不

要改动，包括status.h.list

120001

02

PREDICTO

R_NOT_INI

TED

create后没有调用init()函数 please call init() first 调用infer函数前没有调用init()

120001

03

PREDICTO

R_NO_HAN

DLER

create后没有调用

set_result_handler()函数
please call set_result_handler() first

调用infer_async函数前没有调用

set_result_handler(),建议init前调用

120001

04

PREDICTO

R_ALREAD

Y_INITED

init()不管是否成功，不能连续调

用。
don't call init() more than once 如果失败，请再次新建一个Predictor

120001

05

BATCH_SIZ

E

AltasConfig里的batch_size设置与

model_name不符合

model batch size is 1; your config batch

size is 4

batch_size设置里4，model_name设置里

params，不对应导致报错。model_name

应该设置为params-batch4

120001

06

INPUT_WID

TH
preprocess_args.json被改动

model input tensor width is 224; your

config resize is 226
请勿修改preprocess_args.json

120001

07

INPUT_HEI

GHT
同上 同上 同上

120002

01

BATCH_TO

O_MANY_I

MAGES

一次输入的图片大于batch_size too_many_images input:2; batch_size is 1

调用infer函数，输入了2张图片，大于

batch数。如果batch=1的话，每次infer只

能传一张图。

120002

02

IMAGE_FO

RMAT_CHA

NNELS

infer函数输入的color_format与

cv::Mat里的channel数不匹配

EdgeColorFormat is not according to cv

channels; format is 101; channels is 3;

seq_id1

101表示kRGBA，cv::Mat里channel应该期

望是4。如果是直接读的图片，填kBGR。

122000

01

ENGINE_M

ATRIX

_COMMON

Atlas DDK Matrix部分（非

CreateGraph函数）接口报错。即

返回值HIAI_StatusT不是

HIAI_OK。具体解释见Atlas官方文

档。

hiai::Graph::ParseConfigFile

(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066 ; HIAI ERROR CODE is 101

HIAI_GRAPH_PROTO_FILE

_PARSE_FAILED_CODE,

调用hiai::Graph:: ParseConfigFile()返回

16855066， 对应的status.h.list中的错误

码是101。保留日志，具体见Atlas官方文

档。

122000

02

ENGINE_AI

_COMMON

Atlas DDK Device引擎部分

hiai::AIStatus 不为hiai::SUCCESS
_ai_model_manager->Process() 保留日志，具体见Atlas官方文档。

122000

03

ENGINE_M

ATRIX_INIT

Atlas DDK CreateGraph() 初始化

DDK报错。具体解释见Atlas官方

文档。

hiai::Graph::CreateGraph();

data/model/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190 ; HIAI ERROR CODE is 225

HIAI_FILE_NOT_EXIST_CODE,

示例为缺少libatlas_device.so导致

122000

04

EDGEATLA

S_ENGINE

MATRIX_INI

T_DEVICE

Atlas DDK CreateGraph() 初始化

DDK报错，这个报错很可能是

device侧出现问题

hiai::Graph::CreateGraph() ；

data/model/graph.prototxt ; status Code

is 16855057 ; HIAI ERROR CODE is 92

HIAI_GRAPH_ENGINE _INIT_FAILED_CODE

需要具体排查DEVICE侧日志再次找具体报

错，发现原因

122000

05

ENGINE_AR

GS_NULL
内部错误 请反馈

123000

01

SYNC_INFE

R_TIMEOU

T

调用infer同步接口时，内部会调用

infer_async函数，这个函数超时
infer sync wait timout more than 10ms

内部会调用infer_async函数超过10ms。1.

不要并发过高 2. 超时参数略微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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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离线API集成说明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物体检测模型发布为服务器API（通过部署包实现）后如何使用。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物体检测模型的服务器API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API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物体检测模型可部署在CPU或GPU服务器上，单实例具体性能指标参见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部署包，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ObjectDetection IP：服务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值为0.3，请在我的模型列表-模型效果查看推荐阈值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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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location 否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

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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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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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本地服务器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MD64(x86-64)Linux-AMD64(x86-64)，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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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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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

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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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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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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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如何在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SDK-纯离线服务」或「API-端云协同服务」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纯离线服务目前仅支持通过SDK集成，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设备端SDK：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EasyEdge本地部署」-「通用小型设备」

选择版本

选择集成方式

点击发布

再根据实际使用设备选择系统与芯片

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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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直接在「EasyEdge本地部署」-「纯离线服务」页面点击发布新服务，按上图所述进行申请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前往官方论坛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SDK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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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iOS
iOS 8.0 以上 (A仿生芯片版

要求11.0以上)
ARMv7 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暂不支持模拟器）

Android

通用ARM: Android 19以上

SNPE：Android 21以上

DDK：Android 21以上

通用ARM: 绝大部分的手机和平板 、比较耗时

SNPE：高通Soc，仅支持Qualcomm Snapdragon 450 之后发布的soc。其中 660 之后的型号可能含

有 Hexagon DSP模块，具体列表见snpe 高通骁龙引擎

DDK：CPU支持华为麒麟970N、980的arm-v8a的soc，支持的机型

mate10，mate10pro，P20，mate20等

支持armeabi-v7a arm-v8a CPU 架构, DDK仅支持 arm-v8a

Linux C++

CPU: AArch64 ARMv7l

ASIC: Hisilicon NNIE1.1 on AArch64（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ASIC: Hisilicon NNIE1.2 on ARMv7l（Hi3519AV100/Hi3559V200等）

Linux Python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Linux

Ubuntu

16.04

AArch64 HUAWEI Atlas 200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上

Intel CPU x86_64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说明说明

针对iOS操作系统：虽然SDK库文件很大（ipa文件很大），但最终应用在用户设备中所占用的大小会缩小很多缩小很多，如图像分类下载的ipa文件可如图像分类下载的ipa文件可

能会100M以上，但实际集成在设备中只有20M左右能会100M以上，但实际集成在设备中只有20M左右。 这与multi architechtures、bitcode和AppStore的优化有关。

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页面查看评测信息表

自适应芯片版SDK自适应芯片版SDK

发布SDK时可根据实际应用时的硬件/芯片配置选择最合适的SDK。如“华为NPU版”就是针对华为NPU芯片做了适配与加速的SDK。如实际应用时

需要适配多种芯片，就可以发布“自适应芯片版”SDK，SDK被集成后会自动判断设备的芯片并运行相应的模型。

加速版SDK加速版SDK

发布SDK时，勾选「同时获取加速版」，就可以同时获得适配部分芯片（需选中且右侧带有加速标记）的基础版SDK和加速版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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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加速版SDK已支持Windows X86、Linux ARM、iOS ARM、Android ARM环境，加速后的SDK普遍在包大小、内存占用、识别速度等方面表现

更优，详细对比请见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加速版SDK和基础版的测试方式类似，只需在EasyDL控制台新增「加速版」测试序列号，即可获得3个月的测试期。

激活&使用SDK激活&使用SDK

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四步：

① 在【我的模型】-【服务详情】内下载SDK① 在【我的模型】-【服务详情】内下载SDK

② 在② 在控制台控制台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按单台设备获得授权并使用SDK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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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或iOS操作系统的SDK可以选择按产品线激活（仅支持开发手机APP），序列号与包名（Package Name/Bundle ID）绑定：

③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③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④ 正式使用④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按设备激活时，激活失败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按产品线激活时，激活失败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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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是包名填写错误，请核对与序列号绑定的包名是否与实际包名一致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④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⑤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申请延期后重试

⑥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怎样申请序列号使用延期

序列号激活后有效期为三个月，可以在控制台进行申请，申请流程：

1）填写申请信息

2）等待审核：审核周期通常需要1-3个工作日左右，期间会有工作人员电话回访，请填写有效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手机畅通

Android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 Android 版本：支持 Android 5.0（API 21） 及以上

硬件：支持 arm64-v8a 和 armeabi-v7a，暂不支持模拟器

通常您下载的SDK只支持固定的某一类芯片。

通用ARM通用ARM： 支持大部分ARM 架构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

通用ARM GPU：支持骁龙、麒麟、联发科等带GPU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高通骁龙引擎SNPE高通骁龙引擎SNPE： 高通骁龙高端SOC，利用自带的DSP加速。其中 660 之后的型号可能含有 Hexagon DSP模块，具体列表见snpe

高通骁龙引擎官网。

华为NPU引擎DDK华为NPU引擎DDK：华为麒麟980的arm-v8a的soc。 具体手机机型为mate10，mate10pro，P20，mate20，荣耀v20等。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华为NPU的后续版本，华为麒麟810，820，990的arm-v8a的soc。具体手机机型为华为

mate30，p40，nova6，荣耀v30等。

通用ARM通用ARM有额外的加速版，但是有一定的精度损失。 因GPU硬件限制，通用ARM GPU物体检测模型输入尺寸较大时会运行失败，可以在训练的时

候将输入尺寸设为300*300。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一般情况下推理速度较快。 运行内存不能过小，一般大于demo的assets目录大小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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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支持1.2 功能支持 | 引擎 |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文字识别 

只支持EasyEdge | 姿态估计 | | :-: | :-: | :-: | :-: | :-: | :-: | | 通用ARM | √ | √ | √ | √ | √ | | 通用ARM GPU | √ | √ |||| | 高通骁龙引擎SNPE | √ | √ |||| |

华为NPU引擎DDK | √ | √ |||| |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 √ | √ ||||

1.3 Release Notes1.3 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9.15 0.10.6 SNPE引擎升级；迭代优化

2022.07.28 0.10.5 迭代优化

2022.06.30 0.10.4 支持Android11；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迭代优化

2022.05.18 0.10.3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10.2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迭代优化

2021.12.22 0.10.1 DDK不再支持Kirin 970；迭代优化

2021.10.20 0.10.0
更新鉴权；更新达芬奇NPU、SNPE、通用ARM及ARM-GPU引擎；新增达芬奇NPU对检测模型的支持；支持更多姿态估计

模型

2021.07.29 0.9.17 迭代优化

2021.06.29 0.9.16 迭代优化

2021.05.13 0.9.15 更新鉴权，更新通用arm及通用arm gpu引擎

2021.04.02 0.9.14 修正bug

2021.03.09 0.9.13 更新android arm的预处理加速

2020.12.18 0.9.12 通用ARM引擎升级；新增ARM GPU引擎

2020.10.29 0.9.10 迭代优化

2020.9.01 0.9.9 迭代优化

2020.8.11 0.9.8 更新ddk 达芬奇引擎

2020.7.14 0.9.7 支持arm版ocr模型，模型加载优化

2020.6.23 0.9.6 支持arm版fasterrcnn模型

2020.5.14 0.9.5 新增华为新的达芬奇架构npu的部分图像分类模型

2020.4.17 0.9.4 新增arm通用引擎量化模型支持

2020.1.17 0.9.3 新增arm通用引擎图像分割模型支持

2019.12.26 0.9.2 新增华为kirin麒麟芯片的物体检测支持

2019.12.04 0.9.1 使用paddleLite作为arm预测引擎

2019.08.30 0.9.0 支持EasyDL专业版

2019.08.30 0.8.2 支持华为麒麟980的物体检测模型

2019.08.29 0.8.1 修复相机在开发版调用奔溃的问题

2019.06.20 0.8.0 高通手机引擎优化

2019.05.24 0.7.0 升级引擎

2019.05.14 0.6.0 优化demo程序

2019.04.12 0.5.0 新增华为麒麟980支持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sd卡模型读取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

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

如果需要源码方式测试：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42



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在一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

详细步骤如下：详细步骤如下：

1. 准备一台较新的手机，如果不是通用arm版本，请参见本文的“硬件要求”，确认是否符合SDK的要求

2. 安装较新版本的AndroidStudio ，下载地址

3. 新建一个HelloWorld项目， Android Studio会自动下载依赖， 在这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通过这个helloworld项目。注意不支持模拟器。

4. 解压下载的SDK。

5. 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 即：File->New-> "Import Project...", 选择解压后的目录。

6. 此时点击运行按钮（同第3步），手机上会有新app安装完毕，运行效果和二维码扫描的一样。

7. 手机上UI界面显示后，如果点击UI界面上的“开始使用”按钮，可能会报序列号错误。请参见下文修改

2.2 使用序列号激活2.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如果使用的是EasyEdge的开源模型，无需序列号，可以跳过本段直接测试。

建议申请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的序列号用于测试。

本文假设已经获取到序列号，并且这个序列号已经绑定包名。

2.2.1 填写序列号2.2.1 填写序列号 打开Android Studio的项目，修改MainActivity类的开头SERIAL_NUM字段。 MainActivity 位于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ainActivity.java文件内。

2.2.2 修改包名2.2.2 修改包名

如果申请的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这个是demo的包名，可以不用修改

打开app/build.gradle文件，修改"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为申请的包名

修改序列号和包名后，可以运行测试，效果同扫描二维码的一致

2.2.3 测试精简版2.2.3 测试精简版

对于通用ARM、高通骁龙引擎SNPE、华为NPU引擎DDK和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的常见功能，项目内自带精简版，可以忽略开发板不兼容的摄像

头。 此外，由于实时摄像开启，会导致接口的耗时变大，此时也可以使用精简版测试。

目前以下硬件环境有精简版测试：

通用ARM：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姿态估计（Pose）

高通骁龙引擎SNPE：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NPU引擎DDK：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具体代码分别在infertest、snpetest、ddktest和davincitest目录下。 修改方法为（以通用ARM为例）：更改app/main/AndroidManifest.xml中的

启动Activity。

        //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privateprivate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填您的序列号//这里填您的序列号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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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会自动选择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或姿态估计（Pose）测试。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vity></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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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3.1 代码目录结构3.1 代码目录结构

集成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的目录或者文件：

1. app/l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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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src/main/assets/xxxx-xxxxx 如app/src/main/assets/infer

3.2 调用流程3.2 调用流程 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代码可以参考TestInferDetectionTask

1. 准备配置类，如InferConfig，输入：通常为一个assets目录下的文件夹，如infer。

2. 初始化Manager，比如InferManager。输入：第1步的配置类和序列号

3. 推理图片，可以多次调用 3.1 准备图片，作为Bitmap输入 3.2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比如detect 3.3 解析结果，结果通常是一个List，调用结

果类的Get方法，通常能获取想要的结果

4. 直到长时间不再使用我们的SDK，调用Manger的destroy方法释放资源。

3.3 具体接口说明3.3 具体接口说明 下文的示例部分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即接口为InferConfig，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detect。 其它引擎和模型

调用方法类似。

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

3.3.1 . 准备配置类3.3.1 . 准备配置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
|---+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arm64-v8a v8a的so    |----arm64-v8a v8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src/main|---+src/main
    |---+assets     |---+assets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java/com.baidu.ai.edge/demo |---+java/com.baidu.ai.edge/demo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面的序列号面的序列号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序列号序列号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  

InferConfigInferConfig

ArmGpuConfigArmGpuConfig

SnpeConfigSnpeConfig

SnpeGpuConfigSnpeGpuConfig

DDKConfigDDK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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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3.3.2. 3.3.2. 初始化Manager类初始化Manager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通用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 同一个时刻只能有唯一唯一有效的InferManager。旧的InferManager必须调用destory后，才能新建一个new InferManager() 。

2. InferManager的任何方法，都不能在UI线程不能在UI线程中调用。

3. new InferManager() 及InferManager成员方法由于线程同步数据可见性问题，都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如使用android自带的ThreadHandlerThreadHandler

类类。

3.3.3. 推理图片3.3.3. 推理图片

接口可以多次调用，但是必须在一个线程里，不能并发不能并发

confidence, 置信度[0-1]，小于confidence的结果不返回。 填confidence=0，返回所有结果

confidence可以不填，默认用模型推荐的。

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

输入为Bitmap，其中Bitmap的options为默认。如果强制指定的话，必须使用Bitmap.Config.ARGB_8888Bitmap.Config.ARGB_8888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 见下文的各个模型方法

3.3.4 3.3.4 分类Classify分类Classify

DDKDaVinciConfigDDKDaVinciConfig

InferConfig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  newnew  InferConfigInferConfig((getAssetsgetAssets(()),,
                                                                "infer""infer"));;
//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输入：assets下的配置输入：assets下的配置
输出：具体的配置类输出：具体的配置类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DDKManagerDDKManager

DavinciManagerDavinciManager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InferManager 为例:// InferManager 为例:
newnew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thisthis,, config confi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
输出： Manager类输出： Manager类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ClassifyInterfaceClassifyInterface  {{
        List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classifyclassify((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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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检测Detect3.3.5 检测Detect

对于EasyDL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88到9696像素，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传入

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7 文字识别OCR3.3.7 文字识别OCR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暂时只支持EasyEdge的开源OCR模型。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0-1- confidence：置信度，0-1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DetectInterfaceDetectInterface  {{
          ListList<<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detectdetec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egmentInterfaceSegmentInterface  {{
        ListList<<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segmentsegmen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
     1 0 1     1 0 1
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
     0 1 1     0 1 1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OcrInterfaceOcrInterface  {{
        ListList<<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ocrocr((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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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姿态估计Pose3.3.8 姿态估计Pose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9 释放3.3.9 释放

释放后这个对象不能再使用，如果需要使用可以重新new一个出来。

3.3.10 整体示例3.3.10 整体示例

以通用ARM的图像分类预测流程为例：

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PoseInterfacePoseInterface  {{
        ListList<<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posepose((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ublicpublic  voidvoid  destorydestory(())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try {try {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 step 4: 预测图像 // step 4: 预测图像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 step 5: 解析结果 // step 5: 解析结果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manager.destroy(); manager.destroy();
} catch (Exception e) {} catch (Exception e) {
 Log.e(TAG, e.getMessage()); Log.e(TAG, e.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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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1. 复制库文件libs

2. 添加Manifest权限

3. 复制模型文件

4. 添加调用代码(见上一步具体接口说明)

4.1 4.1 复制库文件libs复制库文件libs A. 如果项目里没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B.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但没有so文件

C.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autocheck_qcom""autocheck_qcom"::  truetrue,,  //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snpe_runtimes_order""snpe_runtimes_order"::  [[]],,
//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npeRuntimeInterfaceSnpeRuntimeInterface  {{
        intint CPU  CPU ==  00;;
        intint GPU  GPU ==  11;;
        intint DSP  DSP ==  22;;
        intint GPU_FLOAT16  GPU_FLOAT16 ==  33;;
}}

//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sourceSets {   sourceSets {
        main {        main {
            jniLibs.srcDirs = ['libs']            jniLibs.srcDirs = ['libs']
        }        }
    }    }
}}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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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文件库如果没有设置成功的，编译的时候可以发现报错。

so库如果没有编译进去的话，也可以通过解压apk文件确认。运行的时候会有类似jni方法找不到的报错。

4.2 Manifest配置4.2 Manifest配置

参考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文件，添加：

4.3 混淆规则（可选）4.3 混淆规则（可选） 请不要混淆SDK里的jar文件。

4.4 Android 11支持4.4 Android 11支持 除Manifest中必要配置外，请参考 获取所有文件访问权限，否则可能影响SDK正常使用。

SDK 默认使用 easyedge-sdk.jar，未启用 AndroidX，若您的项目使用 AndroidX，并在集成中提示 android.support 相关错误，请参考

app/build.gradle 使用 etc/easyedge-sdk-androidx.jar 以支持 AndroidX：

错误码错误码 | 错误码 | 错误描述 | 详细描述及解决方法 | | ------ | -------------------------------------------------------- | ------------------------------------------------------------ | |

1001 | assets 目录下用户指定的配置文件不存在 | SDK可以使用assets目录下config.json作为配置文件。如果传入的config.json不在assets目录

下，则有此报错 | | 1002 | 用户传入的配置文件作为json解析格式不准确，如缺少某些字段 | 正常情况下，demo中的config.json不要修改 | | 1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001 | XxxxMANAGER 只允许一个实例 | 如已有XxxxMANAGER对象，请调用destory方法 | | 2002 |

XxxxMANAGER 已经调用过destory方法 | 在一个已经调用destory方法的DETECT_MANAGER对象上，不允许再调用任何方法 | | 2003 | 传入的

assets下模型文件路径为null | XxxxConfig.getModelFileAssetPath() 返回为null。由setModelFileAssetPath(null）导致 | | 2011 | libedge-xxxx.so 加

载失败 | System.loadLibrary("edge-xxxx"); libedge-xxxx.so 没有在apk中。CPU架构仅支持armeabi-v7a arm-v8a | | 2012 | JNI内存错误 | heap的内

存不够 | | 2103 | license过期 | license失效或者系统时间有异常 | | 2601 | assets 目录下模型文件打开失败 | 请根据报错信息检查模型文件是否

存在 | | 2611 | 检测图片时，传递至引擎的图片二进制与长宽不符合 | 具体见报错信息 | | 27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8xx | 引擎

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0 | so加载错误 | 请确认所有so文件存在于apk中 | | 3001 | 模型

加载错误 | 请确认模型放置于能被加载到的合法路径中，并确保config.json配置正确 | | 3002 | 模型卸载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3 | 调用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        }
    }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 Android 11 支持 --><!-- Android 11 支持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application<application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pplication></application>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

BaseActivityBaseActivity

// app/build.gradle// app/build.gradle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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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错误 | 在模型未加载正确或者so库未加载正确的情况下调用了分类接口 | | 50xx | 在线模式调用异常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报错日志收集报错日志收集 通常 Logcat 可以看见日志及崩溃信息，若设备无法获取日志信息，可使用 Demo 中的 xCrash 工具：

iO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描述 EasyEdge/EasyDL iOS 离线预测SDK相关功能；

目前支持EasyEdge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人脸检测

姿态估计

百度OCR模型

目前支持EasyDL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系统：

通用arm版本：iOS 9.0 以上

A仿生芯片版：iOS 13.0 及以上

硬件：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 （暂不支持模拟器）

内存：图像分割模型需要手机内存3GB以上，并尽量减少其他程序内存占用

离线SDK包说明离线SDK包说明

根据用户的选择，下载的离线SDK，可能包括以下类型：

EasyEdge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android {android {
 ... ...
 dependencies {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  ...
 } }
}}

//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
 // 日志保存位置 // 日志保存位置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 启用 // 启用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XCrash.init(this, params);    XCrash.init(this, 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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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EasyDL 通用版/全功能AI开发平台BML（原EasyDL专业版）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自适应芯片版：同时整合了以上两种版本，自动在iOS 11以下中使用 ，在iOS 11以上系统中使用 ，自适应系

统，但SDK体积相对较大。

AI市场试用版SDK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SDK库的二进制与_TEXT增量约3M。

资源文件大小根据模型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物体检测(高性能)的DemoApp在iPhone 6, iOS 11.4下占用空间实测小于40M。

虽然SDK库文件很大（体现为SDK包文件很大，ipa文件很大），但最终应用在用户设备中所占用的大小会缩小很多。 这与multi

architechtures、bitcode和AppStore的优化有关。

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生成SDK后，点击获取序列号进入控制台获取。EasyEdge控制台、EasyDL控制台、BML控制台。

试用版SDK在SDK的RES文件夹中的SN.txt中包含试用序列号。

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通用ARM版通用ARM版 A仿生芯片版A仿生芯片版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53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edge/serial/list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easydlLiteImage/serial/list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ai/bml/serial/list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9.15 0.7.7 支持更多检测模型；迭代优化

2022.07.28 0.7.6 迭代优化

2022.06.29 0.7.5 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CoreML引擎升级，新增EasyEdge检测模型支持；迭代优化

2022.05.18 0.7.4 ARM引擎升级；支持EasyDL物体检测超高精度模型；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7.3 ARM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

2021.12.22 0.7.2 支持EasyEdge更多姿态估计模型；迭代优化

2021.10.20 0.7.1 ARM引擎升级

2021.07.29 0.7.0 迭代优化

2021.04.06 0.6.1 ARM引擎升级

2021.03.09 0.6.0 支持EasyEdge人脸检测及姿态估计模型

2020.12.18 0.5.7 ARM引擎升级

2020.09.17 0.5.6 CoreML引擎升级，支持AI市场试用版SDK

2020.08.11 0.5.5 CoreML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支持EasyEdge OCR模型

2020.06.23 0.5.4 ARM引擎升级

2020.04.16 0.5.3 ARM引擎升级；支持压缩加速版模型

2020.03.13 0.5.2 ARM引擎升级；支持图像分割模型

2020.01.16 0.5.1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2.04 0.5.0 ARM引擎升级；增加coreml3的支持

2019.10.24 0.4.5 支持EasyDL专业版；ARM引擎升级

2019.08.30 0.4.4 支持EasyDL经典版图像分类高性能、高精度

2019.06.20 0.4.3 引擎优化

2019.04.12 0.4.1 支持EasyDL经典版物体检测高精度、高性能模型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CoreML;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文件结构说明文件结构说明

测试Demo测试Demo

按如下步骤可直接运行 SDK 体验 Demo：

步骤一：用 Xcode 打开 

步骤二：配置开发者自己的签名

步骤三：连接手机运行，不支持模拟器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EasyEdge-iOS-SDK.EasyEdge-iOS-SDK
├──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 LIB   # 依赖库├── LIB   # 依赖库
├── RES├── RES
│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   ├── model│   │   ├── model
│   │   ├── params│   │   ├── params
│   │   ├── label_list.txt│   │   ├── label_list.txt
│   │   ├── infer_cfg.json│   │   ├── infer_cfg.json
│   │   ├── conf.json│   │   ├── conf.json
└── DOC   # 文档└── DOC   # 文档

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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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使用说明SDK使用说明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步骤一：依赖库集成 步骤二： ，

依赖库集成依赖库集成

1. 复制 LIB 目录至项目合适的位置

2. 配置 Build Settings 中 Search paths: 以 SDK 中 LIB 目录路径为例

import <EasyDL/EasyDL.h>import <EasyDL/EasyDL.h> import <Vision/Vision.h>import <Vision/Visi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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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Search Paths：

Header Search Paths：

Library Search Paths：

集成过程如出现错误，请参考 Demo 工程对依赖库的引用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1. 生成模型，下载SDK1. 生成模型，下载SDK 开发者在官网下载的SDK已经自动为开发者配置了模型文件和相关配置，开发者直接运行即可。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将前面申请的序列号填入：

根据序列号类型，序列号与BundleID绑定或与BundleID+设备绑定。 请确保设备时间正确。

3. 初始化模型3. 初始化模型

请注意相关资源必须以 方式加入Xcode工程。也即默认的 文件夹在Xcode文件列表里显示为蓝色。

4. 调用检测接口4. 调用检测接口

返回的数组类型如下，具体可参考  中的定义： | 模型类型 | 类型 | | --- | ---- | | 图像-图像分类 | EasyDLClassfiData | | 图像-物

体检测/人脸检测 | EasyDLObjectDetectionData | | 图像-实例分割/语义分割 | EasyDLObjSegmentationData | | 图像-姿态估计 | EasyDLPoseData |

| 图像-文字识别 | EasyDLOcrData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的方法会返回NSError错，直接返回的NSError的错误码定义在EEasyDLErrorCode中。NSError附带message（有时候会附带

NSUnderlyingError），开发者可根据code和message进行错误判断和处理。

FAQFAQ

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

SDK内部已经能充分利用多核的计算能力。不建议使用并发来预测。

如果开发者想并发使用，请务必注意 所有的方法都不是线程安全的。请初始化多个实例进行并发使用，如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PROJECT_DIR}/../LIB/include${PROJECT_DIR}/../LIB/include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

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

folder referencefolder reference easyedgeeasyedge

UIImage *img = .....;UIImage *img = .....;
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

/**/**
 * 检测图像 * 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
-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andError:(NSError **)err;                  andError:(NSError **)err;

EasyDLResultData.hEasyDLResultData.h

EasyDLModelEasyD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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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  字样：请引入  并务必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

请Embed具体报错的库。 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 这个可能是开发者使用的xcode低于12导致，可以升级至12版本。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64位Windows Server2012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64位Windows Server 2019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协议

--  ((voidvoid))testMultiThread testMultiThread {{
    UIImage     UIImage **img img ==  [[UIImage imageNamedUIImage imageNamed::@@"1.jpeg""1.jpeg"]];;
    NSError     NSError **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1  model1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2  model2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testQueue",,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2""testQueue2",,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1queue1,,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1 detectUIImagemodel1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1: %@""1: %@",, res res[[00]]));;
                }}
        }}));;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2queue2,,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2 detectUIImagemodel2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2: %@""2: %@",, res res[[00]]));;
                }}
        }}));;
}}

cxx11, vtablecxx11, vtable libc++.tbdlibc++.tbd

cv::Matcv::Mat opencv2.frameworkopencv2.framework

CoreMLCoreML VNRequestVNRequest CoreML.frameworkCoreML.framework #import <CoreML/CoreML.h>#import <CoreML/CoreML.h>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57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9-15 | 1.7.0 | 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

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C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

升级| | 2021-08-19 | 1.3.2 | 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

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

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支持物体检测高精

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

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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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59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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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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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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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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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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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

一般是写注册表失败。

可以确认下HKEY_CURRENT_USER下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能否写入（如果不能写入，可能被杀毒软件等工具管

制）。也可以尝试基于bin目录下的easyedge_serving.exe命令行形式的二进制，自行配置开机自启动。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 - 图像分类 - 物体检测 - 图像分割

硬件支持：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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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aarch64 armv7hf

GPU: ARM Mali G系列

ASIC: Hisilicon NNIE1.1 on aarch64（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ASIC: Hisilicon NNIE1.2 on armv7l（Hi3519AV100/Hi3559V200等）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x86_64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rmv7l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arch64

Intel iGPU on x86_64

比特大陆 Bitmain SE50 (BM1684)

瑞芯微 RK3399Pro / RV1109 / RV1126 / RK3568

华为 Atlas200

晶晨 A311D

寒武纪 MLU220 on aarch64

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Ubuntu, Centos, Debian等)

海思HiLinux

树莓派Raspbian/Debian

瑞芯微Firefly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2 | 1.7.2 | Linux通用Arm CPU引擎升级，RK3399Pro、RV1126升级RKNN版本到

1.7.3 | | 2022.10.27 | 1.7.1 |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 | | 2022.09.15 | 1.7.0 | 新增瑞芯微 RK3568 支持, RK3399Pro、RV1126升级到

RKNN1.7.1 | | 2022.07.28 | 1.6.0 | 引擎升级；新增英特尔 iGPU 支持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EasyDL新增上线支持晶晨A311D NPU预测引擎；Arm CPU、Arm GPU引擎升级；atlas 200在EasyDL模型增加多个量化加速

版本； | | 2021.12.22 | 1.3.5 | RK3399Pro, RV1109/RV1126 SDK扩展模型压缩加速能力，更新端上推理库版本;边缘控制台IEC功能升级，适配

更多通用小型设备，NNIE 在EasyDL增加量化加速版本；Atlas200升级到Cann5.0.3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

擎升级；设备端sdk新增支持瑞芯微RV1109、RV1126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

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0 |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新增RKNPU预测引擎支持；新增高通骁龙GPU

预测引擎支持 | | 2020.12.18 | 1.0.0 |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 | 2020.10.29 | 0.5.7 | 优化

多线程预测细节 | | 2020.09.17 | 0.5.6 | 支持linux aarch64架构的硬件接入intel神经计算棒预测；支持比特大陆计算盒SE50 BM1684 | |

2020.08.11 | 0.5.5 | 支持linux armv7hf架构硬件(如树莓派)接入intel神经计算棒预测 | | 2020.06.23 | 0.5.4 | arm引擎升级 | | 2020.05.15 |

0.5.3 | 支持EasyDL 专业版新增模型 ；支持树莓派(armv7hf, aarch64)| | 2020.04.16 | 0.5.2 | Jetson系列SDK支持多线程infer | | 2020.02.23 |

0.5.0 | 新增支持人脸口罩模型；Jetson SDK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ARM支持图像分割 | | 2020.01.16 | 0.4.7 | 上线海思NNIE1.2，支持EasyEdge以

及EasyDL；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 | 2019.12.26 | 0.4.6 | 海思NNIE支持EasyDL专业版 | | 2019.11.02 | 0.4.5 | 移除curl依赖；支持

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 2019.10.25 | 0.4.4 |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 | 2019.09.23 | 0.4.3 |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 | 2019.08.30 | 0.4.2 |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

高精度模型 | | 2019.07.25 | 0.4.1 |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6.11 | 0.3.3 |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5.16 | 0.3.2 | 新增

armv7l支持 | | 2019.04.25 | 0.3.1 | 优化硬件支持 | | 2019.03.29 | 0.3.0 |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 | 2019.02.20 | 0.2.1 | paddle引擎支持；效

果提升 | | 2018.11.30 | 0.1.0 | 第一版！|

【1.0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快考虑升

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

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一起使用。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正确适

配新发布出来的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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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aarch64(arm64), Ubuntu 16.04, gcc 5.3 (RK3399)

Hi3559AV100, aarch64, Ubuntu 16.04, gcc 5.3

Hi3519AV100, armv7l , HiLinux 4.9.37, (Hi3519AV100R001C02SPC020)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arch64, Raspbian, (Raspberry 4b)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rmv7hf, Ubuntu 16.04, (RK3288)

Bitmain se50 BM1684, Debian 9

Rockchip rk3399pro, Ubuntu 18.04

Rockchip rv1126, Debain 10

Rockchip rk3568, Ubuntu 20.04

Atlas200(华为官网指定的Ubuntu 18.04版本)

Amlogic A311D, Ubuntu 20.04

MLU220, aarch64, Ubuntu 18.04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以上(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5 (可选)

依赖说明：树莓派依赖说明：树莓派 树莓派Raspberry默认为armv7hf系统，使用SDK包中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如果是aarch64系统，使用SDK包中

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

在安装前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32位还是64位 ：

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 需要安装BMNNSDK2.2，并在CMakeList.txt中指定SDK安装地址：

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 海思开发板需要根据海思SDK文档配置开运行环境和编译环境，SDK和opencv都需要在该编译环境中编译。 NNIE1.2用

arm-himix200-linux交叉编译好的opencv，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QW0ReeWx4ZwgYg4lretyw 密码:yq0s。下载后修改SDK

CMakesList.txt

依赖说明：RK3399Pro依赖说明：RK3399Pro 所有用例基于 Npu driver版本1.7.3的RK3399pro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1.7.3 查看RK3399Pro板上driver版本方法：执行sdk内提供的二进制文件，运行日志里会提供API和Driver版本信息

升级399Pro driver版本参考瑞芯微github：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3399Pro_npu

依赖说明：RV1109/RV1126依赖说明：RV1109/RV1126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7.3的RV1126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armv7hf_ARM_armv7hf_ARM_

aarch64_ARM_aarch64_ARM_

getconf LONG_BITgetconf LONG_BIT
3232

**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
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67

https://pan.baidu.com/s/13QW0ReeWx4ZwgYg4lretyw
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3399Pro_npu


1.7.3 查看RV1109/RV1126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升级RV1109/RV1126 driver版本github项

目：https://github.com/rockchip-linux/rknpu 依赖说明：RK3568依赖说明：RK3568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2.0的RK3568开发板测试通过， 查看RK3568

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依赖说明：晶晨A311D依赖说明：晶晨A311D 所有用例基于晶晨A311D开发板测试通过，需要驱动版本为 6.4.4.3（下载驱动请联系开发版厂商） 查看晶晨A311D开发

板驱动版本方法：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 方法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测试Demo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对于硬件使用为：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

/ armv7hf / aarch64/ armv7hf / aarch64，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对于硬件使用为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的，如果宿主机找不到神经计算棒Intel® Neural Compute Stick，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添加

USB Rules：

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dmesg | grep Galcoredmesg | grep Galcore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  makemake -j16 -j16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sudo ld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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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运行效果：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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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罩检测模型，将 修改为 即可。

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 88到9696像素之间，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再传入SDK。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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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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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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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

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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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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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 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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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如：./easyedge_dem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因

为二进制运行时ld无法找到依赖的库。如果是正确cmake && make 的程序，会自动处理好链接，一般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遇到该问题时，请找到具体的库的位置，设置LD_LIBRARY_PATH。

示例一：libverify.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veirfy.so文件，一般可通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verify.so文件所在的路径为准)

示例二：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opencv_videoio.so文件，一般可通

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opencv_videoio.so所在路

径为准)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mask""mask"::  "...""...",,    //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trackId""trackId"::  00,,    //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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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 检查开发板可用内存，一些比较大的网络占用内存较多，推荐内存500M以上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通用版和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瑞芯微 RK3399Pro

语言支持：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Python 3.5, 3.6, 3.7 瑞芯微 RK3399Pro: Python 3.6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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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

27
1.3.5

新增Armv7 CPU、Armv8 CPU、Jetson、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对应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

分割；新增 Intel IGPU 支持

2022.05.

18
1.3.0 新增RK3399Pro NPU对应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2021.01.

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

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

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

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

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

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1.

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

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加速棒

2019.10.

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7.

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3.

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

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

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

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

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依赖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依赖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 使用 加速棒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OpenVINO 预测引擎，两种方式：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必须）版本。

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

Intel MovidiusIntel Movidius Intel IGPUIntel IGPU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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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说明：RK3399Pro依赖说明：RK3399Pro 所有用例基于 Npu driver版本1.7.3的RK3399pro开发板测试通过 查看RK3399Pro板上driver版本方法：运行sdk内提供

demo项目，日志里会提供API和Driver版本信息

升级399Pro driver版本参考瑞芯微github：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3399Pro_npu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Intel安装说明：Intel

Movidius 加速棒 / Intel IGPUMovidius 加速棒 / Intel IGPU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RK3399Pro安装说明：RK3399Pro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特别注意这里要同时安装两个whl包 安装说明：ArmV7 CPU安装说明：ArmV7 CPU

安装说明：ArmV8 CPU (Aarch64 CPU)安装说明：ArmV8 CPU (Aarch64 CPU)

安装说明：Jetson SDK安装说明：Jetson SDK

安装说明：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安装说明：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测试 Demo4. 测试 Demo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x86_64linux_x86_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RK3399ProU EasyEdge_Devkit_RK3399Pro--{{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rmv7llinux_armv7l..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RMU EasyEdge_Devkit_ARM--{{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rmv7llinux_armv7l..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RMU EasyEdge_Devkit_ARM--{{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JetPackU EasyEdge_Devkit_JetPack{{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pip3 install pip3 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EasyEdge_Devkit_Atlas200EasyEdge_Devkit_Atlas2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cp36mcp36m--linux_aarch64linux_aarch64..whlwhl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RE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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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python3 demopython3 demo..py 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image_name..jpgjpg}}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MOVIDIUSMOVIDIUS,,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OPENVINOOPENVINO))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LOCALLOCAL,,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graph_file            graph_file=='graph.ncsmodel''graph.ncsmodel',,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device_id            device_id==00
                        ))::
              """"""
       Args:       Args:
           device: Device.CPU           device: Device.CPU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model dir               model di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device_id: int           device_id: int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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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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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rmV7、ArmV8 CPU、Jetson、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rmV7、ArmV8 CPU、Jetson、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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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到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Atlas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Linux集成文档-Atlas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Atlas SDK的使用方法。

注意Atlas有两种产品形态，Atlas 200和Atlas 300，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

硬件支持：

CPU: aarch64

Atlas 200 卡

操作系统支持：Atlas指定的Linux版本， Ubuntu 16.04 aarch64 ， 请从Atlas文档中下载。

性能数据性能数据

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值根据使用线程数、利用率等情况可能有所波动

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模型算法模型算法 芯片类型芯片类型 SDK类型SDK类型 实测硬件实测硬件 单次预测耗时单次预测耗时

EasyDL 图像分类 高性能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9ms

EasyDL 图像分类 高精度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12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性能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11ms

EasyDL 物体检测 高精度 Atlas 200 Atlas 200 Atlas 200DK 31ms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6.15 0.2 支持物体检测

2020.3.10 0.1 初始版本，支持图像分类

测试atlas 200的官方demo测试atlas 200的官方demo

请参见此处的文档说明， 搭建开发环境，测试atlas 200的mindstudio demo通过后，再测试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ubuntu 16.04, aarch64-linux-gnu-g++ 5.4， 编译机

ubuntu 16.04， 开发板

Atlas DDK 的ddk_info信息：

directorydirectorydirectory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2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2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
        "VERSION""VERSION"::  "1.3.T34.B891""1.3.T34.B891",,  
        "NAME""NAME"::  "DDK""DDK",,  
        "TARGET""TARGET"::  "Atlas DK""Atlas 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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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Demo2. 测试Demo

编译运行：编译运行： 下载后，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Step 1： 运行一次unpack.sh脚本，会得到测试demo。

Step 2：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的开始处license_key字段。

step3： 准备测试图片

覆盖image目录下的 1.jpg，更多图片可以用于demo中的批量测试模式

step4： 修改test_200.sh下的以下开发板登录信息

step: 运行demo，会自动编译OpenCV 3.4库

图像分类的demo运行效果：

物体检测的demo运行效果：

SDK接口使用SDK接口使用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同步接口使用流程同步接口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demo_async.cpp及demo_sync.cpp

exportexport  DDK_PATHDDK_PATH==$HOME$HOME/tools/che/ddk/ddk /tools/che/ddk/ddk # ddk的安装路径# ddk的安装路径

SSH_USERSSH_USER==HwHiAiUser@192.168.3.25 HwHiAiUser@192.168.3.25 #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信息#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信息
PORTPORT==88228822  #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端口# 200 开发板的ssh登录端口

cdcd demo demo
shsh test_200.sh test_200.sh

[[statstat]]  [[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44 images images))  timetime used: 41ms （at  used: 41ms （at 15837659585311583765958531)) total:705ms total:705ms

[[resultresult]][[100001100001]][[image/1.jpgimage/1.jpg]][[281470472005664281470472005664]] is: n07747607 orange  is: n07747607 orange 0.9736330.973633  950950;;  

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n07747607 orange 分类名

0.9736330.973633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950950 分类名的序号 分类名的序号

[[statstat]]  timetime used  used :: 101ms 101ms;; all  all timetime used:478 used:478

imagesimages[[33]] result: result:
label:no2_ynenlabel:no2_ynen;;prob:0.985352 loc:prob:0.985352 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no2_ynen 分类名 ， 也可以获取分类名的序号

0.9853520.985352 分类概率 分类概率

loc:loc:[[((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 , ((0.56250.5625,0.988281,0.988281))]]， 检测框的位置。 ， 检测框的位置。 ((0.4599610.459961,0.839844,0.839844))表示左上角的点，表示左上角的点，((0.56250.5625,0.988281,0.988281))右下角的右下角的

点；点；

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如原始图片608， 左上角((0.4599610.459961*608,0.839844*608*608,0.839844*608))， 右下角， 右下角((0.56250.5625*608,0.988281*608*608,0.98828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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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接口使用流程异步接口使用流程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接口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    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 若返回非    # 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 step 3: 预测图像// step 3: 预测图像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2 result2;;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2 result2));;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解析result2即可获取结果

// step 0: 设置序列号// step 0: 设置序列号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set your license here""set your license here"));;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AtlasConfig configAtlas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3: 创建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step 4: 设置异步回调
predictorpredictor->->set_result_handlerset_result_handler((YOUR_HANDLERYOUR_HANDLER));;

// step 5: 初始化// step 5: 初始化
intint ret  ret == predictor predictor->->initinit(());;
****若返回非若返回非0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 step 6: 预测图像// step 6: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 kBGR kBGR;;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uint64_tuint64_t seq_id seq_id;;
predictorpredictor->->infer_asyncinfer_async((imgimg,,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  0.10.1,,  nullptrnullptr,, seq_id seq_id));;
****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YOUR_HANDLER里面有seq_id的回调结果****

virtualvirtual  intint  set_licence_keyset_licence_key((constconst std std::::stringstring&& license license))  ==  00;;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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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离线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离线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目前离线SDK与云服务的处理有些许差异，具体如下：

图像分类模型：离线SDK与云服务使用 (非 、非 )的效果类似

物体检测模型：离线SDK的 模型与云服务的 的效果类似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通用小型设备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RMLinux-ARM，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通用通用 快速训练快速训练 AutoDL TransferAutoDL Transfer

高精度高精度 精度较低，服务性能更佳精度较低，服务性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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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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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88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bie/2/200/ecc/distribute


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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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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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软硬一体方案部署

如何获取物体检测软硬一体产品

为进一步提升前端智能计算的用户体验，EasyDL推出了多款软硬一体方案。将高性能硬件与EasyDL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深度适配，可应用于

工业分拣、视频监控等多种设备端离线计算场景，让离线AI落地更轻松。了解不同方案

方案获取流程如下：

Step 1：在EasyDL训练专项适配所选硬件的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迭代模型至效果满足业务要求

Step 2：发布模型时选择对应硬件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491

https://ai.baidu.com/easydl/solution


Step 3：在AI市场购买方案获得硬件和用于激活专用SDK的专用序列号，参考文档集成后，即可实现离线AI预测

如有其他硬件方案需求，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物体检测EdgeBoard(FZ)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Edge/EasyDL在EdgeBoard®边缘计算盒/Lite计算卡上的专用软件的使用流程。

EdgeBoard系列硬件可直接应用于AI项目研发与部署，具有高性能、易携带、通用性强、开发简单等四大优点。

详细硬件参数请在AI市场浏览。

EdgeBoard产品使用手册：https://ai.baidu.com/ai-doc/HWCE/Yk3b86gvp

软核版本软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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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SDK版本CPP-SDK版本 对应软核对应软核

1.3.2、1.3.4、1.3.5 1.8.1

1.3.0、1.3.1、1.3.2、1.3.4 1.8

0.5.7-1.2.1 1.5

0.5.2+ 1.4

SDK升级需配合EdgeBoard硬件软核升级，建议升级软核为SDK对应版本，否则可能出现结果错误或者其他异常。

可以通过 命令获取EdgeBoard当前的软核版本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注意*：升级完成相应的软核之后需要重启机器生效。注意*：升级完成相应的软核之后需要重启机器生效。

sdk对应的软核说明： 如果客户使用的软核是mobile版本的，需要使用1.4的SDK；如果不是mobile 版本，可以选择1.5+（目前最高版本更新至如果客户使用的软核是mobile版本的，需要使用1.4的SDK；如果不是mobile 版本，可以选择1.5+（目前最高版本更新至

1.8.1）版本的SDK使用。1.8.1）版本的SDK使用。

1.5+版本的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1.5+版本的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EdgeBoard非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EdgeBoard非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

2021.1

2.20
1.3.5

升预测引擎为PaddleLite 1.8.1,推理库支持了

Ubuntu18.04文件系统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Fkuqounlk（含有EB升级

Ubuntu18.04系统的步骤）

2021.1

0.15

1.3.2、

1.3.4、1.3.4
推理库支持了Ubuntu18.04文件系统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Fkuqounlk

2021.0

6.29
1.3.1 视频流解析支持分辨率调整；预测引擎升级；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Ikqgcqt5x

2021.0

5.14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Ikqgcqt5x

2021.0

5.14
1.2.1 功能无更新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okqiwkm32

2020.1

0.29
0.5.7 预测引擎切换为PaddleLite 1.5 -

2019.1

2.27
0.4.5

引擎升级，支持zu5/zu3，支持EasyDL 高精度

检测模型
-

2019.0

7.25
0.4.0 EdgeBoard SDK Release! -

mobile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mobile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EdgeBoard mobile对应的软核以及特性 | | --- | ---- | ---- |---- |---- |

|2021.05.14|1.2.1|功能无更新|https://ai.baidu.com/ai-doc/HWCE/okqiwkm32|https://ai.baidu.com/ai-doc/HWCE/Lkqiwlziw||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开发者从EasyEdge/EasyDL下载的软件部署包中，包含了简单易用的SDK和Demo。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快速部署运行EdgeBoard计算盒。

部署包中包含多版本SDK：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8*：适用于EdgeBoard 1.5+软核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4*：适用于EdgeBoard 1.4软核

SDK文件结构

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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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的SDK自带OpenCV，src编译的时候会引用thirdparty/opencv路径下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Demo使用流程Demo使用流程

用户在AI市场购买计算盒之后，请参考以下步骤进行集成和试用。

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

指示灯亮起，等待约1分钟。

参考EdgeBoard使用文档配置网口或串口连接。登录EdgeBoard计算盒。

加载驱动（开机加载一次即可）。

根据购买的版本，选择合适的驱动。若未加载驱动，可能报错：

设置系统时间（系统时间必须正确）

2. （可选）启动HTTP服务2. （可选）启动HTTP服务

部署包中附带了HTTP服务功能，开发者可以进入SDK根目录，运行 程序启动HTTP服务。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

├── ReadMe.txt├── ReadMe.txt
├── bin├── bin

│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include├── include

│   └── easyedge│   └── easyedge

├── lib├── lib
│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_static.a│   ├── libeasyedge_static.a

│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0.0

├── now_sre.log├── now_sre.log
├── src├── src

│   ├── CMakeLists.txt│   ├── CMakeLists.txt

│   ├── cmake│   ├── cmake

│   ├── common│   ├── common

│   ├── demo_image_inference│   ├── demo_image_inference

│   ├── demo_serving│   ├── demo_serving

│   └── demo_video_inference│   └── demo_video_inference
└── thirdparty└── thirdparty

    └── opencv    └── opencv

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

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

datedate --set  --set "2019-5-18 20:48:00""2019-5-18 20:48:00"

easyedge_serving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目录RES目录}}  """"  {{绑定的host，默认0.0.0.0绑定的host，默认0.0.0.0}}  {{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

cdcd  ${SDK_ROOT}${SDK_ROOT}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lib

./demo/easyedge_serving ./demo/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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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显示

则启动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盒子。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EdgeBoard HTTP Server 目前使用的是单线程处理请求。

3. 编译运行Demo3. 编译运行Demo

编译：

运行

便可看到识别结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1. 配置

2. 新建  :

3. 初始化 

4. 传入图片开始识别

目前EdgeBoard暂不支持并行多模型计算。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预测图片预测图片

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资源文件夹路径RES资源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PaddleFluidConfigPaddleFluid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 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

predictor->init()predictor->init()

predictor->infer(img, ...);predictor->infer(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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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结果说明识别结果说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矩形的逻辑。

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

http 请求参数http 请求参数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0.1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

Cpp label=C#

        /**/**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threshold     * @param threshold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 Mat &&image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result,,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object detection field// object detection field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with open('./1.jpg', 'rb') as f:with open('./1.jpg', 'rb') as f:
    img = f.read()    img = f.read()
    result = requests.post(    result = requests.post(
     '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
     params={'threshold': 0.1},     params={'threshold': 0.1},
     data=img).json()     data=img).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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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label=C++ 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br.Close();br.Close();
fs.Close();fs.Close();
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request.Method = "POST";request.Method = "POST";
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
stream.Close();stream.Close();

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
sr.Close();sr.Close();
response.Close();respon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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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include <sys/stat.h>#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string>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return size*num;        return size*num;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FILE *fp = NULL;        FILE *fp = NULL;
        std::string response;        std::string response;
        struct stat stbuf = { 0, };        struct stat stbuf = { 0, };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if (!fp) {        if (!fp) {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 = curl_easy_init();        curl = curl_easy_init();
        if (curl != NULL) {        if (curl != 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if (res != CURLE_OK) {            if (res != CURLE_OK) {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            curl_easy_cleanup(curl);
        }        }
        curl_global_cleanup();        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p);        fclose(fp);
        return 0;        return 0;
    }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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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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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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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所有主动报出的错误，均覆盖在 枚举中。同时SDK会有详细的错误日志，开发者可以打开Debug日志查看额外说明：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可以通过安装 来解决。 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类似错误包括 找不到。

直接运行SDK自带的二进制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部署包中的lib目录即可。 开发者自行使用CMake编译的二进制可以

有效管理.so的依赖。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

此问题仅出现在ZU5，因为FZ5A带vcu，给他预留的内存过大导致，如果用不到VCU可以把这部分改小。修改/run/media/mmcblk1p1/uEnv.txt：

注意中间空行要保留。

5. 预测结果异常5. 预测结果异常

如果购买的计算盒较早，驱动文件较旧，而SDK比较新（或SDK比较旧，但是计算盒较新），可能出现结果异常，如结果均为空或者 。 请参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StatusEdgeStatus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paddle-mobile paddle-mobile))

libpaddle-mobile.solibpaddle-mobile.so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ethaddr=00:0a:35:00:00:09ethaddr=00:0a:35:00:00:09
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

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

n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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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软核版本”小节更新软核和驱动版本。

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下载的SDK zip包需要放到板子内部后，再解压、编译。

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 需更新驱动，否则可能导致结果异常。参考“软核版本”小节。

物体检测EdgeBoard(VMX)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旨在介绍 EasyDL在EdgeBoard USB加速卡VMX（以下简称VMX加速卡或加速卡）上的专用软件的使用流程。 EdgeBoard系列硬件适用于项

目研发与部署，具有高性能、易携带、通用性强、开发简单等四大优点。 您可在AI市场了解EdgeBoard相关系列产品，同时可以在软硬一体方

案了解性能数据。

注意：注意：本型号主要面向产品集成和企业项目，未同时售卖散热片和外壳，部分情况下芯片温度较高，开发过程中，请勿用手触摸，谨防烫伤

硬件介绍硬件介绍

VMX加速卡，采用Intel® Movidus™ 视觉 MyriadX处理器芯片，通过 USB3.0 通讯type-c接口方式，配合外围电路即可将该模组嵌入到第三方智能

化产品中，采用标准 USB通讯协议，对接简单，开发速度快，具有强大的深度学习计算功能。可通过OpenVINO™和OpenCV软件库工具链移植算

法，兼容百度PaddlePaddle支持Paddle2onnx和PaddleHub并集成EasyDL，使产品应用范围广，性能更稳定，增强用户体验。

VMX加速卡适用于深度学习加速，能够解决复杂的人工智能软硬件设计挑战，它可以集成基于视觉的加速器和推理引擎来实现深度边缘学习的解

决方案。（3D/2D人脸识别、人头检测、人脸属性分析（性别、年龄）、人脸特征比对、手势及姿态识别、物体检测及分类、算法移植等功能。

）

硬件配置与说明硬件配置与说明

核心板模块: Intel® Movidus™ MyriadX，内置内存LP-DDR4 4GBit。

硬件指标

CPUCPU

o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MA2485 Vision Processing Unit

o Total performance of over 4 trillion operations per second (TOPS) o Over 1 TOPS performance on 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w/ NCE accelerator

o 16 Programmable 128-bit VLIW Vector Processors o 16 Configurable MIPI Lanes w/ enhanced Vision Accelerators o 2.5 MB of Homogenous

On-Chip Memory w/ 4Gbit LPDDR4

SizeSize

o 38mm x 38mm

InterfaceInterface o USB TYPE C（USB3.0）辅助接口精简设计

BootBoot o USB 启动模式 - 内置 switch 缺省模式设置

PowerPower o 平均功耗0.5W~2.2W

SecuritySecurity o 支持 eFuse 加密

运行说明运行说明

VMX加速卡包含独立的AI运算芯片，采用 USB Type-C通讯方式，通讯协议简单可靠，可连接不同芯片架构主机，包括 X86、单片机、ARM SOC

等。加速卡运行需要通过TypeC接口连接宿主机执行，宿主机目前支持的软硬件环境包括：

Linux: x86-64, aarch64, armv7hf

Windows: x86-64, Windows 10

使用过程中，请尽量避免直接触碰板卡元器件；或者使用防静电锡纸包裹板卡。

快速开始 Linux快速开始 Linux

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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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从EasyDL训练模型之后，下载的软件部署包中，包含了简单易用的SDK和Demo。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快速部署运行。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Python SDKPython SDK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0.12.18 1.2.0 性能优化；接口优化升级；推理引擎升级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与平台

Python SDK适用于Linux x86-64和Windows平台。

2020-12-18: 【接口升级】 Python SDK序列号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

中移除。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C++ SDKC++ SDK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1.06.29 1.3.1 视频流解析支持分辨率调整

2021.05.14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2020.12.18 1.0.0 性能优化；接口优化升级；推理引擎升级

2020.09.17 0.5.6 新增C++ SDK，支持Linux aarch64和Linux armv7hf（树莓派）架构的硬件接入VMX预测

C++ SDK适用于Linux x86-64、Linux aarch64和Linux armv7hf平台。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将加速卡连接宿主机将加速卡连接宿主机 请使用质量合规的usb线连接。连接之后，检查设备是否被操作系统识别： Linux 通过  命令检查是否有 设

备：

Windows 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询。

如果使用 VirtualBox 之类的虚拟机，请在虚拟机加入 03e7:24 和 03e7:f63b 两个 usb 设备。

获取并安装依赖获取并安装依赖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宿主机与sdk为以下情况： 1⃣ ️ Windows x86-64Windows x86-64： 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2.1.1LTS 版本 2⃣ ️ Linux x86-64Linux x86-64： 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2.1.1LTS 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注：1. ebvpu+arm 组合产品正在下架过渡期，后续不再维护 armv7 版本的 sdk；2. 当前问题可以升级 openvino 版本解决，但无法保证 armv7

环境下的稳定性；

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安装完毕，运行之前，请按照OpenVino的文档 设置环境变量

lsusb -vlsusb -v MyriadMyriad

> sudo lsusb -v | grep -C 5 Myriad> sudo lsusb -v | grep -C 5 Myriad
  bMaxPacketSize0        64  bMaxPacketSize0        64
  idVendor           0x03e7   idVendor           0x03e7 
  idProduct          0x2485   idProduct          0x2485 
  bcdDevice            0.01  bcdDevice            0.01
  iManufacturer           1 Movidius Ltd.  iManufacturer           1 Movidius Ltd.
  iProduct                2 Movidius MyriadX  iProduct                2 Movidius MyriadX
  iSerial                 3 03e72485  iSerial                 3 03e7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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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EasyDL 控制台获取SDK2) 从EasyDL 控制台获取SDK 在任意位置解压缩。

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从AI市场订单详情或者EasyDL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请确保激活设备时使用的 操作系统账号与后续使用时运行的账号一致，否则会造成验证失败

Python SDKPython SDK

1. 安装wheel包

注意，请根据python的版本选择对应的whl文件，其中, 是SDK版本号， 表示是python3.7版本

--

注意，pip安装时请添加 参数

2. 将步骤2中获得的序列号 填入

3. 测试demo.py

生成的样例结果图片如下：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opt/intel/openvino/bin/setupvars.sh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7-cp37m-linux_x86_64.whl-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1.2.01.2.0 cp37cp37

-U-U

demo.pydemo.py

pred = edge.Program()pred = edge.Program()
pred.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pred.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模型资源文件夹RES路径模型资源文件夹RES路径}}  {{待识别的图片路径待识别的图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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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的详细说明请主要参考 SDK 中的接口注释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初始化

预测单张图像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MOVIDIUSMOVIDIUS,,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OPENVINOOPENVINO))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ProgramProgram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NCSDKNCSDK,,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graph_file             graph_file=='graph.ncsmodel''graph.ncsmodel',,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device_id             device_id==00,,
                          ****kwargskwargs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ncs的模型文件 或 PaddleV2的模型文件            graph_file: str ncs的模型文件 或 PaddleV2的模型文件
            label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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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channel_order(string):            channel_order(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string):            color_format(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threshold(float):            threshold(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data_type(string): 仅在图像分割时有意义。 'numpy' or 'string'            data_type(string): 仅在图像分割时有意义。 'numpy' or 'string'
                'numpy': 返回已解析的mask                'numpy': 返回已解析的mask
                'string': 返回未解析的mask游程编码                'string': 返回未解析的mask游程编码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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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C++ SDKC++ SDK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请先将SDK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宿主机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如果openvino预测引擎找不到设备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udo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sudo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 ```sudo ldcon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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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配置运行参数配置 运行参数的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其定义如下所示：

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 设置序列号// 设置序列号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508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部分参数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

方法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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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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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511



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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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Linux FAQLinux FAQ

1.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我们会逐渐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通过工单、论坛联系我们协

助处理。

2. 硬件出现问题或者出现故障怎么办？ 软件使用有问题怎么处理？2. 硬件出现问题或者出现故障怎么办？ 软件使用有问题怎么处理？

如果持续在静电较多的环境中使用，建议使用防静电锡纸包裹板卡

如果硬件无法启动等故障，您可以通过商品页联系供应商处理；其它硬件问题，您可以邮件 edgeboard-vmx.com ，我们将在0-2日内处理您的

问题。为加快处理进度，您在邮件中，尽量描述清楚问题或者需求细节，避免来回沟通。

软件使用问题，请尽量通过工单、论坛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运行时报错：NC_ERROR3. 运行时报错：NC_ERROR

一般是硬件没有插上，请确保lsusb能够找到该硬件。或者等待几秒后再试。

快速开始 Windows快速开始 Windows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将操作系统升级到Windows 10将操作系统升级到Windows 10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Can not init Myriad device: NC_ERRORCan not init Myriad device: NC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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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接口调用说明接口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br.Close();br.Close();
fs.Close();fs.Close();
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request.Method = "POST";request.Method = "POST";
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
stream.Close();stream.Close();

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
sr.Close();sr.Close();
response.Close();respon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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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Windows FAQWindows 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块

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其他问题7. 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物体检测Jetson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Jetson SDK的使用方法。Jetson SDK支持的硬件包括Jetson nano，Jetson TX2，Jetson AGX Xavier和Jetson

Xavier NX。您可在AI市场了解Jetson相关系列产品，同时可以在软硬一体方案了解部署方案。

模型支持：模型支持：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高精度，图像分类高性能，物体检测高精度，物体检测均衡，物体检测高性能，目标跟踪单标签模型。

BML：

公开数据集预训练模型：SSD-MobileNetV1，YOLOv3-DarkNet，YOLOv3-MobileNetV1，ResNet50，ResNet101，SE-ResNeXt50，SE-

ResNeXt101，MobileNetV2，EfficientNetB0_small，EfficientNetB4，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18_vd，SE_ResNet18_vd，Xception71。

百度超大规模数据集预训练模型：YOLOv3-DarkNet，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50_vd，ResNet101_vd。

EasyEdge：EasyEdge支持的模型较多，详见查看模型网络适配硬件。若模型不在此列表，可以尝试使用自定义网络生成端计算组件。

软件版本支持软件版本支持 使用EasyDL的Jetson系列SDK需要安装指定版本的JetPack和相关组件。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会随着SDK版本的升级和新版本

JetPack的推出而不断的更新。在使用SDK前请务必保证软件版本满足此处声明版本。目前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包括：

JetPack5.0.2

JetPack5.0.1

JetPack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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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Pack4.5

JetPack4.4（deprecated，该版本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JetPack4.2.2（已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安装JetPack时请务必安装对应的组件：

使用SDK Manager安装JetPack需要勾选TensorRT、OpenCV、CUDA、cuDNN等选项。

使用SD Card Image方式（仅对Jetson Nano和Jetson Xavier NX有效）则无需关心组件问题，默认会全部安装。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新增支持JetPack5.0.2；缓存机制优化；模型性能优化 | | 2022.07.28 |

1.6.0 | 新增支持JetPack5.0.1，新增目标追踪接入实时流的demo | | 2022.05.18 | 1.5.0 | 部分模型切换格式，max_batch_size含义变更，由输入

图片数不大于该值变更为等于该值；移除适用于JetPack4.2.2的SDK；示例代码demo_stream_inference重构；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新增

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 | 2021.12.22 | 1.3.5 | 新增支持JetPack4.6；支持在EasyEdge平台语义分割模型生成开发套件；修复缓存问题；支持

自定义缓存路径 | | 2021.10.20 | 1.3.4 | 新增支持JetPack4.5；大幅提升EasyDL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支

持分辨率调整；支持将预测后的视频推流，新增推流demo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

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1 | EasyEdge新增一系列模型的支持；性能

优化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高性能分类模型升级；

EasyDL经典版检测模型新增均衡选项；

EasyEdge平台新增Jetson系列端计算组件的生成；

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0.0 | 接口升级和一些性能优化 | | 2020.08.11 | 0.5.5 | 部分模型预测速度提升 | | 2020.06.23 | 0.5.4 | 支持

JetPack4.4DP，支持EasyDL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0.5.3 | 专项硬件适配SDK支持Jetson系列 |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4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SDK会

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建议切换至最新版本JetPack。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移除。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2021-10-20: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该版本代码已停止更新，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

换至新版本JetPack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本SDK适用于JetPack4.5、JetPack4.6、JetPack5.0系列版本，请务必安装其中之一版本，并使用对应版本的SDK。 注意在安

装JetPack时，需同时安装CUDA、cuDNN、OpenCV、TensorRT等组件。

如已安装JetPack需要查询相关版本信息，请参考下文中的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首先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

将获取到的序列号填写到demo文件中或以参数形式传入。 

编译并运行Demo编译并运行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编译运行：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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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运行示例：

检测结果展示：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运行

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makemake -j -j$($(nprocnproc))

**make **make installinstall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sudosudo ldconfig ldconfig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  {{序列号序列号}}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RES/  

/ljay/images/mix008.jpeg/ljay/images/mix008.jpeg

20202020-08-06 -08-06 2020:56:30,665 INFO :56:30,665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20202020-08-06 -08-06 2020:57:58,427 INFO :57:58,427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22, kiwi, p:0.997594 loc: , kiwi, p:0.997594 loc: 0.3520870.352087, , 0.561190.56119, , 0.6257480.625748, , 0.8683990.868399

22, kiwi, p:0.993221 loc: , kiwi, p:0.993221 loc: 0.457890.45789, , 0.07302940.0730294, , 0.736410.73641, , 0.3994290.399429

22, kiwi, p:0.992884 loc: , kiwi, p:0.992884 loc: 0.1568760.156876, , 0.05987250.0598725, , 0.38020.3802, , 0.3947060.394706

11, tomato, p:0.992125 loc: , tomato, p:0.992125 loc: 0.5235920.523592, , 0.3891560.389156, , 0.6577380.657738, , 0.5480690.548069

11, tomato, p:0.991821 loc: , tomato, p:0.991821 loc: 0.6654610.665461, , 0.4195030.419503, , 0.8052820.805282, , 0.5735580.573558
11, tomato, p:0.989883 loc: , tomato, p:0.989883 loc: 0.2974270.297427, , 0.4399990.439999, , 0.4321970.432197, , 0.593250.59325

11, tomato, p:0.981654 loc: , tomato, p:0.981654 loc: 0.3834440.383444, , 0.2482030.248203, , 0.5066060.506606, , 0.4009260.400926

11, tomato, p:0.971682 loc: , tomato, p:0.971682 loc: 0.1837750.183775, , 0.5565870.556587, , 0.2869960.286996, , 0.7113610.711361

11, tomato, p:0.968722 loc: , tomato, p:0.968722 loc: 0.3793910.379391, , 0.03869650.0386965, , 0.516720.51672, , 0.2096810.20968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0.0:24401.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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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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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接口初始化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serial_num serial_num));;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11));;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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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口的介绍。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参数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

/**/**

 * @brief * @brief
 * 单图预测接口 * 单图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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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

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针对Jetson开发工具包，目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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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对于Jetson，此值无需更改。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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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接口预测视频接口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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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预测成功后，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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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图片高度 = 检测框

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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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参考这里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Jetson 系列 SDK 支持多线程预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所支持的最大

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需要注意的是多线程的启用会随着线程数的增加而降低单次 infer 的推理速度，建议优先使用

batch inference 或权衡考虑使用。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

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

持。

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

A：针对JetPack4.4、4.5版本，部分模型无法使用序列化，如已知的BML的MobileNetV1-SSD和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需要每次加载模型的时候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接口使用-返回格式接口使用-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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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模型，过程会比较慢。此问题将在后续JetPack版本中修复。目前JetPack4.6版本SDK已修复该问题。

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查询JetPack版本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先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注意，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一对应到

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FAQFAQ 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

需要export 所在的路径，如路径为/home/work/baidu/cpp/lib，则需执行：

或者在编译完后执行如下命令将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6.1  --L4T R32.6.1  -->> JetPack4.6 JetPack4.6
L4T R32.5.1  --L4T R32.5.1  -->> JetPack4.5.1 JetPack4.5.1
L4T R32.5    --L4T R32.5    -->>  JetPack4.5  JetPack4.5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NV Power Mode: MAXN****$ NV Power Mode: MAXN**
**$ **$ 00****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3. 查询资源利用率****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work/baidu/cpp/lib:/home/work/baidu/cpp/lib:${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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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安装，也可手动复制lib下的文件到 下。

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

请适当降低 和 的值后尝试。

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的 移除，并

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将 移除并

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物体检测辨影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辨影软硬一体方案SDK的使用方法。支持的硬件包括辨影Air、辨影Pro。您可以在软硬一体方案了解部署方案。

模型支持：模型支持：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高精度，图像分类高性能，物体检测高精度，物体检测均衡，物体检测高性能

BML：

公开数据集预训练模型：SSD-MobileNetV1，YOLOv3-DarkNet，YOLOv3-MobileNetV1，ResNet50，ResNet101，SE-ResNeXt50，SE-

ResNeXt101，MobileNetV2，EfficientNetB0_small，EfficientNetB4，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18_vd，SE_ResNet18_vd，Xception71。

百度超大规模数据集预训练模型：YOLOv3-DarkNet，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50_vd，ResNet101_vd。

EasyEdge：EasyEdge支持的模型较多，详见查看模型网络适配硬件。若模型不在此列表，可以尝试使用自定义网络生成端计算组件。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08.01 | 1.3.5 | 新增支持辨影软硬一体方案部署 |

辨影软件接入使用SDK辨影软件接入使用SDK 辨影Air/Pro自带软件预置了大量飞桨开源模型，支持EasyDL/BML模型SDK一键导入使用，详细的辨影使用说明见购买后

获得的使用说明书

辨影推理主界面

/usr/local/lib/usr/local/lib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KilledKilled

**或****或**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Build graph failed Build graph failed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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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影设置界面。在应用中可选预置模型能力，也可选择EasyDL/BML导入的模型SDK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接下来的文档内容将会描述辨影SDK的集成开发教程，仅需要使用辨影自带软件的用户无需关注接下来的文档内容将会描述辨影SDK的集成开发教程，仅需要使用辨影自带软件的用户无需关注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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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在EasyDL智能云官网获取序列号。

将获取到的序列号填写到demo文件中或以参数形式传入。

编译并运行Demo编译并运行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编译运行：

demo运行示例：

检测结果展示：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运行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makemake

**make **make installinstall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sudosudo ldconfig ldconfig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  {{序列号序列号}}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RES/  

/ljay/images/mix008.jpeg/ljay/images/mix008.jpeg
20202020-08-06 -08-06 2020:56:30,665 INFO :56:30,665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20202020-08-06 -08-06 2020:57:58,427 INFO :57:58,427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22, kiwi, p:0.997594 loc: , kiwi, p:0.997594 loc: 0.3520870.352087, , 0.561190.56119, , 0.6257480.625748, , 0.8683990.868399

22, kiwi, p:0.993221 loc: , kiwi, p:0.993221 loc: 0.457890.45789, , 0.07302940.0730294, , 0.736410.73641, , 0.3994290.399429

22, kiwi, p:0.992884 loc: , kiwi, p:0.992884 loc: 0.1568760.156876, , 0.05987250.0598725, , 0.38020.3802, , 0.3947060.394706
11, tomato, p:0.992125 loc: , tomato, p:0.992125 loc: 0.5235920.523592, , 0.3891560.389156, , 0.6577380.657738, , 0.5480690.548069

11, tomato, p:0.991821 loc: , tomato, p:0.991821 loc: 0.6654610.665461, , 0.4195030.419503, , 0.8052820.805282, , 0.5735580.573558

11, tomato, p:0.989883 loc: , tomato, p:0.989883 loc: 0.2974270.297427, , 0.4399990.439999, , 0.4321970.432197, , 0.593250.59325

11, tomato, p:0.981654 loc: , tomato, p:0.981654 loc: 0.3834440.383444, , 0.2482030.248203, , 0.5066060.506606, , 0.4009260.400926

11, tomato, p:0.971682 loc: , tomato, p:0.971682 loc: 0.1837750.183775, , 0.5565870.556587, , 0.2869960.286996, , 0.7113610.711361

11, tomato, p:0.968722 loc: , tomato, p:0.968722 loc: 0.3793910.379391, , 0.03869650.0386965, , 0.516720.51672, , 0.2096810.209681

Done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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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0.0:24401.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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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接口初始化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serial_num serial_num));;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11));;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最大batch_size，实际单次推理的图
片数不能大于此值片数不能大于此值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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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口的介绍。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参数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

/**/**
 * @brief * @brief

 * 单图预测接口 * 单图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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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

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针对Jetson开发工具包，目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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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不可大于此

值，但可以是不大于此值的任意图片数。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预测视频接口预测视频接口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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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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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预测成功后，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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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图片高度 = 检测框

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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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参考这里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辨影系列 SDK 支持多线程预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所支持的最大并

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需要注意的是多线程的启用会随着线程数的增加而降低单次 infer 的推理速度，建议优先使用

batch inference 或权衡考虑使用。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

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

持。

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

A：针对JetPack4.4版本，部分模型无法使用序列化，如已知的BML的MobileNetV1-SSD和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需要每次加载模型的时候编译模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接口使用-返回格式接口使用-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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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过程会比较慢。此问题将在后续JetPack版本中修复。

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查询JetPack版本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先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注意，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一对应到

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FAQFAQ 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

需要export 所在的路径，如路径为/home/work/baidu/cpp/lib，则需执行：

或者在编译完后执行如下命令将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6.1  --L4T R32.6.1  -->> JetPack4.6 JetPack4.6
L4T R32.5.1  --L4T R32.5.1  -->> JetPack4.5.1 JetPack4.5.1
L4T R32.5    --L4T R32.5    -->>  JetPack4.5  JetPack4.5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NV Power Mode: MAXN****$ NV Power Mode: MAXN**
**$ **$ 00****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3. 查询资源利用率****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work/baidu/cpp/lib:/home/work/baidu/cpp/lib:${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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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安装，也可手动复制lib下的文件到 下。

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

请适当降低 和 的值后尝试。

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的 移除，并

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将 移除并

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浏览器或小程序部署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DL的浏览器/小程序部署SDK的使用方法，

SDK支持范围SDK支持范围 浏览器部署 浏览器部署 

PC浏览器: Chrome、Safari、Firefox

手机浏览器: Baidu App、Safari、Chrome、UC and QQ Browser

小程序部署 小程序部署 

小程序: 百度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支持的操作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

系统: MacOS、Windows

demo文件结构demo文件结构 SDK解压缩之后，目录结构如下

demo基于vite，其中public/model下的model.json、chunk_1.dat...chunk_n.dat为模型文件，src下为业务代码，index.html为入口文件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依赖node及npm，如果没有node，请前往node官网下载长期维护版本

安装依赖：npm install

启动项目：npm run dev

启动后控制台输出

/usr/local/lib/usr/local/lib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KilledKilled

**或****或**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Build graph failed Build graph failed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public|--public

|  |--model|  |--model

|     |--model.json|     |--model.json

|     |--chunk_n.dat|     |--chunk_n.dat

|--src|--src
|  |--components|  |--components

|  |--App.vue|  |--App.vue

|  |--config.json|  |--config.json

|  |--env.d.ts|  |--env.d.ts

|  |--label.json|  |--label.json

|  |--main.ts|  |--main.ts

|  |--modelInfo.json|  |--modelInfo.json
|  |--usePredict.ts|  |--usePredict.ts

|--index.html|--index.html

|--package.json|--package.json

|--READ.md|--READ.md

|--tsconfig.json|--tsconfig.json

|--tsconfig.node.json|--tsconfig.node.json

|--vite.config.ts|--vite.config.ts
|--yarn.lock|--yarn.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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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浏览器打开 http://localhost:3000/ 即可体验demo

模型预测结果示例模型预测结果示例 图像分类示例

数组的index为对应的标签，值为置信度

物体检测示例

输出结果是一个二维数组，第二维的结果为：[标签， 置信度，矩形框x1坐标, 矩形框y1坐标, 矩形框x2坐标, 矩形框y2坐标]

浏览器开发浏览器开发

参考src/usePredict文件

更多可参考PaddleJS工程页

小程序开发小程序开发

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需添加 Paddle.js微信小程序插件

步骤：

小程序管理界面 --> 设置 --> 第三方设置 --> 插件管理 --> 添加插件 --> 搜索 wx7138a7bb793608c3 并添加

掌上百度小程序掌上百度小程序

手百小程序需添加paddlejs百度智能小程序动态库 引入动态库代码包引入动态库代码包

代码示例：

vite v2.8.4 dev server running at:vite v2.8.4 dev server running at:
 > Local: http://localhost:3000/ > Local: http://localhost:3000/
 > Network: use `--host` to expose > Network: use `--host` to expose

[0.4450492858886719, 0.3961234986782074, 0.0122891990467906, 0.14653800427913666][0.4450492858886719, 0.3961234986782074, 0.0122891990467906, 0.14653800427913666]

[[1, 0.2247152328491211, 0.11200979351997375, 0.0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2,[[1, 0.2247152328491211, 0.11200979351997375, 0.0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2,  
0.1224712328491211, 0.511200979351997375, 0.2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0.1224712328491211, 0.511200979351997375, 0.27523892819881439, 0.8540866374969482, 0.5503567457199097],...]

// 加载推理引擎// 加载推理引擎
import {Runner, env} from '@paddlejs/paddlejs-core'; import {Runner, env} from '@paddlejs/paddlejs-core'; 
// 使用webgl计算方案(暂不能使用wasm、webgpu等计算方案)// 使用webgl计算方案(暂不能使用wasm、webgpu等计算方案)
import '@paddlejs/paddlejs-backend-webgl';import '@paddlejs/paddlejs-backend-webgl';
......
// 注册引擎// 注册引擎
const runner = new Runner({const runner = new Runner({
        modelPath: '/model',        modelPath: '/model',
        keepRatio: config.rescale_mode === 'keep_ratio',        keepRatio: config.rescale_mode === 'keep_ratio',
        mean: config.img_mean.reduce((memo, v) => [...memo, +((v / 255).toFixed(3))], [] as number[]),        mean: config.img_mean.reduce((memo, v) => [...memo, +((v / 255).toFixed(3))], [] as number[]),
        std: config.scale.reduce((memo, v) => [...memo, +((1 / 255 / v).toFixed(3))], [] as number[]),        std: config.scale.reduce((memo, v) => [...memo, +((1 / 255 / v).toFixed(3))], [] as number[]),
        bgr: config.colorFormat === 'BGR',        bgr: config.colorFormat === 'BGR',
        feedShape: {        feedShape: {
            fw: config.resize[0],            fw: config.resize[0],
            fh: config.resize[1]            fh: config.resize[1]
        }        }
    });    });
......
// init runner// init runner
await runner.init();await runner.init();
......
// predict and get result// predict and get result
await runner.predict(img);await runner.predict(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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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动态库使用动态库

在使用页面的json文件里配置如下信息：

从而页面中可以使用此组件：

示例示例

index.swan

index.js

{{

    "dynamicLib": {    "dynamicLib": {

        // 定义一个别名，小程序中用这个别名引用动态库。        // 定义一个别名，小程序中用这个别名引用动态库。
        "paddlejs": {        "paddlejs": {

            "provider": "paddlejs"            "provider": "paddlejs"

        }        }

    }    }

}}

{{

    "usingSwanComponents": {    "usingSwanComponents": {

        "paddlejs": "dynamicLib://paddlejs/paddlejs"        "paddlejs": "dynamicLib://paddlejs/paddlejs"

    }    }

}}

<view class="container"><view class="container">

    <view>下面这个自定义组件来自于动态库</view>    <view>下面这个自定义组件来自于动态库</view>
    <paddlejs />    <paddlejs />

</view></view>

<view class="container"><view class="container">

    <!--index.wxml-->    <!--index.wxml-->
    <image style="width:100%; height: 300px; " src="{{imgPath}}"></image>    <image style="width:100%; height: 300px; " src="{{imgPath}}"></image>

    <button bindtap="chooseImage">选择图片</button>    <button bindtap="chooseImage">选择图片</button>

    <button bindtap="doPredict" class="btn" type="primary">新鲜度预测</button>    <button bindtap="doPredict" class="btn" type="primary">新鲜度预测</button>

    <!-- 返回结果 -->    <!-- 返回结果 -->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Type">预测结果：{{resultType}}</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Type">预测结果：{{resultType}}</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Val">预测可信度：{{resultVal}}</view>    <view class="result" s-if="resultVal">预测可信度：{{resultVal}}</view>

    <paddlejs options="{{options}}" status="{{status}}" imgBase64="{{imgBase64}}" bindchildmessage="predict" />    <paddlejs options="{{options}}" status="{{status}}" imgBase64="{{imgBase64}}" bindchildmessage="predict" />
</view></view>

Page({Page({
    data: {    data: {

        imgPath: '',        imgPath: '',

        content: '',        content: '',

        resultType: '',        resultType: '',

        resultVal: '',        resultVal: '',

        isShow: true,        isShow: true,

        options: { // 模型配置项        options: { // 模型配置项
            modelPath: 'http://localhost:3000/model',            modelPath: 'http://localhost:3000/model',

            fileCount: 3,            fileCount: 3,

            needPreheat: true,            needPreheat: true,

            feedShape: {            feedShape: {

                fw: 224,                fw: 224,

                fh: 224                fh: 224
            },            },

            fetchShape: [1, 7, 1, 1],            fetchShape: [1, 7, 1, 1],

            fill: [255, 255, 255, 255],            fill: [255, 255, 255, 255],

            scale: 256,            scale: 256,

            targetSize: { height: 224, width: 224 },            targetSize: { height: 224, width: 224 },

            mean: [0.485, 0.456, 0.406],            mean: [0.485, 0.456, 0.406],

            std: [0.229, 0.224, 0.225]            std: [0.229, 0.224, 0.225]
        },        },

        status: '' // 初始值为''， 变为'predict'时会触发模型预测        status: '' // 初始值为''， 变为'predict'时会触发模型预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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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Prop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默认值默认值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描述描述

options string 是 模型配置项，参考src/usePridict

imgBase

64
string 是 要预测的图像的base64

status string '' 是
当前状态，status变化触发组件调用相应的api，当status变为predict时，组件会读取imgBase64作为输入

的图像，调用模型预测APi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IEC

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以下简称IE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设备管理的本地化方案。可以运行于多种架构、多系统、多类型的终

端之上。通过IE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本地进行

    /**    /**
     * 选择图片     * 选择图片
     */     */
    chooseImage: function () {    chooseImage: function () {
        const me = this;        const me = this;
        this.setData({        this.setData({
            ishow: false            ishow: false
        });        });
        swan.chooseImage({        swan.chooseImage({
            count: 1,            count: 1,
            sizeType: ['original', 'compressed'],            sizeType: ['original', 'compressed'],
            sourceType: ['album', 'camera'],            sourceType: ['album', 'camera'],
            success(res) {            success(res) {
                const path = res.tempFilePaths[0];                const path = res.tempFilePaths[0];
                swan.getFileSystemManager().readFile({                swan.getFileSystemManager().readFile({
                    filePath: path,                    filePath: path,
                    encoding: 'base64',                    encoding: 'base64',
                    success: res => {                    success: res => {
                        me.setData({                        me.setData({
                            imgBase64: res && res.data,                            imgBase64: res && res.data,
                            imgPath: path                            imgPath: path
                        });                        });
                    },                    },
                    fail: res => {                    fail: res => {
                        console.log(res);                        console.log(res);
                    }                    }
                });                });
            }            }
        });        });
    },    },
    predict(e) {    predict(e) {
        const status = e && e.detail && e.detail.status;        const status = e && e.detail && e.detail.status;
        if (status === 'loaded') {        if (status === 'loaded') {
            this.setData({status: 'loaded', isShow: false});            this.setData({status: 'loaded', isShow: false});
        }        }
        else if (status === 'complete') {        else if (status === 'complete') {
            const data = e.detail.data;            const data = e.detail.data;
            const maxItem = this.getMaxItem(data);            const maxItem = this.getMaxItem(data);
            this.setData({status: '', resultType: maps[maxItem.index], resultVal: maxItem.value});            this.setData({status: '', resultType: maps[maxItem.index], resultVal: maxItem.value});
        }        }
    },    },
    doPredict() {    doPredict() {
        this.setData({status: 'predict'});        this.setData({status: 'predict'});
    },    },
    getMaxItem(datas = []) {    getMaxItem(datas = []) {
        let max = Math.max.apply(null, datas);        let max = Math.max.apply(null, datas);
        let index = datas.indexOf(max);        let index = datas.indexOf(max);
        return {value: max, index};        return {value: max, inde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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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事件

硬件信息的可视化查看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完整列表可参考这里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注意：2.0.0之后，默认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iec，无法兼容1.x版本的iec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新增onvif/gb28181支持；完善端云通信逻辑

2.0.0 2022-03-22 支持连接中心节点IECC；支持以系统服务安装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IEC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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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先安装多节点版本IECC，通过中心节点来自动连接安装边缘节点。

Linux 安装Linux 安装 解压缩之后，目录结构如下

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root用户运行  即可

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方法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安装Windows 安装

解压缩之后，安装目录如下所示：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

..

├── easyedge-iec├── easyedge-iec
├── easyedge-iec-setup.sh├── easyedge-iec-setup.sh

├── etc├── etc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8 files1 directory, 8 files

./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 status: OK![setup]: IEC status: OK!

[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log/easyedge-iec.log./log/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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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 easyedge-iec.exe├── easyedge-iec.exe
├── easyedge-iec-setup.bat├── easyedge-iec-setup.bat
├── etc├── etc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4 files1 directory, 4 files

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http://{设备ip}:87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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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 / easyedge

功能使用说明功能使用说明

①添加模型服务①添加模型服务 首先，点击导航栏的「本地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在页面中定义服务名称后，将已经下载好的Linux/Windows版本的

SDK与IEC关联。关联完毕后可按两种激活方式，激活使用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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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SDK需要提前安装系统依赖，如TRT等，具体请参考EasyDL/BML/EasyEdge SDK使用文件中的环境依赖安装说明

联网激活联网激活

1. 在关联SDK完成后，需要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对应部署方式管理页中新增测试序列号或购买正式序列号。（图中以服务器版SDK为例） 

2. 再在IEC中填入所申请的序列号 

3. 配置服务，在服务端口不冲突占用的情况下，使用默认即可

4. 添加并激活

离线激活离线激活

1. 在IEC总览页面下载「指纹文件」 

2. 在百度智能云的控制台中找到SDK对应的管理列表，图中以服务器SDK为例。申请序列号后，点击对应序列号尾部的「离线激活」操作，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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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激活 

3. 在IEC的添加模型服务页面，上传下载好的授权文件，完成激活 

激活完成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列表中启动服务，使用后续的操作栏功能。

体验本地demo体验本地demo

点击「本地demo体验」即可在立即上传图片进行预测 

接入摄像头接入摄像头

使用接入摄像头功能首先需要添加摄像头，请参考第②步，完成后按照第③步操作 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

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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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添加摄像头②添加摄像头 导航栏点击「我的摄像头」-「添加摄像头」，定义摄像头名称、备注后即可添加摄像头。支持本地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 摄像头

添加成功后即可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和频率 

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 点击「本地模型服务」-「模型服务管理」中，所需接入预测的服务的「接入摄像头」 

 在弹出的弹窗中选择第②

步中添加的摄像头，此时点击确认即可在「摄像头管理」中的实时预览功能中查看摄像头预测结果，识别结果默认不保存。如需保存识别结果，

可设置对应的「本地事件触发条件」，根据标签和置信度，将识别结果保存至本地事件记录当中。设置多个标签条件时，IEC会以“或“的逻辑来将

所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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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地事件④本地事件 点击导航栏「本地事件记录」，可通过服务名称、摄像头名称、事件记录的时间、标签及置信度来筛选识别结果查看，多个标签及置

信度同样也是“或"的逻辑记录。如有想要删除的事件数据可选择后删除，全选为本页全选。 

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

与中心节点连接之后，边缘节点主程序版本会自动随控制中心版本升级。（>2.0.0)

Step 1 在IECC中添加边缘节点，选择「边缘节点已安装IEC」，并记录IP地址与Token

Step 2 在IEC的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并填入刚才记录的IP地址与Token，点击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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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完成后即可在中心节点IECC去监控/管理/应用在边缘节点上的IEC

配置项*配置项*

配置文件 中有关于IEC的各项配置说明，一般无需修改，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之后，再做修改。et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yml

###### IEC系统配置###### IEC系统配置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versionversion::  3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role: edge# role: edge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60
    #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  1010
    #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appDataFolder:: default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debug:: no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loginEnabled:: yes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sessionMaxAge::  3600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toStd:: no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toFile:: yes yes
    loggingFile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ie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level::  -1-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listenPort::  87028702
    listenHostlistenHost:: 0.0.0.0 0.0.0.0

sdksdk::
    #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cudaVersioncudaVersion::  10.210.2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libPathlibPath:: ./ ./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ENVsENVs::
        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EasyEdge EasyEdge
######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553



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 中心节点短时间的离线，边缘节点会自动重连。如果中心节点已经恢复在线，边缘节点长时间未自动连

接上，可通过边缘节点iec的方法来重新连接（右上角 admin - 重启系统）

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 我们将会在近期发布对Android操作系统的支持

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整体介绍整体介绍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多节点版（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Console Center 以下简称IEC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资源管理、服务应用与管理一站

式本地化方案。

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

边缘硬件资源的管理与监控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commucommu::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2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dbiec.db

    hubDbFilehub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hub.dbiec.hub.db

    eventDbFile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event.dbevent.db

    fileServerDbFile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fileserver.hub.db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flvPort::  87158715

    rtmpPortrtmpPort::  87168716

###### 视频流相关配置###### 视频流相关配置

edgestreamedgestream::

    logLevellogLevel::  -1-1
    listenHostlistenHost:: 127.0.0.1 127.0.0.1

    listenPortlistenPort::  87108710

    #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renderExtendFramesrenderExtendFrames::  1010

    #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

    inferenceQueueSizeinferenceQueueSize::  6060
    videoEncodeBitRatevideoEncodeBitRate::  400000400000

    #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resolutionresolution::  00

    #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mediaServerHostmediaServerHost:: 127.0.0.1 127.0.0.1
    mediaServerFlvPortmediaServerFlvPort::  87138713

    mediaServerRtmpPortmediaServerRtmpPort::  87148714

    mediaServerRtspPortmediaServerRtspPort::  00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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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流解析，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视频流推理事件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连接说明连接说明 以下为 , , 的连接示意：

其中：

控制中心需要有固定IP，而边缘节点可以处于多级子网之下，只需IEC能够主动访问到控制中心节点即可

模型服务均运行于各边缘节点之上

摄像头均与边缘节点相连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边缘节点新增Android支持；新增onvif/gb28181支持；优化端云通信通道安全

2.0.0 2022-03-25 多节点版上线！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单节点版 IEC 第一版！

安装安装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中心节点（控制中心）中心节点（控制中心） 边缘节点/子节点边缘节点/子节点 摄像头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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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以Linux为例，解压缩后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Linux 系统Linux 系统

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管理员运行  即可。

出现sucess字样，表示安装成功。

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配置服务自启动：可根据不同操作系统参考这里进行对应配置

可通过  来卸载，以及 来升级为当前安装包的版本

./EasyEdge-IECC-v{版本号}/./EasyEdge-IECC-v{版本号}/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setup.sh  |-- easyedge-iecc-setup.sh

  |-- etc/  |-- etc/

  |-- etc/easyedge-iec.yml  |-- etc/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 readme.txt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C status: OK![setup]: IECC status: OK!

[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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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您的操作系统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

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系统Windows 系统 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注：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验证安装：验证安装：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

./log/easyedge-iecc.log./log/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

http://{设备ip}:8602/easyedgehttp://{设备ip}:86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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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服务：更新服务： 关闭服务，下载最新的安装包，重新执行安装流程即可。

注：1. 中心节点更新到新版之后，已连接的边缘节点会自动跟随中心节点，自我升级到同样的版本。

2. 报错: Text file busy. 一般是因为服务没有停止。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

在IECC导航栏中点击边缘节点，点击页面中的添加边缘节点按钮

注册边缘节点，填写基本信息

激活边缘节点，根据边缘节点上是否安装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IEC）分两种激活方式

边缘节点未安装IEC：复制提供的命令，在边缘节点的终端中输入执行（命令会自动在当前目录，下载单节点版IEC并注册到控制中

心）。终端命令执行完成后，在下方校验激活结果，如结果通过即可完成边缘节点的激活

边缘节点已安装IEC：记录页面中提供的IP地址和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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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节点的IEC边缘节点的IEC-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多节点模式开关，将刚才记录的IP地址和Token填入其中，建立连接

成功激活后可在边缘节点页面中看到一行状态为在线在线的记录

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

在模型服务管理-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中点击添加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

上传来自于EasyDL/BML的SDK，目前仅支持Windows/Linux的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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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功后可在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查看添加的模型服务SDK

在模型服务SDK上传成功以及边缘节点也添加激活过后，即可将模型服务下发至边缘。点击导航栏-下发模型服务，选择已添加的模型服务，

选择下发的目标节点（支持多节点批量下发）进行模型服务下发

确定下发配置后，填入模型服务在边缘节点联网激活运行的序列号（支持批量导入）即可完成模型服务下发，序列号可在智能云控制台获取。

离线激活的过程可参考IECC中的具体指引

完成上述流程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列表中查看记录，并进行下一步应用功能体验

注：完成此步骤后即可在边缘节点进行二次集成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具体的集成方式可在文档-某图像任务类型-模型发布中查找对应的

SDK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开发

下发时可以通过高级配置设置服务运行的host和port。若不设置，默认host为0.0.0.0，port为系统随机分配的可用端口

Step 3 配置摄像头Step 3 配置摄像头

Step 3 - 5 描述的是如何使用IECC可视化进行视频流式推理与应用，对此有需求的用户建议详细查看后续步骤内容。如仅需对下发的模型服

务进行二次集成的用户无需进行后续操作，参考SDK对应的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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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确定边缘节点已经接入物理摄像头，可通过USB插口接入，也可通过RTSP/RTMP流式协议接入。在摄像头设备页面点击添加摄像头

按钮，填写对应的信息添加摄像头。支持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以及摄像头的抽帧频率

添加完成后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查看记录

点击预览可查看摄像头预览画面

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

模型服务可接入摄像头直接进行预测，并可同时设置告警规则，出发告警条件的结果将会以事件的形式保存至IECC中。

点击模型服务管理页面中对应服务的接入摄像头操作

将已添加至IECC的摄像头与模型服务关联，并在下方设置对应的事件告警条件。告警规则通过标签阈值的方式来建立，例如设置“猕猴桃”标签

阈值80%-100%，则大于80%置信度的“猕猴桃”识别结果将会保存至事件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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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实时预览中查看实时的模型服务预测结果

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

可在事件中心-事件记录中查看满足时间告警条件的图片记录

高级配置说明高级配置说明 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高级高级，可以修改控制中心的高级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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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 IECc系统配置###### IECc系统配置
version: 3version: 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role: hub  role: hub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 default  appDataFolder: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 no  debug: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 yes  loginEnabled: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 3600  sessionMaxAge: 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 no  toStd: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 yes  toFile: yes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 -1  level: -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 8602  listenPort: 8602
  listenHost: 0.0.0.0  listenHost: 0.0.0.0

commu:commu:
  mqServer:  mqServer:
    host: 0.0.0.0    host: 0.0.0.0
    port: 8632    port: 8632
    HTTPPort: 8620    HTTPPort: 8620
    maxPayload: 8388608    maxPayload: 8388608
    pingIntervalSecond: 30    pingIntervalSecond: 30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 8613  flvPort: 8613
  rtmpPort: 8614  rtmpPort: 8614

######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fileserver:fileserver: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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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模型加速整体说明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当您发布时纯离线服务时，平台已结合最新的量化、剪枝、蒸馏技术，推出丰富的模型压缩加速方案，以提高您的SDK部署效率。

覆盖范围：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均支持该功能。

具体原理：针对目标芯片，对模型做深度优化压缩加速，加速后模型在推理速度、内存占用、体积大小等指标上表现更优。发布加速模型可能需

要一段时间，同时会有微小的精度损失。发布完成后可通过性能报告对比具体加速效果。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选择加速方式选择加速方式 结合选择的系统与芯片不同，分别为您提供不同的压缩方式。

提示：基础SDK默认作为勾选项存在，可后续与您的加速SDK进行效果与性能比对，方便您进一步挑选

查看发布状态查看发布状态 点击完成发布后，将自动跳转至列表页，可分别查看不同加速方案下的模型发布进度及发布时间。

常见问题

数据相关问题

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

每种要识别的物体在所有图片中出现的数量需要大于50。如果某些要区分的物体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图片。

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

每个账号下所有数据集的图片总数不能超过10万张。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是是图像分类模型上传处理失败，请先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是否存在中文命名、或者增加了空格；然后检查下数据图片量是否

超过上限（10万张）；再检查图片中是否有损坏。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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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

服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新训练好的模型版本——点击申请发布

在出来的弹窗中点击确定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物体检测模型如何正确标注？物体检测模型如何正确标注？

所有图片中出现的目标物体都需要被框出（框可以重叠）

框应包含整个物体，且尽可能不要包含多余的背景

如果图片中存在很多相同标签的目标物体，可以使用右侧的锁定按钮。锁定标签后，只需要在左侧框选目标物体即可，不用再重复选择标签

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

错误示例中，左侧是正确的结果，右侧是模型的识别结果

观察模型识别有误的图片有哪些共同点，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训练数据。比如：当图片比较亮的时候模型都能识别正确，但比较暗的时候模型就

识别错了。这时就需要补充比较暗的图片作为训练数据

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

先申请发布模型，并备注说明希望通过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应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使用的是云服务，可以开通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智能标注相关问题

智能标注功能目前已对物体检测模型开放，了解功能详情

“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

当系统推荐“立即训练”，且系统预标注的框确实已非常精准时，可以不用标注剩余数据，直接开始模型训练。此时，仅用当前已标注图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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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的模型相比，效果几乎等同

如果系统预标注的框还有些不精准，可以启动一键标注，人工确认系统标注的标注框后，再开始训练

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

选择“立即训练”之后，系统默认为您结束此次智能标注

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

如果您创建了新的标签、或新上传的图片场景和之前的图片场景差异较大，建议不要使用一键标注，而是从头开始智能标注（即再次筛选关键

图片）

如果不是以上情况，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

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

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如果您没有进行以上操作，系统标注结果依然不理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如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

若再次遇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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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十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有，1、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

拒绝。2、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图像分割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图像。

EasyDL图像支持定制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三类模型。三类模型的功能区别如下：

图像分类：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适用于图片内容单一、需要给整张图片分类的场景

物体检测：检测图中每个物体的位置、名称。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要识别、或要识别主体位置及数量的场景

图像分割：对比物体检测，支持用多边形标注训练数据，模型可像素级识别目标。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需识别其位置或轮廓的场景

以下是关于图像分割模型的技术文档。

应用场景

专业检测：应用于专业场景的图像分析，比如在卫星图像中识别建筑、道路、森林，或在医学图像中定位病灶、测量面积等

智能交通：识别道路信息，包括车道标记、交通标志等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几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如果文档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之前需要在数据中心【创建数据集】。

如果训练数据需要多人分工标注，可以创建多个数据集。将训练数据分批上传到这些数据集后，再将数据集"共享"给自己的小伙伴，同步进行标

注。

设计标签设计标签

在上传之前确定想要识别哪几种物体，并上传含有这些物体的图片。每个标签对应想要在图片中识别出的一种物体

注意：标签的上限为1000种注意：标签的上限为1000种

准备图片准备图片

基于设计好的标签准备图片：

每种要识别的物体在所有图片中出现的数量需要大于50

如果某些标签的图片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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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型的图片总量限制4张~10万张4张~10万张

图片格式要求：图片格式要求：

1、目前支持图片类型为png、jpg、bmp、jpeg，图片大小限制在14M以内

2、图片长宽比在3:1以内，其中最长边小于4096px，最短边大于30px

图片内容要求：图片内容要求：

1、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

2、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上传数据集并在线标注

在完成了设计标签与准备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导入数据：

导入未标注的数据，在线进行数据标注

直接导入标注好的数据

导入未标注数据导入未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支持上传图片、压缩包，或通过API导入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图像类模型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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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标注方式标注方式

在【数据标注/上传】页面上传并在线标注图片：

Step 1Step 1选择数据集

Step 2Step 2上传已准备好的图片

Step 3Step 3在标注区域内进行标注

首先在标注框上方找到工具栏，点击标注按钮在图片中拖动画框，圈出要识别的目标

然后在右侧的标签栏中，增加新标签，或选择已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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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识别轮廓标注自动识别轮廓标注 推荐使用自动识别轮廓工具进行标注，鼠标左键点击目标即可自动出现标注区，鼠标右键点击误识别的区域可取消误识别区域

的标注，反复操作即可精炼出十分准确的标注结果 

图片标注Tips图片标注Tips

所有图片中出现的目标物体都需要被框出（框可以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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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应包含整个物体，且尽可能不要包含多余的背景

如果图片中存在很多相同标签的目标物体，可以使用右侧的锁定按钮。锁定标签后，只需要在左侧框选目标物体即可，不用再重复选择标签

数据集智能标注

使用智能标注功能可降低数据的标注成本。启动后，系统会从数据集所有图片中筛选出最关键的图片并提示需要优先标注。通常情况下，只需标

注数据集30%左右的数据即可训练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相比，模型效果几乎等同

整体流程以物体检测的智能标注流程为例:

创建智能标注任务创建智能标注任务

启动物体检测数据集的智能标注前，请先检查以下是否已满足以下条件：

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都已创建

每个标签的标注框数不少于10个

所有需要标注的图片都已加入数据集，且所有不相关的图片都已删除

若已满足，即可从导航栏进入「数据服务」-「智能标注」，创建智能标注任务，系统会基于您选择数据类型及数据量级，自动预估任务运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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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筛选难例系统筛选难例

系统会分批筛选出最关键需标注的图片，即难例图片。

Tips：难例筛选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您可以正常进行其他未标注图片的标注

用户确认难例用户确认难例

智能标注任务启动后，系统为您自动筛选难例，您可以通过总览页查看进度按钮查看当前难例筛选进度，同时，进度图中也会全局展示您处于难

例筛选的具体哪一环节，以便您的操作后续。 筛选难例完成后，绿色进度条会进展到确认难例阶段，您可以点击【确认难例】完成对预标注结果

的人工确认。

我们为您的人工确认提供两种模式：

单张确认，在该模式下支持您对预标注结果进行修正后点击保存

一键保存所有标注，为提升您的确认效率，默认您对难例的预标注结果全部满意，即可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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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难例的预训练模型，也会对您无标注信息下的图片进行预标注结果的展示，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完成标注确认，确认后该张图片将升级

为已标状态，该环节并非是您进入智能标注下一阶段的必备要求。 

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评估难例效果，完成任务

当您对难例完成确认后，您可以根据本轮次预标注的结果是否满意，判断您是否还需要进入下一轮难例筛选阶段，如果满意本轮难例的预标注效

果，系统将自动为您系统其他的未标图片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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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任务中止任务

当您在任务运行中想要中止任务时，可实时点击标注页面右上方【中止任务】按钮，任务将被提前结束。 

其他操作提示其他操作提示

在智能标注任务中，有任务上限吗？

支持五条智能标注任务同时运行，超过该上限您需要中止其他任务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

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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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如多次失败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问题反馈问题反馈

您在使用EasyData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联系我们：

在社区咨询

在论坛发帖提交问题，也可以在论坛与其他用户一起交流。前往论坛

提交工单

如果使用EasyData遇到其他任何问题或任何bug，您可以点此提交工单

添加微信小助手留言

请在微信搜索“BaiduEasyDL”，并备注暗号 “EasyData”，添加小助手后留言。

数据集多人标注

如果训练数据需要多人分工标注，可以创建多个数据集。将训练数据分批上传到这些数据集后，再将数据集"共享"给自己的小伙伴，同步进行标

注。

共享方式如下：

1.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点击需要共享的数据集对应操作栏中的「共享」1.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点击需要共享的数据集对应操作栏中的「共享」

2. 在共享页面，勾选被共享数据集的授权使用范围，生成共享链接。如需被共享人标注数据，则需勾选「修改」2. 在共享页面，勾选被共享数据集的授权使用范围，生成共享链接。如需被共享人标注数据，则需勾选「修改」

3. 复制共享链接，并发送给小伙伴3. 复制共享链接，并发送给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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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共享人打开链接后，即可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看到被共享的数据集，并进行被授权的操作4. 被共享人打开链接后，即可在「数据集管理」页面看到被共享的数据集，并进行被授权的操作

5. 训练模型时，在「训练模型」页面添加训练数据时，可从多个数据集（如多个被共享的数据集）选择数据5. 训练模型时，在「训练模型」页面添加训练数据时，可从多个数据集（如多个被共享的数据集）选择数据

数据集管理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图片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图片的便捷上传和管理。EasyDL图像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

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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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na

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数据集列表API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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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分类（标签）列表API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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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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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

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

10000个汉字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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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部署-应用列表页面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

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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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

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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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检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该功能旨在对您数据集中的图像数据进行质量检测，通过提供客观指标，为您对数据集的下一步操作（标注、清洗等）进行参照引导。

整体质检报告将包括对原图、标注信息两个层面的指标进行统计，本期先上线原图维度的质检指标，标注层面的质检指标敬请期待。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功能入口Step 1 功能入口

您可从数据总览页操作列点击【质检报告】或查看页面点击【质检报告】进入该功能页面

Step 2 指标查看Step 2 指标查看 本期报告分为整体指标和分布指标两类。整体指标包括数据集存储大小、图片数量、破损图像数三类；分布指标包括色彩分布

空间、图像存储大小分布、高宽比分布、分辨率分布、色偏分布五类。

可以通过切换数据集版本查看不同版本下质检报告。

Step 3 对应处理Step 3 对应处理 可通过hover具体指标数值进行相关操作，以高宽比分布为例：

第一步，高宽比大于3.6的超长图hover显示有1张图片比，支持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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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后进入符合该指标的图片操作页，可针对筛选后图片进行删除、标注等操作 

模型训练

图像分割创建模型

在导航【创建模型】中，选择任务场景，填写模型名称、联系方式、功能描述等信息，即可创建模型。

其中任务场景分为实例分割实例分割和语义分割语义分割

语义分割：语义分割： 图像分割指将每个像素点归属为对象类的过程。其中，语义分割适用于分割目标主体单一的场景，简单举例来说语义分割能够识别出

图片中哪些像素是归属于“人”的标签，但无法区分“不同的人”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图像分割指将每个像素点归属为对象类的过程。其中，实例分割会先定位目标再进行分割，简答举例来说，相比语义分割，实例分割

能够识别出“人”的同时，还能区分“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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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注：1. 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图像分割训练操作说明

数据提交后，可以在导航中找到【训练模型】，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注：1.启动训练前请确保数据已经标注完成，否则无法启动训练

2. 下述训练功能点中，标注为星号（*）的功能为非必要选择项，可根据实际需求考虑是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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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模型①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② 添加训练数据② 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相同标签的训练图片会被合并）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训练，请耐心等待

③ 选择部署方式③ 选择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API」、「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增量训练*增量训练* 增量训练：在模型迭代训练时，用户在原训练数据上增加了训练数据，可通过加载原训练数据训练的模型参数进行模型训练。这样可

让模型收敛速度变快，训练时间变短，同时在数据集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模型效果也会更好。

注：仅可选择同一部署方式下的训练的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版本

④ 选择算法④ 选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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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仅支持选择默认算法

⑤ 训练模型⑤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张图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训练，请耐心等待。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图像分割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图像分割模型效果评估

可通过模型评估报告或模型校验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在线校验：可以在左侧导航中找到【校验模型】，在线校验模型效果。校验功能示意图：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mAP、精确率、召回率。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

分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

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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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mAP：mAP：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出

其精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精确率：精确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预测物体总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召回率：召回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真实物体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语义分割语义分割

mIoU：mIoU：mIoU(mean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是语义分割常用评价指标，mean是对于类别的平均，即每个类别IoU的平均值。某个类别的IoU计算

方式如下为，（当前类别预测正确像素点个数）/ (当前类别预测正确像素点个数 + 本属于当前类却被预测为其他类像素点个数 + 本属于其他类

却被预测为当前类的像素点个数）。由于mIoU是像素级别的交并比评估，数值上会略低于mAP，不会影响实际使用效果。

准确率：准确率：指类别预测正确的像素占总像素的比例，准确率越高模型质量越好。

Kappa系数：Kappa系数：用于一致性检验的指标，可以用于衡量分类的效果。取值为-1到1之间，通常大于0，Kappa系数越高模型质量越好。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不同阈值下的F1-score，以及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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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勾选「误识别」、「漏识别」来分别查看两种错误识别的情况：

误识别：红色遮盖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误识别：红色遮盖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

观察误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电动车的模型，把很多自行车误识别成了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和自行车外观上比较相似）。这

时，就需要在训练集中为自行车特别建立一个标签，并且在所有训练集图片中，将自行车标注出来。

可以把模型想象成一个在认识世界的孩童，当你告诉他电动车和自行车分别是什么样时，他就能认出来；当你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

自行车认成电动车。

漏识别：橙色遮盖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漏识别：橙色遮盖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

观察漏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会议室参会人数的模型，会漏识别图片中出现的白色人种。这大概率是因为训练集中缺少白色人

种的标注数据造成的。因此，需要在训练集中添加包含白色人种的图片，并将白色人种标注出来。

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在外貌的差别上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几乎所有的训练数据都标注的是黄色人种，所以模型很可能认不出白色人种。需要增加

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让模型学习到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都属于「参会人员」这个标签。

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

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图像分割模型如何提升效果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可能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我们设计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获得更好的模型效果。

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注意：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包括已付费的模型服务），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需要在训练完毕后发布新的版本，就可以获得更新后的模型

服务。服务。

想要提升模型效果，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标签标注50个目标以上每个标签标注50个目标以上，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2. 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是否均衡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是否均衡，建议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标签标注的很多，有的标签标注的

很少，会影响模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

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功能后，可查找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和模型

效果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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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1. 为已上线接口开通云服务调用数据服务

2. 通过选择调用时间、标签，并设置筛选条件，查看疑似错误识别的图片

注意：数据将从开通功能后开始存储，最多存储30天的数据。当天调用的数据暂不支持即时查看，可在第二天查看

3. 将接口识别错误的图片添加到指定数据集（建议新建数据集）并纠正结果。后续训练模型时，只需增加包含接口数据的数据集，即可提升模

型效果

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 可前往训练配置页面尝试不同的配置组合，因不同数据集在不同的算法上可能表现不一致，所以建议您多尝试不同的算法选

型后综合挑选精度最高的模型使用，你可以选择如下的配置项：

增量训练

在高级训练配置中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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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发布

图像分割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本地服务器，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方案，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及运行环境

公有云在线服务公有云在线服务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支持查找云端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不断优化模型效果

纯离线服务纯离线服务 训练完成的模型整体打包为纯离线服务，可下载在本地稳定调用。纯离线服务按部署硬件芯片不同分为本地服务器部署、通用小型设

备部署。为了提供更好的算法与硬件推理效果，EasyDL提供软硬一体方案部署。纯离线服务的整体支持与评测信息可详见算法与性能评测大表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支持服务器API和服务器SDK两种集成方式

模型服务性能表现更好，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例如工业质检、流水线产品分拣等

通用小型设备通用小型设备

训练完成的模型被打包成适配智能硬件的SDK，可进行设备端离线计算。满足推理阶段数据敏感性要求、更快的响应速度要求

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基础接口封装完善，满足灵活的应用侧二次开发

端云协同服务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公有云部署

如何发布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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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版本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提

交工单交工单反馈反馈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接口赋权接口赋权

在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为接口赋权，需要登录EasyDL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获得由一串数字组成的appid，然后就可以参考接

口文档正式使用了

同时支持在「公有云服务管理」-「权限管理」中为第三方用户配置权限

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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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调用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图像分割模型，实现定制图像识别。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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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上线，上线成功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input_type 当取值为 url 时，需在请求参数中传入图片的URL string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通用

算法训练的模型发布API支持jpg/png/bmp格式。肺炎CT影像识别专用算法训练发布的API在此基础上支持

dicom格式，限制4M以内。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值为推荐阈值，请在我的模型列表-模型效果查看推荐阈值

url 否 string -
如果在请求URL参数中增加“input_type=url”，则该参数必传，否则“image”参数必传。参数内容为URL

string，用户需确保该string是有效的图片URL，否则会下载失败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
EasyDL 物体检测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物体检测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图片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jpg/png/bmp格式****目标图片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jpg/png/bmp格式**
IMAGE_FILEPATH = "【您的测试图片地址，例如：./example.jpg】"IMAGE_FILEPATH = "【您的测试图片地址，例如：./example.jpg】"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594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

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locati

on
否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

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mask 否 string
基于游程编码的字符串，编码内容为和原图宽高相同的布尔数组：若数组值为0，代表原图此位置像素点不属于检测

目标，若为1，代表原图此位置像素点属于检测目标。下载解码SDK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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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

部。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

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本地服务器部署

如何在服务器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纯离线服务」或「端云协同服务」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纯离线服务」，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本地服务器：

选择部署方式「服务器」

选择集成方式

选择模型、版本、系统和芯片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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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部分信息（注：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点击发布

① 私有API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点击「发布」后，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② 服务器端SDK

将模型封装成适配本地服务器（支持Linux和Windows）的SDK，可集成在其他程序中运行。首次联网激活后即可纯离线运行，占用服务器资源更

少，使用方法更灵活

1、点击「发布」后，前往控制台申请服务器端SDK的试用序列号

2、点击「新增测试序列号」，根据模型类型选择「序列号类型」，填写「新增设备数」（所得序列号数量），点击确定即可

3、离线SDK的激活和使用，请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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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服务器SDK用户请在控制台点击「购买正式授权」，并按照对应步骤激活。

服务器API用户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咨询，通过线下签订合同购买使用。

更多参考更多参考

EasyDL官网入口

EasyDL开发文档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服务器端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图像分割服务器端SDK支持Linux、Windows两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CPU: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

上

NVIDIA G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

CUDA 9.x + cuDNN 7.x

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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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页面查看评测信息表。

激活&使用步骤激活&使用步骤

离线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三步：

① 下载SDK后，在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②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③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G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NVIDIA GPU （普通版，加速版）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64位Windows Server 2012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非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4.x 或者 CUDA 11.7.x + cuDNN 8.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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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orch）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0.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9.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 TensorRT 7.0.x.x 或者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x.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4.x + TensorRT 8.4.3.1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GPU底层引擎升

级，下线基础版CUDA10.0及以下版本支持 | | 2022-09-15 | 1.7.0 | 优化模型算法；GPU CUDA9.0 CUDA10.0 标记为待废弃状态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

化升级；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修复已知问题| | 2021-08-19 | 1.3.2 |

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

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19|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8|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6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5| 更新加速版tensorrt版本，支持高精度检测

| | 2020.03.13 | 1.1.14| 支持声音分类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算法的CPU加速版，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600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SDK默认使用cuda9版本，如果需要cuda10请运行EasyEdge CUDA10.0.bat切换到cuda10版本，之后打开EasyEdge.exe，输

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
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
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 安装six· 安装six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 安装librosa· 安装librosa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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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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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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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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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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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

应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追踪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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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支持：

CPU 基础版: - intel x86_64 * - AMD x86_64 - 龙芯 loongarch64 - 飞腾 aarch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Intel®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NVIDIA GPU: x86_64 PC

寒武纪 Cambricon MLU270

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百度昆仑XPU K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 百度昆仑XPU R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华为Atlas 300

海光DCU: x86_64 PC

寒武纪 MLU370 on x86_64

操作系统支持：Linux

根据开发者的选择，实际下载的版本可能是以下版本之一：

EasyDL图像

x86 CPU 基础版

x86 C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加速版

x86 mlu270基础版

x86 SC5+基础版

Phytium MLU270基础版

Phytium XPU基础版

Phytium Atlas300I基础版

Hygon DCU基础版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

2.29
1.7.2 模型性能优化；推理库性能优化

2022.1

0.27
1.7.1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升级海光DCU SDK，需配套rocm4.3版本使用；Linux GPU基础版下线适用于CUDA10.0及以

下版本的SDK；Linux GPU加速版升级推理引擎版本

2022.0

9.15
1.7.0

Linux GPU加速版升级预测引擎；Linux GPU加速版适用于CUDA9.0、CUDA10.0的SDK为deprecated，未来移除；新增实例分

割高性能模型离线部署；性能优化

2022.0

7.28
1.6.0 Linux CPU普通版、Linux GPU普通/加速版、Jetson新增目标追踪模型接入实时流的demo

2022.0
1.5.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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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1.5.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2.0

5.18
1.5.0

GPU加速版max_batch_size参数含义变更；修复GPU加速版并发预测时部分图片结果预测错误及耗时增加问题；CPU普通版预

测引擎升级；新增版本号头文件；新增飞腾Atlas300I支持，并且在EasdDL新增多种加速版本；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

新增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新增Tensor In/Out接口和Demo

2022.0

4.25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2022.0

3.25
1.4.0 新增支持海光服务器搭配海光DCU加速卡;

2021.1

2.22
1.3.5 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新增支持飞腾MLU270服务器、飞腾XPU服务器

2021.1

0.20
1.3.4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新增支持飞腾CPU、龙芯CPU服务器、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BM1684、寒武纪MLU270；大幅

提升EasyDL GPU加速版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2021.0

8.19
1.3.2 CPU、GPU普通版及无损加速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

2021.0

6.29
1.3.1

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分类模型的batch预测，CPU加速版支持分类、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GPU加速版支持

CUDA11.1；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擎升级

2021.0

5.13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2021.0

3.09
1.2.1

GPU新增目标追踪支持,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EasyDL高性能检测模型和均衡检测模型CPU加速版新

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1.0

1.27
1.1.0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

2020.1

2.18
1.0.0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2020.1

1.26
0.5.8 EasyDL经典版分类模型CPU加速版里新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0.1

0.29
0.5.7 新增CPU加速版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超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和EasyDL经典版图像分割模型

2020.0

9.17
0.5.6 性能优化，支持更多模型

2020.0

8.11
0.5.5 提升预测速度；支持百度昆仑芯片

2020.0

5.15
0.5.3 优化性能，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2020.0

4.16
0.5.2 支持CPU加速版；CPU基础版引擎升级；GPU加速版支持多卡多线程

2020.0

3.12
0.5.0 x86引擎升级；更新本地http服务接口；GPU加速版提速，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2020.0

1.16
0.4.7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

2.26
0.4.6 支持海思NNIE

2019.1

1.02
0.4.5 移除curl依赖；支持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2019.1

0.25
0.4.4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2019.0

9.23
0.4.3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2019.0

8.30
0.4.2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高精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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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

7.25
0.4.1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7.25
0.4.0 支持Xeye, 细节完善

2019.0

6.11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5.16
0.3.2 新增NVIDIA GPU支持；新增armv7l支持

2019.0

4.25
0.3.1 优化硬件支持

2019.0

3.29
0.3.0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2019.0

2.20
0.2.1 paddle引擎支持；效果提升

2018.1

1.30
0.1.0 第一版！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

正确适配新发布出来部署包中的RES模型。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86_64, Ubuntu 18.04, gcc 7.4

Tesla P4, Ubuntu 16.04, cuda 9.0, cudnn 7.5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TCL r1.0

aarch64, Kylin V10, gcc 7.3

loongarch64, Kylin V10, gcc 8.3

Bitmain SC5+ BM1684, Ubuntu 18.04, gcc 5.4

x86_64 MLU270，Ubuntu 18.04, gcc 7.5

phytium MLU270，Kylin V10，gcc 7.3.0

phytium XPU，Kylin V10，gcc 7.3.0

hygon DCU, CentOS 7.8 gcc 7.3.0

XPU K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K200 aarch64, Ubuntu 18.04

XPU R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R200 aarch64, Ubuntu 18.04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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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U370, x86_64, Centos7.6.1810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11 (可选)

cuda9.0_cudnn7 (使用NVIDIA-GPU时必须)

XTCL 1.0.0.187 (使用昆仑服务器时必须)

Rocm4.3, Miopen 2.14(使用海光DCU服务器时必须)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以下步骤均可选，请开发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选择安装。

(可选) 安装cuda&cudnn(可选) 安装cuda&cudnn

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

对于GPU基础版，若开发者需求不同的依赖版本，请在PaddlePaddle官网 下载对应版本的 或参考其文档进行编译，覆盖lib文件

夹下的相关库文件。

(可选) 安装TensorRT(可选) 安装TensorRT

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

下载包中提供了对应 cuda9.0、cuda10.0、cuda10.2、cuda11.0+四个版本的 SDK，cuda9.0 和 cuda10.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0.0.11，cuda10.2 及以上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8.4，请在这里下载对应 cuda 版本的 TensorRT，并把其中

的lib文件拷贝到系统lib目录，或其他目录并设置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XTCL(可选) 安装XTCL 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 请安装与1.0.0.187版本兼容的XTCL。必要时，请将运行库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Rocm、Miopen(可选) 安装Rocm、Miopen

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

海光DCU SDK依赖Rocm 4.3和Miopen 2.14版本，推荐使用easyedge镜像

(registry.baidubce.com/easyedge/hygon_dcu_infer:1.0.2.rocm4.3)，SDK镜像内运行，镜像拉取方式(

)，关于海光DCU使用更多细节

可参考paddle文档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参数配置结构体 的成员函

数 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3. 测试Demo3. 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Intel CPU上运行CPU加速版，如果thirdparty里包含openvino文件夹的，必须在

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如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ibpaddle_fluid.solibpaddle_fluid.so

wget https://aipe-easyedge-wget https://aipe-easyedge-

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source ${cpp_kit位置路

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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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demo运行效果：

对于支持批量预测的模型和SDK，可在使用前修改demo_image_inference或demo_batch_inference里的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详情请参考下方使用说明-其他配置部分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ON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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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追踪的模型，请选择一段视频，并耐心等待结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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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片不限制大小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配置列表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相关配置均可以通过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对应的key名称加上前缀 即为环境变量的key。如序列号配置的环境变量key

为 ，如指定CPU线程数的环境变量key为 。 注意：通过代

码设置的配置会覆盖通过环境变量设置的值。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DGE_EDGE_

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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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intint trackid trackid;;    // 轨迹id// 轨迹id
        intint frame frame;;    //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 跟踪状态// 跟踪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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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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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可以参考 文件。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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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或视频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

图片测试：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视频测试

Python请求示例 (注意：区别于图片预测，需指定 ；否则会调用图片推理接口）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Content-Type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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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4''./1.mp4',,  'rb''rb'))  asas f f::
    video_data     video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headers     headers=={{'Content-Type''Content-Type'::  'video''video'}},,

     data     data==video_datavideo_data))..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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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CONTROLLER_KEY_LOG_BRAND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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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2. CPU线程数设置2. CPU线程数设置

CPU线程数可通过 配置

3. 批量预测设置3. 批量预测设置

GPU 加速版GPU 加速版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GPU 加速版 SDK 除了支持上面介绍的通用接口外，还支持图片的批量预测，预测接口如下：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

口的介绍。

运行参数选项运行参数选项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GPU加速版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44));;

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
    ...    ...
}}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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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这在多进程加载同

一个模型的时候是有用的。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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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和 multi predictor。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GPU 加速版 SDK 的多线程分为单卡多线程和多卡多线程两种。 单卡多线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单卡所支持的最大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 多卡多线程：多卡的

支持是通过创建多个 predictor，每个 predictor 对应一张 GPU 卡，predictor 的创建和 init 的调用放在主线程，通过多线程的方式调用 infer 接

口。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

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部分显卡存在此问

题，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

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持。

昆仑服务器昆仑服务器 昆仑服务器SDK支持将EasyDL的模型部署到昆仑服务器上。SDK提供的接口风格一致，简单易用，轻松实现快速部署。Demo的测试

可参考上文中的测试Demo部分。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昆仑服务器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设置需要使用的加速卡的卡号。

：设置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图片数量。

使用方法：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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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调优模型调优 通过设置如下环境变量，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对模型调优，从而让预测的速度更快。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根据显存大小和模型配置。调整合适的初始 fraction_of_gpu_memory。 参数的含义参考这里。

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intint batch_size  batch_size ==  11;;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batch_size batch_size));;

exportexport  XPU_CONV_AUTOTUNEXPU_CONV_AUTOTUNE==55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623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documentation/docs/zh/advanced_guide/flags/memory_cn.html#flags-fraction-of-gpu-memory-to-use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同上面8的问题类似，没有正确设置动态

库的查找路径，可通过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thirdparty/opencv/lib文件夹解决

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 请确保安装OpenCV时，添加了 选

项（或者GStream选项），并且检查OpenCV的安装日志中，关于 段落的说明是否为 。

如果为NO，请搜索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为依赖没有安装，以apt为例：

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

的 移除，并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

将 移除并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和 BML。

EasyDL 通用版：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加速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加速版)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DWITH_FFMPEG=ON-DWITH_FFMPEG=ON

Video I/OVideo I/O YESYES

--   Video I/O:--   Video I/O:
--     DC1394:                      YES (ver 2.2.4)--     DC1394:                      YES (ver 2.2.4)
--     FFMPEG:                      YES--     FFMPEG:                      YES
--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       avutil:                    YES (ver 54.31.100)--       avutil:                    YES (ver 54.31.100)
--       swscale:                   YES (ver 3.1.101)--       swscale:                   YES (ver 3.1.101)
--       avresample:                NO--       avresample:                NO
--     libv4l/libv4l2:              NO--     libv4l/libv4l2:              NO
--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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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27 1.3.5 新增华为Atlas300、飞腾Atlas300 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分割

2022.09.15 1.3.3 EasyDL CPU普通版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2022.05.27 1.3.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1.12.22 1.2.7 声音分类模型升级

2021.10.20 1.2.6 CPU基础版、CPU加速版、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2021.08.19 1.2.5 CPU基础版、CPU无损加速版、GPU基础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

2021.06.29 1.2.4 CPU、GPU新增EasyDL目标跟踪支持；新增http server服务启动demo

2021.03.09 1.2.2 EasyDL CPU加速版新增支持分类、高性能检测和均衡检测的量化压缩模型

2021.01.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3.12 1.1.14 新增声音识别python sdk

2020.02.12 1.1.13 新增口罩模型支持

2020.01.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2019.12.04 1.1.10 支持图像分割

2019.10.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8.29 1.1.8 CPU 加速版支持

2019.07.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5.16 1.1.3 NVIDIA GPU 支持

2019.03.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的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

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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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

式的数据需要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基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使用表格预测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安装

 另外ml算法

安装（目前只支持python3.7） pip install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不同cuda版本的环境，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安装安装

OpenVINOOpenVINO 使用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1）请参考 1）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cuda、cudnn安装 cuda、cudnn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依赖的版本为 cuda9.0、cudnn7。版本号必须正确。

安装 pytorch（torch >= 1.7.0)安装 pytorch（torch >= 1.7.0)

目标跟踪模型的预测必须安装pytorch版本1.7.0及以上（包含： 、 ）。

目标跟踪模型 还需安装依赖cuda、cudnn。

关于不同版本的pytorch和CUDA版本的对应关系：pytorch官网 目标跟踪模型还有一些列举在requirements.txt里的依赖（包括torch >=

1.7.0），均可使用pip下载安装。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

ffmpegffmpeg

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

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  

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

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

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0.1的#CUDA10.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CUDA10.2的PaddlePaddle#CUDA10.2的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0的#CUDA11.0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1的#CUDA11.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2的#CUDA11.2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x86_64 CPU 加速版x86_64 CPU 加速版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Nvidia GPU 加速版Nvidia G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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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GPU 加速版4. GPU 加速版 使用 GPU 加速版，在安装完 whl 之后，必须：

1. 从这里下载 TensorRT7.0.0.11 for cuda9.0，并把解压后的 lib 放到 C++ SDK 的 lib 目录或系统 lib 目录

2. 运行时，必须在系统库路径中包含 C++ SDK 下的 目录。如设置

如果是使用 C++ SDK 自带的编译安装的 OpenCV，LD_LIBRARY_PATH 还需要包括 C++ SDK的 build 目录下的  目录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 ，运行时可能报错：

5. 测试 Demo5. 测试 Demo

5.1 图片预测5.1 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lib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cdcd  ${SDK_ROOT}${SDK_ROOT}

**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
tartar -xzvf python/*.tar.gz -xzvf python/*.tar.gz
pip pip installinstall -U  -U {{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

**2. 设置 LD_LIBRARY_PATH****2. 设置 LD_LIBRARY_PATH**
tartar -xzvf cpp/*.tar.gz  -xzvf cpp/*.tar.gz 
exportexport  EDGE_ROOTEDGE_ROOT==$($(readlink -f readlink -f $($(ls -h ls -h ||  grepgrep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baidu_easyedge_linux_cpp"))))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GE_ROOT$EDGE_ROOT/lib/lib

**3. 运行 demo****3. 运行 demo**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thirdparty/libthirdparty/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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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视频文件路径 / 摄像头id / 网络视频流地址，运行：

6. 测试Demo HTTP 服务6.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RESRES

**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
**1 本地视频文件****1 本地视频文件**
**2 摄像头的index****2 摄像头的index**
**3 网络视频流****3 网络视频流**
**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video_typevideo_type}}  {{video_srcvideo_src}}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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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license license==serial_keyserial_key))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py里::****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xxxx,, device device==xxxx,, engine engine==xxxx,, device_id device_id==xxxx))****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infer_cfg_file          infer_cfg_file=='infer_cfg.json''infer_cfg.json',,

          device_id          device_id==00,,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str           config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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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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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

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 dict1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像素坐标(tlwh)

id dict2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id

score dict3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识别置信度

label dict4 class_idx(int)与label(string)的对应关系

class_num int 追踪类别数

预测声音预测声音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式的数据需要

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集成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defdef  infer_frameinfer_frame((selfself,, frame 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param frame:   :param frame:

   :param threshold:   :param threshold:

   :return:   :return:

   """   """

dictdict

resampy pydubresampy pydub

ffmpeg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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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的类别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A: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A: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A: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defdef  infer_soundinfer_sound((selfself,,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

       Args:       Args: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confidence           threshold: confidenc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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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到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华为Atlas300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纯离线API集成说明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图像分割模型发布为本地服务器API（通过API部署包实现）后如何使用。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图像分割模型的服务器API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图像分割模型可部署在CPU或GPU服务器上，单实例具体性能指标参见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部署包，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ImageSegmentation IP：服务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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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值为推荐阈值，请在我的模型列表-模型效果查看推荐阈值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

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locati

on
否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

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mask 否 array
基于游程编码的字符串，编码内容为和原图宽高相同的布尔数组：若数组值为0，代表原图此位置像素点不属于检测

目标，若为1，代表原图此位置像素点属于检测目标。查看解码示例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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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

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5 图片解码失败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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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本地服务器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MD64(x86-64)Linux-AMD64(x86-64)，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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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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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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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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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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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如何在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训练完毕后，可以选择将模型通过「SDK-纯离线服务」或「API-端云协同服务」部署，具体介绍如下：

纯离线服务部署纯离线服务部署

纯离线服务目前仅支持通过SDK集成，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设备端SDK：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EasyEdge本地部署」-「通用小型设备」

选择版本

选择集成方式

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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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实际使用设备选择系统与芯片

点击发布

也可以直接在「EasyEdge本地部署」-「纯离线服务」页面点击发布新服务，按上图所述进行申请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部署端云协同服务部署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具体使用说明请参考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纯离线SDK说明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目前已支持Windows、Android、iOS、Linux四种操作系统，更多硬件支持敬请期待。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642

https://ai.baidu.com/easyedge/
https://cloud.baidu.com/product/bie.html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rkjmqpe0w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0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上

Intel C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Android 通用ARM: Android 19以上
绝大部分的手机和平板 、比较耗时。支持armeabi-v7a arm-v8a CPU 架

构

iOS iOS 8.0 以上 ARMv7 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暂不支持模拟器）

Linux aarch64 armv7l

单次预测耗时参考单次预测耗时参考

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在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页面查看评测信息表。

激活&使用SDK激活&使用SDK

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四步：

① 在【我的模型】-【服务详情】内下载SDK

② 在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按单台设备获得授权并使用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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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④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按设备激活时，激活失败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怎样申请序列号使用延期

序列号激活后有效期为三个月，可以在控制台进行申请，申请流程：

1）填写申请信息

2）等待审核：审核周期通常需要1-3个工作日左右，期间会有工作人员电话回访，请填写有效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手机畅通

Android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1.1 Android SDK 硬件要求 Android 版本：支持 Android 5.0（API 21） 及以上

硬件：支持 arm64-v8a 和 armeabi-v7a，暂不支持模拟器

通常您下载的SDK只支持固定的某一类芯片。

通用ARM通用ARM： 支持大部分ARM 架构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通常选择这个引擎进行推理。

通用ARM GPU：支持骁龙、麒麟、联发科等带GPU的手机、平板及开发板。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高通骁龙引擎SNPE高通骁龙引擎SNPE： 高通骁龙高端SOC，利用自带的DSP加速。其中 660 之后的型号可能含有 Hexagon DSP模块，具体列表见snpe

高通骁龙引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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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NPU引擎DDK华为NPU引擎DDK：华为麒麟980的arm-v8a的soc。 具体手机机型为mate10，mate10pro，P20，mate20，荣耀v20等。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华为NPU的后续版本，华为麒麟810，820，990的arm-v8a的soc。具体手机机型为华为

mate30，p40，nova6，荣耀v30等。

通用ARM通用ARM有额外的加速版，但是有一定的精度损失。 因GPU硬件限制，通用ARM GPU物体检测模型输入尺寸较大时会运行失败，可以在训练的时

候将输入尺寸设为300*300。 高端芯片AI加速模块， 一般情况下推理速度较快。 运行内存不能过小，一般大于demo的assets目录大小的3倍。

1.2 功能支持1.2 功能支持 | 引擎 |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文字识别 

只支持EasyEdge | 姿态估计 | | :-: | :-: | :-: | :-: | :-: | :-: | | 通用ARM | √ | √ | √ | √ | √ | | 通用ARM GPU | √ | √ |||| | 高通骁龙引擎SNPE | √ | √ |||| |

华为NPU引擎DDK | √ | √ |||| |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 | √ | √ ||||

1.3 Release Notes1.3 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9.15 0.10.6 SNPE引擎升级；迭代优化

2022.07.28 0.10.5 迭代优化

2022.06.30 0.10.4 支持Android11；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迭代优化

2022.05.18 0.10.3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10.2 ARM / ARM-GPU 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迭代优化

2021.12.22 0.10.1 DDK不再支持Kirin 970；迭代优化

2021.10.20 0.10.0
更新鉴权；更新达芬奇NPU、SNPE、通用ARM及ARM-GPU引擎；新增达芬奇NPU对检测模型的支持；支持更多姿态估计

模型

2021.07.29 0.9.17 迭代优化

2021.06.29 0.9.16 迭代优化

2021.05.13 0.9.15 更新鉴权，更新通用arm及通用arm gpu引擎

2021.04.02 0.9.14 修正bug

2021.03.09 0.9.13 更新android arm的预处理加速

2020.12.18 0.9.12 通用ARM引擎升级；新增ARM GPU引擎

2020.10.29 0.9.10 迭代优化

2020.9.01 0.9.9 迭代优化

2020.8.11 0.9.8 更新ddk 达芬奇引擎

2020.7.14 0.9.7 支持arm版ocr模型，模型加载优化

2020.6.23 0.9.6 支持arm版fasterrcnn模型

2020.5.14 0.9.5 新增华为新的达芬奇架构npu的部分图像分类模型

2020.4.17 0.9.4 新增arm通用引擎量化模型支持

2020.1.17 0.9.3 新增arm通用引擎图像分割模型支持

2019.12.26 0.9.2 新增华为kirin麒麟芯片的物体检测支持

2019.12.04 0.9.1 使用paddleLite作为arm预测引擎

2019.08.30 0.9.0 支持EasyDL专业版

2019.08.30 0.8.2 支持华为麒麟980的物体检测模型

2019.08.29 0.8.1 修复相机在开发版调用奔溃的问题

2019.06.20 0.8.0 高通手机引擎优化

2019.05.24 0.7.0 升级引擎

2019.05.14 0.6.0 优化demo程序

2019.04.12 0.5.0 新增华为麒麟980支持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sd卡模型读取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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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2.1 安装软件及硬件准备

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扫描模型下载SDK处的网页上的二维码，无需任何依赖，直接体验

如果需要源码方式测试：

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在一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

详细步骤如下：详细步骤如下：

1. 准备一台较新的手机，如果不是通用arm版本，请参见本文的“硬件要求”，确认是否符合SDK的要求

2. 安装较新版本的AndroidStudio ，下载地址

3. 新建一个HelloWorld项目， Android Studio会自动下载依赖， 在这台较新的手机上测试通过这个helloworld项目。注意不支持模拟器。

4. 解压下载的SDK。

5. 打开AndroidStudio， 点击 "Import Project..."。 即：File->New-> "Import Project...", 选择解压后的目录。

6. 此时点击运行按钮（同第3步），手机上会有新app安装完毕，运行效果和二维码扫描的一样。

7. 手机上UI界面显示后，如果点击UI界面上的“开始使用”按钮，可能会报序列号错误。请参见下文修改

2.2 使用序列号激活2.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如果使用的是EasyEdge的开源模型，无需序列号，可以跳过本段直接测试。

建议申请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的序列号用于测试。

本文假设已经获取到序列号，并且这个序列号已经绑定包名。

2.2.1 填写序列号2.2.1 填写序列号 打开Android Studio的项目，修改MainActivity类的开头SERIAL_NUM字段。 MainActivity 位于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ainActivity.java文件内。

2.2.2 修改包名2.2.2 修改包名

如果申请的包名为"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这个是demo的包名，可以不用修改

打开app/build.gradle文件，修改"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为申请的包名

修改序列号和包名后，可以运行测试，效果同扫描二维码的一致

2.2.3 测试精简版2.2.3 测试精简版

对于通用ARM、高通骁龙引擎SNPE、华为NPU引擎DDK和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的常见功能，项目内自带精简版，可以忽略开发板不兼容的摄像

头。 此外，由于实时摄像开启，会导致接口的耗时变大，此时也可以使用精简版测试。

目前以下硬件环境有精简版测试：

通用ARM：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姿态估计（Pose）

高通骁龙引擎SNPE：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NPU引擎DDK：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华为达芬奇NPU引擎Davinci：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

具体代码分别在infertest、snpetest、ddktest和davincitest目录下。 修改方法为（以通用ARM为例）：更改app/main/AndroidManifest.xml中的

启动Activity。

        //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请替换为您的序列号
        privateprivate  staticstatic  finalfinal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填您的序列号//这里填您的序列号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applicationId "com.baidu.ai.easyaimobile.demo" //  修改为比如“com.xxx.x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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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会自动选择图像分类（Classify），物体检测（Detection），文字识别（OCR），图像分割（Segmentation）或姿态估计（Pose）测试。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activity android:name=".infertest.MainActivity">  <!-- 原始的是".MainActivity"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vity></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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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Demo APP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精简版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3.1 代码目录结构3.1 代码目录结构

集成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的目录或者文件：

1. app/l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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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src/main/assets/xxxx-xxxxx 如app/src/main/assets/infer

3.2 调用流程3.2 调用流程 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代码可以参考TestInferDetectionTask

1. 准备配置类，如InferConfig，输入：通常为一个assets目录下的文件夹，如infer。

2. 初始化Manager，比如InferManager。输入：第1步的配置类和序列号

3. 推理图片，可以多次调用 3.1 准备图片，作为Bitmap输入 3.2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比如detect 3.3 解析结果，结果通常是一个List，调用结

果类的Get方法，通常能获取想要的结果

4. 直到长时间不再使用我们的SDK，调用Manger的destroy方法释放资源。

3.3 具体接口说明3.3 具体接口说明 下文的示例部分以通用ARM的检测模型功能为例 即接口为InferConfig，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detect。 其它引擎和模型

调用方法类似。

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下文假设已有序列号及对应的包名

3.3.1 . 准备配置类3.3.1 . 准备配置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app  简单的设置，模拟用户的项目

|---+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libs 实际使用时需要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arm64-v8a v8a的so    |----arm64-v8a v8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armeabi-v7a v7a的so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easyedge-sdk.jar jar库文件

|---+src/main|---+src/main

    |---+assets     |---+assets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demo demo项目的配置，实际集成不需要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infer 也可能是其它命名，infer表示通用arm。实际使用时可以复制到自己的项目里

 |---+java/com.baidu.ai.edge/demo |---+java/com.baidu.ai.edge/demo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infertest 通用Arm精简版测试，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 MainActivity 通用Arm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

面的序列号面的序列号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Classify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类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DetectionTask 通用Arm精简版检测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OcrTask 通用Arm精简版OCR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PoseTask 通用Arm精简版姿态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 TestInferSegmentTask 通用Arm精简版分割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snpetest SNPE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SNPE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ClassifyTask SNPE精简版分类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 TestSnpeDetectionTask SNPE精简版检测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ddktest DDK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 MainActivity DDK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
序列号序列号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ClassifyTask DDK精简版分类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 TestDDKDetectionTask DDK精简版检测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davincitest Davinci精简版测试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 MainActivity Davinci精简版启动Activity，会根据assets目录判断当前的模型类型，并运行同目录的一个Task。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

的序列号的序列号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ClassifyTask Davinci精简版分类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 TestDavinciDetectionTask Davinci精简版检测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CameraActivity 摄像头扫描示例，里面有SDK的集成逻辑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MainActivity 启动Activity，使用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序列号

|----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build.gradle 这里修改包名

+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camera_ui UI模块，集成时可以忽略  

InferConfigInferConfig

ArmGpuConfigArmGpuConfig

SnpeConfigSnpeConfig

SnpeGpuConfigSnpeGpuConfig

DDKConfigDDK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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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3.3.2. 3.3.2. 初始化Manager类初始化Manager类

INFER：通用ARM，

ARM GPU：通用ARM GPU， 

SNPE：高通骁龙DSP，

SNPE GPU：高通骁龙GPU，

DDK：华为NPU，

DDKDAVINCI：华为达芬奇NPU，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 同一个时刻只能有唯一唯一有效的InferManager。旧的InferManager必须调用destory后，才能新建一个new InferManager() 。

2. InferManager的任何方法，都不能在UI线程不能在UI线程中调用。

3. new InferManager() 及InferManager成员方法由于线程同步数据可见性问题，都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必须在一个线程中执行。如使用android自带的ThreadHandlerThreadHandler

类类。

3.3.3. 推理图片3.3.3. 推理图片

接口可以多次调用，但是必须在一个线程里，不能并发不能并发

confidence, 置信度[0-1]，小于confidence的结果不返回。 填confidence=0，返回所有结果

confidence可以不填，默认用模型推荐的。

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准备图片， 作为Bitmap输入，

输入为Bitmap，其中Bitmap的options为默认。如果强制指定的话，必须使用Bitmap.Config.ARGB_8888Bitmap.Config.ARGB_8888

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调用对应的推理方法及结果解析 见下文的各个模型方法

3.3.4 3.3.4 分类Classify分类Classify

DDKDaVinciConfigDDKDaVinciConfig

InferConfig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mInferConfig ==  newnew  InferConfigInferConfig((getAssetsgetAssets(()),,
                                                                "infer""infer"));;
//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assets 目录下的infer，infer表示通用arm

输入：assets下的配置输入：assets下的配置
输出：具体的配置类输出：具体的配置类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SnpeManagerSnpeManager

DDKManagerDDKManager

DavinciManagerDavinciManager

StringStrin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InferManager 为例:// InferManager 为例:
newnew  InferManagerInferManager((thisthis,, config config,, SERIAL_NUM SERIAL_NUM))));;  //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config为上一步的InferConfig

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输入： 1.配置类 ; 2.序列号
输出： Manager类输出： Manager类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ClassifyInterfaceClassifyInterface  {{
        List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classifyclassify((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Classify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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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检测Detect3.3.5 检测Detect

对于EasyDL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88到9696像素，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传入

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3.3.6 图像分割Segmentation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7 文字识别OCR3.3.7 文字识别OCR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暂时只支持EasyEdge的开源OCR模型。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输出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分类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0-1- confidence：置信度，0-1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DetectInterfaceDetectInterface  {{
          ListList<<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detectdetec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Detec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输出 Detection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DetectionResultModelDetec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bounds：Rect，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egmentInterfaceSegmentInterface  {{
        ListList<<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segmentsegment((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Segment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输出 SegmentationResultModel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SegmentationResultModelSegmentation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lableIndex：标签对应的序号
-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box: Rect对象表示的对象框
-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byte[]表示的原图大小的0，1掩码，绘制1的像素即可得到当前对象区域

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mask 字段说明， 如何绘制掩码也可参考demo工程
     1 0 1     1 0 1
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image 1 1 0      =>   mask(byte[])  101 110 011
     0 1 1     0 1 1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OcrInterfaceOcrInterface  {{
        ListList<<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ocrocr((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floatfloat confidence confidence))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Ocr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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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姿态估计Pose3.3.8 姿态估计Pose

暂时只支持通用ARM引擎，不支持其它引擎

3.3.9 释放3.3.9 释放

释放后这个对象不能再使用，如果需要使用可以重新new一个出来。

3.3.10 整体示例3.3.10 整体示例

以通用ARM的图像分类预测流程为例：

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3.3.11 高通骁龙引擎的额外配置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输出 OcrResultModel List，每个OcrResultModel对应结果里的一个四边形。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OcrResultModelOcrResultModel

-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label：识别出的文字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List<Point>：4个点构成四边形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PoseInterfacePoseInterface  {{
        ListList<<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posepose((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如InferManger 继承 PoseInterface

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输入 Bitmap 默认格式或者指定Bitmap.Config.ARGB_8888

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输出 PoseResultModel List

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异常：一般首次出现。可以打印出异常错误码。

PoseResultModelPoseResultModel

-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label：标签，定义在label_list.txt中

- confidence：置信度- confidence：置信度

-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air<Point, Point>：2个点构成一条线

  publicpublic  voidvoid  destorydestory(())  throwsthrows  BaseExceptionBaseException

try {try {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 step 1: 准备配置类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InferConfig config = new InferConfig(context.getAssets(), "inf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 step 2: 准备预测 Manager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InferManager manager = new InferManager(context, config, "");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 step 3: 准备待预测的图像，必须为 Bitmap.Config.ARGB_8888 格式，一般为默认格式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Bitmap image = getFromSomeWhere();

  

 // step 4: 预测图像 // step 4: 预测图像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List<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s = manager.classify(image, 0.3f);

  
 // step 5: 解析结果 // step 5: 解析结果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for (ClassificationResultModel resultModel : results) {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Log.i(TAG, "labelIndex=" + resultModel.getLabelIndex()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labelName=" + resultModel.getLabel()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confidence=" + resultModel.getConfidence());

 } }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 step 6: 释放资源。预测完毕请及时释放资源

 manager.destroy(); manager.destroy();

} catch (Exception e) {} catch (Exception e) {

 Log.e(TAG, e.getMessage()); Log.e(TAG, e.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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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1. 复制库文件libs

2. 添加Manifest权限

3. 复制模型文件

4. 添加调用代码(见上一步具体接口说明)

4.1 4.1 复制库文件libs复制库文件libs A. 如果项目里没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B.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但没有so文件

C. 如果项目里有自己的jar文件和so文件

        "autocheck_qcom""autocheck_qcom"::  truetrue,,  //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如果改成false， sdk跳过检查手机是否是高通的Soc，非高通的Soc会奔溃直接导致app闪退

        "snpe_runtimes_order""snpe_runtimes_order"::  [[]],,
//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不填写为自动，按照 {DSP, GPU, GPU_FLOAT16, CPU}次序尝试初始化，也可以手动指定如[2,1,3,0], 具体数字的定义见下段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SnpeRuntimeInterfaceSnpeRuntimeInterface  {{
        intint CPU  CPU ==  00;;
        intint GPU  GPU ==  11;;
        intint DSP  DSP ==  22;;
        intint GPU_FLOAT16  GPU_FLOAT16 ==  33;;
}}

//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SnpeManager 中，使用public static ArrayList<Integer> getAvailableRuntimes(Context context) 方法可以获取高通SOC支持的运行方式

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复制app/libs 至自己项目的app/libs目录。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sourceSets {   sourceSets {
        main {        main {
            jniLibs.srcDirs = ['libs']            jniLibs.srcDirs = ['libs']
        }        }
    }    }
}}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arm64-v8a和armeabi-v7a放到app/src/main/jniLibs目录下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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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文件库如果没有设置成功的，编译的时候可以发现报错。

so库如果没有编译进去的话，也可以通过解压apk文件确认。运行的时候会有类似jni方法找不到的报错。

4.2 Manifest配置4.2 Manifest配置

参考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文件，添加：

4.3 混淆规则（可选）4.3 混淆规则（可选） 请不要混淆SDK里的jar文件。

4.4 Android 11支持4.4 Android 11支持 除Manifest中必要配置外，请参考 获取所有文件访问权限，否则可能影响SDK正常使用。

SDK 默认使用 easyedge-sdk.jar，未启用 AndroidX，若您的项目使用 AndroidX，并在集成中提示 android.support 相关错误，请参考

app/build.gradle 使用 etc/easyedge-sdk-androidx.jar 以支持 AndroidX：

错误码错误码 | 错误码 | 错误描述 | 详细描述及解决方法 | | ------ | -------------------------------------------------------- | ------------------------------------------------------------ | |

1001 | assets 目录下用户指定的配置文件不存在 | SDK可以使用assets目录下config.json作为配置文件。如果传入的config.json不在assets目录

下，则有此报错 | | 1002 | 用户传入的配置文件作为json解析格式不准确，如缺少某些字段 | 正常情况下，demo中的config.json不要修改 | | 1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001 | XxxxMANAGER 只允许一个实例 | 如已有XxxxMANAGER对象，请调用destory方法 | | 2002 |

XxxxMANAGER 已经调用过destory方法 | 在一个已经调用destory方法的DETECT_MANAGER对象上，不允许再调用任何方法 | | 2003 | 传入的

assets下模型文件路径为null | XxxxConfig.getModelFileAssetPath() 返回为null。由setModelFileAssetPath(null）导致 | | 2011 | libedge-xxxx.so 加

载失败 | System.loadLibrary("edge-xxxx"); libedge-xxxx.so 没有在apk中。CPU架构仅支持armeabi-v7a arm-v8a | | 2012 | JNI内存错误 | heap的内

存不够 | | 2103 | license过期 | license失效或者系统时间有异常 | | 2601 | assets 目录下模型文件打开失败 | 请根据报错信息检查模型文件是否

存在 | | 2611 | 检测图片时，传递至引擎的图片二进制与长宽不符合 | 具体见报错信息 | | 27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8xx | 引擎

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29xx | Sdk内部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0 | so加载错误 | 请确认所有so文件存在于apk中 | | 3001 | 模型

加载错误 | 请确认模型放置于能被加载到的合法路径中，并确保config.json配置正确 | | 3002 | 模型卸载错误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 3003 | 调用

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easyedge.jar文件同自己的jar文件放一起
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arm64-v8a和armeabi-v7a取交集和自己的so放一起，交集的意思是比如自己的项目里有x86目录，必须删除x86。

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参照demo的app/build.gradle 中添加

android {android {
   ....   ....
    defaultConfig {    defaultConfig {
        ndk {        ndk {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abiFilters  'armeabi-v7a', 'arm64-v8a' // abiFilter取交集，即只能少不能多
        }        }
    }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 Android 11 支持 --><!-- Android 11 支持 -->
<uses-permission<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ANAGE_EXTERNAL_STORAGE"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tools:ignore="ScopedStorage" />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高版本 Android 支持 -->
<application<application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application></application>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keep class com.baidu.ai.edge.core.*.*{ *; }

BaseActivityBaseActivity

// app/build.gradle// app/build.gradle

dependencies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project(':camera_ui')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implementation files('libs/easyedge-sdk-androidx.jar') // 修改 jar 包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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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错误 | 在模型未加载正确或者so库未加载正确的情况下调用了分类接口 | | 50xx | 在线模式调用异常 | 请与百度人员联系 |

报错日志收集报错日志收集 通常 Logcat 可以看见日志及崩溃信息，若设备无法获取日志信息，可使用 Demo 中的 xCrash 工具：

iO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描述 EasyEdge/EasyDL iOS 离线预测SDK相关功能；

目前支持EasyEdge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人脸检测

姿态估计

百度OCR模型

目前支持EasyDL的功能包括：

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

图像分割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系统：

通用arm版本：iOS 9.0 以上

A仿生芯片版：11.0以上（EasyDL物体检测高性能A仿生芯片版需要iOS 13及以上）

硬件：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 （暂不支持模拟器）

内存：图像分割模型需要手机内存3GB以上，并尽量减少其他程序内存占用

离线SDK包说明离线SDK包说明

根据用户的选择，下载的离线SDK，可能包括以下类型：

EasyEdge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1. 引入 app/build.gradle 的 xCrash 依赖
android {android {

 ... ...

 dependencies {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implementation 'com.iqiyi.xcrash:xcrash-android-lib:2.4.5' // 可以保存崩溃信息，默认未引入

  ...  ...

 } }

}}

//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2. 启用日志收集。日志将保存在 /sdcard/<包名>/xCrash

//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dge/demo/MyApplication.java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context) {

 // 日志保存位置 // 日志保存位置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String bas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toString() + "/" + context.getPackageName();

 // 启用 // 启用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 = new XCrash.InitParameters();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AppVersion(BaseManager.VERSION);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params.setLogDir(basePath + "/xCrash");

    XCrash.init(this, params);    XCrash.init(this, 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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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EasyDL 通用版/全功能AI开发平台BML（原EasyDL专业版）

通用ARM版：支持iPhone5s, iOS 9.0 以上所有手机。

A仿生芯片版：支持iPhone5s, iOS 11.0 以上手机。充分利用苹果A系列仿生芯片优势，在iPhone 8以上机型中能有显著的速度提升。

自适应芯片版：同时整合了以上两种版本，自动在iOS 11以下中使用 ，在iOS 11以上系统中使用 ，自适应系

统，但SDK体积相对较大。

AI市场试用版SDK

SDK大小说明SDK大小说明

SDK库的二进制与_TEXT增量约3M。

资源文件大小根据模型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物体检测(高性能)的DemoApp在iPhone 6, iOS 11.4下占用空间实测小于40M。

虽然SDK库文件很大（体现为SDK包文件很大，ipa文件很大），但最终应用在用户设备中所占用的大小会缩小很多。 这与multi

architechtures、bitcode和AppStore的优化有关。

获取序列号获取序列号 生成SDK后，点击获取序列号进入控制台获取。EasyEdge控制台、EasyDL控制台、BML控制台。

试用版SDK在SDK的RES文件夹中的SN.txt中包含试用序列号。

更换序列号、更换设备时，首次使用需要联网激活。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通用ARM版通用ARM版 A仿生芯片版A仿生芯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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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06.29 0.7.5 支持EasyEdge语义分割模型；CoreML引擎升级，新增EasyEdge检测模型支持；迭代优化

2022.05.18 0.7.4 ARM引擎升级；支持EasyDL物体检测超高精度模型；支持更多加速版模型发布；迭代优化

2022.03.25 0.7.3 ARM引擎升级；支持更多检测模型

2021.12.22 0.7.2 支持EasyEdge更多姿态估计模型；迭代优化

2021.10.20 0.7.1 ARM引擎升级

2021.07.29 0.7.0 迭代优化

2021.04.06 0.6.1 ARM引擎升级

2021.03.09 0.6.0 支持EasyEdge人脸检测及姿态估计模型

2020.12.18 0.5.7 ARM引擎升级

2020.09.17 0.5.6 CoreML引擎升级，支持AI市场试用版SDK

2020.08.11 0.5.5 CoreML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支持EasyEdge OCR模型

2020.06.23 0.5.4 ARM引擎升级

2020.04.16 0.5.3 ARM引擎升级；支持压缩加速版模型

2020.03.13 0.5.2 ARM引擎升级；支持图像分割模型

2020.01.16 0.5.1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2.04 0.5.0 ARM引擎升级；增加coreml3的支持

2019.10.24 0.4.5 支持EasyDL专业版；ARM引擎升级

2019.08.30 0.4.4 支持EasyDL经典版图像分类高性能、高精度

2019.06.20 0.4.3 引擎优化

2019.04.12 0.4.1 支持EasyDL经典版物体检测高精度、高性能模型

2019.03.29 0.4.0 引擎优化，支持CoreML;

2019.02.28 0.3.0 引擎优化，性能与效果提升；

2018.11.30 0.2.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文件结构说明文件结构说明

测试Demo测试Demo

按如下步骤可直接运行 SDK 体验 Demo：

步骤一：用 Xcode 打开 

步骤二：配置开发者自己的签名

步骤三：连接手机运行，不支持模拟器

检测模型运行示例：

.EasyEdge-iOS-SDK.EasyEdge-iOS-SDK
├──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EasyDLDemo # Demo工程文件

├── LIB   # 依赖库├── LIB   # 依赖库

├── RES├── RES

│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easyedge # 模型资源文件夹

│   │   ├── model│   │   ├── model

│   │   ├── params│   │   ├── params

│   │   ├── label_list.txt│   │   ├── label_list.txt
│   │   ├── infer_cfg.json│   │   ├── infer_cfg.json

│   │   ├── conf.json│   │   ├── conf.json

└── DOC   # 文档└── DOC   # 文档

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EasyDLDemo/EasyDLDemo.xcode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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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使用说明SDK使用说明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步骤一：依赖库集成 步骤二： ，

依赖库集成依赖库集成

1. 复制 LIB 目录至项目合适的位置

2. 配置 Build Settings 中 Search paths: 以 SDK 中 LIB 目录路径为例

import <EasyDL/EasyDL.h>import <EasyDL/EasyDL.h> import <Vision/Vision.h>import <Vision/Visi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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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Search Paths：

Header Search Paths：

Library Search Paths：

集成过程如出现错误，请参考 Demo 工程对依赖库的引用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1. 生成模型，下载SDK1. 生成模型，下载SDK 开发者在官网下载的SDK已经自动为开发者配置了模型文件和相关配置，开发者直接运行即可。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将前面申请的序列号填入：

根据序列号类型，序列号与BundleID绑定或与BundleID+设备绑定。 请确保设备时间正确。

3. 初始化模型3. 初始化模型

请注意相关资源必须以 方式加入Xcode工程。也即默认的 文件夹在Xcode文件列表里显示为蓝色。

4. 调用检测接口4. 调用检测接口

返回的数组类型如下，具体可参考  中的定义： | 模型类型 | 类型 | | --- | ---- | | 图像-图像分类 | EasyDLClassfiData | | 图像-物

体检测/人脸检测 | EasyDLObjectDetectionData | | 图像-实例分割/语义分割 | EasyDLObjSegmentationData | | 图像-姿态估计 | EasyDLPoseData |

| 图像-文字识别 | EasyDLOcrData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的方法会返回NSError错，直接返回的NSError的错误码定义在EEasyDLErrorCode中。NSError附带message（有时候会附带

NSUnderlyingError），开发者可根据code和message进行错误判断和处理。

FAQFAQ

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1. 如何多线程并发预测？

SDK内部已经能充分利用多核的计算能力。不建议使用并发来预测。

如果开发者想并发使用，请务必注意 所有的方法都不是线程安全的。请初始化多个实例进行并发使用，如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PROJECT_DIR}/../LIB/include${PROJECT_DIR}/../LIB/include

${PROJECT_DIR}/../LIB/lib${PROJECT_DIR}/../LIB/lib

[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EasyDL setSerialNumber:@"!!!Enter Your Serial Number Here!!!"];

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EasyDLModel *_model = [[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 withError:&err];

folder referencefolder reference easyedgeeasyedge

UIImage *img = .....;UIImage *img = .....;
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NSArray *result = [model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0 andError:&err];

/**/**
 * 检测图像 * 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image 带检测图像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param score 只返回得分高于score的结果(0 ~ 1)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return 成功返回识别结果，NSArray的元素为对应模型的结果类型；失败返回nil，并在err中说明错误原因
 */ */
-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NSArray *)detectUIImage:(UIImage *)imag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withFilterScore:(CGFloat)score
                  andError:(NSError **)err;                  andError:(NSError **)err;

EasyDLResultData.hEasyDLResultData.h

EasyDLModelEasyD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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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2. 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字样：请引入 

出现 ,  字样：请引入  并务必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3. 运行时报错 Image not found: xxx ...

请Embed具体报错的库。 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4.编译时报错：Invalid bitcode version 这个可能是开发者使用的xcode低于12导致，可以升级至12版本。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64位Windows Server2012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64位Windows Server 2019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协议

--  ((voidvoid))testMultiThread testMultiThread {{

    UIImage     UIImage **img img ==  [[UIImage imageNamedUIImage imageNamed::@@"1.jpeg""1.jpeg"]];;

    NSError     NSError **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1  model1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EasyDLModel     EasyDLModel ** model2  model2 ==  [[[[EasyDLModel allocEasyDLModel alloc]]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 initModelFromResourceDirectory::@@"easyedge""easyedge" withError withError::&&errerr]];;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dispatch_queue_t queue1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testQueue",,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dispatch_queue_t queue2 ==  dispatch_queue_createdispatch_queue_create(("testQueue2""testQueue2",,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QUEUE_CONCURRENT));;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1queue1,,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1 detectUIImagemodel1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1: %@""1: %@",, res res[[00]]));;
                }}

        }}));;

        dispatch_asyncdispatch_async((queue2queue2,,  ^̂{{

        NSError         NSError **detectErrdetectErr;;

                forfor((intint i  i ==  00;; i  i <<  10001000;;  ++++ii))  {{

            NSArray             NSArray ** res  res ==  [[model2 detectUIImagemodel2 detectUIImage::img withFilterScoreimg withFilterScore::00 andError andError::&&detectErrdetectErr]];;
                        NSLogNSLog((@@"2: %@""2: %@",, res res[[00]]));;

                }}

        }}));;

}}

cxx11, vtablecxx11, vtable libc++.tbdlibc++.tbd

cv::Matcv::Mat opencv2.frameworkopencv2.framework

CoreMLCoreML VNRequestVNRequest CoreML.frameworkCoreML.framework #import <CoreML/CoreML.h>#import <CoreML/CoreM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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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9-15 | 1.7.0 | 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

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C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

升级| | 2021-08-19 | 1.3.2 | 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

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

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支持物体检测高精

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

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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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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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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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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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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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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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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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

一般是写注册表失败。

可以确认下HKEY_CURRENT_USER下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能否写入（如果不能写入，可能被杀毒软件等工具管

制）。也可以尝试基于bin目录下的easyedge_serving.exe命令行形式的二进制，自行配置开机自启动。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 - 图像分类 - 物体检测 - 图像分割

硬件支持：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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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aarch64 armv7hf

GPU: ARM Mali G系列

ASIC: Hisilicon NNIE1.1 on aarch64（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ASIC: Hisilicon NNIE1.2 on armv7l（Hi3519AV100/Hi3559V200等）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x86_64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rmv7l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aarch64

Intel iGPU on x86_64

比特大陆 Bitmain SE50 (BM1684)

瑞芯微 RK3399Pro / RV1109 / RV1126 / RK3568

华为 Atlas200

晶晨 A311D

寒武纪 MLU220 on aarch64

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Ubuntu, Centos, Debian等)

海思HiLinux

树莓派Raspbian/Debian

瑞芯微Firefly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2 | 1.7.2 | Linux通用Arm CPU引擎升级，RK3399Pro、RV1126升级RKNN版本到

1.7.3 | | 2022.10.27 | 1.7.1 |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 | | 2022.09.15 | 1.7.0 | 新增瑞芯微 RK3568 支持, RK3399Pro、RV1126升级到

RKNN1.7.1 | | 2022.07.28 | 1.6.0 | 引擎升级；新增英特尔 iGPU 支持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EasyDL新增上线支持晶晨A311D NPU预测引擎；Arm CPU、Arm GPU引擎升级；atlas 200在EasyDL模型增加多个量化加速

版本； | | 2021.12.22 | 1.3.5 | RK3399Pro, RV1109/RV1126 SDK扩展模型压缩加速能力，更新端上推理库版本;边缘控制台IEC功能升级，适配

更多通用小型设备，NNIE 在EasyDL增加量化加速版本；Atlas200升级到Cann5.0.3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

擎升级；设备端sdk新增支持瑞芯微RV1109、RV1126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

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0 |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新增RKNPU预测引擎支持；新增高通骁龙GPU

预测引擎支持 | | 2020.12.18 | 1.0.0 |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 | 2020.10.29 | 0.5.7 | 优化

多线程预测细节 | | 2020.09.17 | 0.5.6 | 支持linux aarch64架构的硬件接入intel神经计算棒预测；支持比特大陆计算盒SE50 BM1684 | |

2020.08.11 | 0.5.5 | 支持linux armv7hf架构硬件(如树莓派)接入intel神经计算棒预测 | | 2020.06.23 | 0.5.4 | arm引擎升级 | | 2020.05.15 |

0.5.3 | 支持EasyDL 专业版新增模型 ；支持树莓派(armv7hf, aarch64)| | 2020.04.16 | 0.5.2 | Jetson系列SDK支持多线程infer | | 2020.02.23 |

0.5.0 | 新增支持人脸口罩模型；Jetson SDK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ARM支持图像分割 | | 2020.01.16 | 0.4.7 | 上线海思NNIE1.2，支持EasyEdge以

及EasyDL；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 | 2019.12.26 | 0.4.6 | 海思NNIE支持EasyDL专业版 | | 2019.11.02 | 0.4.5 | 移除curl依赖；支持

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 2019.10.25 | 0.4.4 |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 | 2019.09.23 | 0.4.3 |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 | 2019.08.30 | 0.4.2 |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

高精度模型 | | 2019.07.25 | 0.4.1 |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6.11 | 0.3.3 |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 | 2019.05.16 | 0.3.2 | 新增

armv7l支持 | | 2019.04.25 | 0.3.1 | 优化硬件支持 | | 2019.03.29 | 0.3.0 |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 | 2019.02.20 | 0.2.1 | paddle引擎支持；效

果提升 | | 2018.11.30 | 0.1.0 | 第一版！|

【1.0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快考虑升

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

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一起使用。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正确适

配新发布出来的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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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aarch64(arm64), Ubuntu 16.04, gcc 5.3 (RK3399)

Hi3559AV100, aarch64, Ubuntu 16.04, gcc 5.3

Hi3519AV100, armv7l , HiLinux 4.9.37, (Hi3519AV100R001C02SPC020)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arch64, Raspbian, (Raspberry 4b)

armv7hf, Raspbian, (Raspberry 3b+)

armv7hf, Ubuntu 16.04, (RK3288)

Bitmain se50 BM1684, Debian 9

Rockchip rk3399pro, Ubuntu 18.04

Rockchip rv1126, Debain 10

Rockchip rk3568, Ubuntu 20.04

Atlas200(华为官网指定的Ubuntu 18.04版本)

Amlogic A311D, Ubuntu 20.04

MLU220, aarch64, Ubuntu 18.04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以上(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5 (可选)

依赖说明：树莓派依赖说明：树莓派 树莓派Raspberry默认为armv7hf系统，使用SDK包中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如果是aarch64系统，使用SDK包中

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

在安装前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32位还是64位 ：

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依赖说明：比特大陆SE计算盒 需要安装BMNNSDK2.2，并在CMakeList.txt中指定SDK安装地址：

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依赖说明：海思开发板 海思开发板需要根据海思SDK文档配置开运行环境和编译环境，SDK和opencv都需要在该编译环境中编译。 NNIE1.2用

arm-himix200-linux交叉编译好的opencv，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QW0ReeWx4ZwgYg4lretyw 密码:yq0s。下载后修改SDK

CMakesList.txt

依赖说明：RK3399Pro依赖说明：RK3399Pro 所有用例基于 Npu driver版本1.7.3的RK3399pro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1.7.3 查看RK3399Pro板上driver版本方法：执行sdk内提供的二进制文件，运行日志里会提供API和Driver版本信息

升级399Pro driver版本参考瑞芯微github：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3399Pro_npu

依赖说明：RV1109/RV1126依赖说明：RV1109/RV1126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7.3的RV1126开发板测试通过，SDK采用预编译模式，请务必确保板上驱动版本为

armv7hf_ARM_armv7hf_ARM_

aarch64_ARM_aarch64_ARM_

getconf LONG_BITgetconf LONG_BIT

3232

**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这里修改并填入所使用的bmnnsdk路径**

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set(EDGE_BMSDK_ROOT "{这里填写sdk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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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查看RV1109/RV1126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升级RV1109/RV1126 driver版本github项

目：https://github.com/rockchip-linux/rknpu 依赖说明：RK3568依赖说明：RK3568 所有用例基于Rknn_server版本1.2.0的RK3568开发板测试通过， 查看RK3568

板上Rknn_server版本方法：

依赖说明：晶晨A311D依赖说明：晶晨A311D 所有用例基于晶晨A311D开发板测试通过，需要驱动版本为 6.4.4.3（下载驱动请联系开发版厂商） 查看晶晨A311D开发

板驱动版本方法：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 方法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测试Demo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对于硬件使用为：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 IGPU on Linux x86_64

/ armv7hf / aarch64/ armv7hf / aarch64，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对于硬件使用为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的，如果宿主机找不到神经计算棒Intel® Neural Compute Stick，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添加

USB Rules：

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strings /usr/bin/rknn_server | grep build

dmesg | grep Galcoredmesg | grep Galcore

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global_controller()->set_licence_key("")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  makemake -j16 -j16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sudo ld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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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运行效果：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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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罩检测模型，将 修改为 即可。

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 88到9696像素之间，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再传入SDK。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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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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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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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

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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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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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 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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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如：./easyedge_dem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因

为二进制运行时ld无法找到依赖的库。如果是正确cmake && make 的程序，会自动处理好链接，一般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遇到该问题时，请找到具体的库的位置，设置LD_LIBRARY_PATH。

示例一：libverify.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veirfy.so文件，一般可通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verify.so文件所在的路径为准)

示例二：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opencv_videoio.so文件，一般可通

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opencv_videoio.so所在路

径为准)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mask""mask"::  "...""...",,    //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图像分割模型字段
                        "trackId""trackId"::  00,,    //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目标追踪模型字段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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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7.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 检查开发板可用内存，一些比较大的网络占用内存较多，推荐内存500M以上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端云协同服务说明

服务简介服务简介

EasyDL端云协同服务由EasyEdge端与边缘AI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百度智能边缘构建，能够便捷地将EasyDL定制模型的推理能力拓展至应用现场，

提供临时离线、低延时的计算服务。

「云管理，端计算」的端云协同服务，具体包括：

在可视化界面轻松实现模型部署包在边缘设备上的集成、版本更新

断网状态下模型离线计算（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联网状态下在平台管理设备运行状态、资源利用率

目前通用小型设备的应用平台支持Linux-ARMLinux-ARM，具体使用流程请参考下方文档。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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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Step 1 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点击「发布端云协同部署包」

填写服务名称，选择模型版本并提交发布

在列表查看部署包发布状态

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Step 2 新增设备并激活

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新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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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点击设备对应的「激活设备」操作，复制激活命令并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即可

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Step 3 下发部署包到设备，在本地调用

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将发布成功的部署包一键下发到已激活的设备上，即可测试或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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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包下发成功之后，会在本地启动一个HTTP推理服务。在浏览器中输入 ，即可预览效果：

具体接口调用说明请参考文档 SDK - HTTP服务调用说明

云端管理说明云端管理说明

模型部署包管理模型部署包管理

在我的部署包页面可以进行已发布的模型部署包的管理。

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发布及更新模型版本

点击「发布新版本」操作即可快速发布对应模型ID下的新版本。同一模型ID下已发布的模型版本均会显示在列表的「当前可用版本」中。

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http://{设备ip}:{服务端口，默认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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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发布成功后，即可在「下发部署包到设备」页面或当前服务的「服务详情」页面，将新版本下发到本地设备上。

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管理模型已部署的设备

在上述的「服务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并管理当前服务已部署的设备，包括移除设备、将服务下发到更多的设备等。

本地设备管理本地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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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本地设备页面可以进行所有本地设备的管理。

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查看单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点击单台设备的「服务详情」，可查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服务及设备状态：

设备详情会展示当前设备的最新同步时间，以及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服务列表则展示了当前设备上部署服务的运行情况和资源占用情况

。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 IEC

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以下简称IE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设备管理的本地化方案。可以运行于多种架构、多系统、多类型的终

端之上。通过IE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本地进行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事件

硬件信息的可视化查看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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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完整列表可参考这里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注意：2.0.0之后，默认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iec，无法兼容1.x版本的iec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新增onvif/gb28181支持；完善端云通信逻辑

2.0.0 2022-03-22 支持连接中心节点IECC；支持以系统服务安装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IEC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您也可以通过先安装多节点版本IECC，通过中心节点来自动连接安装边缘节点。

Linux 安装Linux 安装 解压缩之后，目录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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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以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root用户运行  即可

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方法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安装Windows 安装

解压缩之后，安装目录如下所示：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0 EasyEdge-IEC-v2.0.0-linux-amd64 > tree .
..
├── easyedge-iec├── easyedge-iec

├── easyedge-iec-setup.sh├── easyedge-iec-setup.sh
├── etc├── etc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easyedge-iec.service-conf.systemd

│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easyedge-iec.service-conf.upstart
│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easyedge-iec.service.yml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8 files1 directory, 8 files

./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easyedge-iec-setup.sh install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

[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 status: OK![setup]: IEC status: OK!
[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easyedge-ie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

/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easyedge-iec.yml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 { start | stop }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log/easyedge-iec.log./log/easyedge-iec.log

./easyedge-iec.yml./easyedge-iec.yml

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0 tmp2 > tree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EasyEdge-IEC-v2.0.0-windows-amd64
├── easyedge-iec.exe├── easyedge-iec.exe

├── easyedge-iec-setup.bat├── easyedge-iec-setup.bat
├── etc├── etc

│   └── easyedge-iec.yml│   └── 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readme.txt

1 directory, 4 files1 directory, 4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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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 / easyedge

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setup.bat install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http://{设备ip}:87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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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使用说明功能使用说明

①添加模型服务①添加模型服务 首先，点击导航栏的「本地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在页面中定义服务名称后，将已经下载好的Linux/Windows版本的

SDK与IEC关联。关联完毕后可按两种激活方式，激活使用SDK。 

部分SDK需要提前安装系统依赖，如TRT等，具体请参考EasyDL/BML/EasyEdge SDK使用文件中的环境依赖安装说明

联网激活联网激活

1. 在关联SDK完成后，需要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对应部署方式管理页中新增测试序列号或购买正式序列号。（图中以服务器版SDK为例） 

2. 再在IEC中填入所申请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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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服务，在服务端口不冲突占用的情况下，使用默认即可

4. 添加并激活

离线激活离线激活

1. 在IEC总览页面下载「指纹文件」 

2. 在百度智能云的控制台中找到SDK对应的管理列表，图中以服务器SDK为例。申请序列号后，点击对应序列号尾部的「离线激活」操作，按指

引激活 

3. 在IEC的添加模型服务页面，上传下载好的授权文件，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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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完成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列表中启动服务，使用后续的操作栏功能。

体验本地demo体验本地demo

点击「本地demo体验」即可在立即上传图片进行预测 

接入摄像头接入摄像头

使用接入摄像头功能首先需要添加摄像头，请参考第②步，完成后按照第③步操作 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注：服务启动后也可参考「模型发布」模块的技术文档进行开

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发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IEC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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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添加摄像头②添加摄像头 导航栏点击「我的摄像头」-「添加摄像头」，定义摄像头名称、备注后即可添加摄像头。支持本地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 摄像头

添加成功后即可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和频率 

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③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 点击「本地模型服务」-「模型服务管理」中，所需接入预测的服务的「接入摄像头」 

 在弹出的弹窗中选择第②

步中添加的摄像头，此时点击确认即可在「摄像头管理」中的实时预览功能中查看摄像头预测结果，识别结果默认不保存。如需保存识别结果，

可设置对应的「本地事件触发条件」，根据标签和置信度，将识别结果保存至本地事件记录当中。设置多个标签条件时，IEC会以“或“的逻辑来将

所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保存 

④本地事件④本地事件 点击导航栏「本地事件记录」，可通过服务名称、摄像头名称、事件记录的时间、标签及置信度来筛选识别结果查看，多个标签及置

信度同样也是“或"的逻辑记录。如有想要删除的事件数据可选择后删除，全选为本页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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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⑤ 连接到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IECC）

与中心节点连接之后，边缘节点主程序版本会自动随控制中心版本升级。（>2.0.0)

Step 1 在IECC中添加边缘节点，选择「边缘节点已安装IEC」，并记录IP地址与Token

Step 2 在IEC的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并填入刚才记录的IP地址与Token，点击建立连接

连接完成后即可在中心节点IECC去监控/管理/应用在边缘节点上的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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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配置项*

配置文件 中有关于IEC的各项配置说明，一般无需修改，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之后，再做修改。et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yml

###### IEC系统配置###### IEC系统配置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versionversion::  3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role: edge# role: edge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60
    #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  1010
    #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appDataFolder:: default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debug:: no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loginEnabled:: yes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sessionMaxAge::  3600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toStd:: no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toFile:: yes yes
    loggingFile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 /var/log/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logie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level::  -1-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listenPort::  87028702
    listenHostlistenHost:: 0.0.0.0 0.0.0.0

sdksdk::
    #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cudaVersioncudaVersion::  10.210.2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 LD_LIBRARY_PATH(linux) 或者 PATH(windows)
    libPathlibPath:: ./ ./
    #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AI服务启动时，额外配置的其他环境变量。
    ENVsENVs::
        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EDGE_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EasyEdge EasyEdge
######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EDGE_CONTROLLER_KEY_XXX: XXXX

commucommu::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2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dbiec.db
    hubDbFilehub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hub.dbiec.hub.db
    eventDbFile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event.dbevent.db
    fileServerDbFile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fileserver.hub.db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 /var/lib/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flvPort::  87158715
    rtmpPortrtmpPort::  87168716

###### 视频流相关配置###### 视频流相关配置
edgestreamedgestream::
    logLevellogLevel::  -1-1
    listenHostlistenHost:: 127.0.0.1 1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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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中心节点重启后，边缘节点IEC 一直离线 中心节点短时间的离线，边缘节点会自动重连。如果中心节点已经恢复在线，边缘节点长时间未自动连

接上，可通过边缘节点iec的方法来重新连接（右上角 admin - 重启系统）

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IEC 是否有Android / iOS 版本 我们将会在近期发布对Android操作系统的支持

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EasyEdge 智能边缘控制台——多节点版

整体介绍整体介绍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多节点版（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Console Center 以下简称IEC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资源管理、服务应用与管理一站

式本地化方案。

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通过IEC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中心节点管理子节点：

边缘硬件资源的管理与监控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视频流解析，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视频流推理事件 

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支持的系统+CPU架构包括：

Windows x86_64 (Windows 7 ~ Windows 10，暂不支持Windows 11)

Linux x86_64 / arm32 / arm64

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支持各类常见的AI加速芯片，包括：

NVIDIA GPU / Jetson 系列

Baidu EdgeBoard FZ系列

比特大陆 Bitmain SC / SE 系列

华为 Atlas 系列

寒武纪 MLU 系列

其他EasyDL/EasyEdge/BML支持的AI芯片

    listenHostlistenHost:: 127.0.0.1 127.0.0.1
    listenPortlistenPort::  87108710
    #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renderExtendFramesrenderExtendFrames::  1010
    #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预测队列大小: 如果设置为60，当摄像头fps=30时，视频延迟约为2秒。  降低inferenceQueueSize可以降低预览延迟，但是根据硬件的算
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力情况，可能导致模型推理速度跟不上，没有识别结果，不建议设置太低
    inferenceQueueSizeinferenceQueueSize::  6060
    videoEncodeBitRatevideoEncodeBitRate::  400000400000
    #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视频采样 & 视频实时预览分辨率设置
    #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0: auto, 1: 1080p, 2: 720p, 3: 480p, 4: 360p,  5: 240p
    resolutionresolution::  00
    #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内置多媒体服务配置
    #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port设为0表示关闭
    mediaServerHostmediaServerHost:: 127.0.0.1 127.0.0.1
    mediaServerFlvPortmediaServerFlvPort::  87138713
    mediaServerRtmpPortmediaServerRtmpPort::  87148714
    mediaServerRtspPortmediaServerRtspPort::  00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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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说明连接说明 以下为 , , 的连接示意：

其中：

控制中心需要有固定IP，而边缘节点可以处于多级子网之下，只需IEC能够主动访问到控制中心节点即可

模型服务均运行于各边缘节点之上

摄像头均与边缘节点相连

Release NoteRelease Note

版本号版本号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更新说明更新说明

2.2.0 2022-10-27 边缘节点新增Android支持；新增onvif/gb28181支持；优化端云通信通道安全

2.0.0 2022-03-25 多节点版上线！

1.0.2 2021-12-22 更新视频预览推流库；新增若干AI芯片支持；支持多种芯片温度、功耗展示；多项性能优化

1.0.0 2021-09-16 智能边缘控制台 - 单节点版 IEC 第一版！

安装安装 从这里选择您需要的操作系统和CPU架构下载：

Windows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md64 :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Linux arm : 树莓派等32位的ARM CPU

Linux arm64 : 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或者从纯离线服务管理页可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以Linux为例，解压缩后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中心节点（控制中心）中心节点（控制中心） 边缘节点/子节点边缘节点/子节点 摄像头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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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系统Linux 系统

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通过系统服务形式安装（推荐）

以管理员运行  即可。

出现sucess字样，表示安装成功。

日志： 

系统配置：

服务启动/停止：  (不同操作系统内可能不同，具体命令参考安装日志)

配置服务自启动：可根据不同操作系统参考这里进行对应配置

可通过  来卸载，以及 来升级为当前安装包的版本

自定义安装（不推荐）自定义安装（不推荐）

自定义安装仅限于 安装脚本无法识别您的操作系统的情况。

拷贝  整个目录至自定义文件夹，如

进入到 

通过 nohup 等方法运行  amd64: intel、AMD的64位x86_84 CPU arm：树莓派等32位的

ARM CPU * arm64：RK3399、飞腾等64位的ARM CPU

日志： 

系统配置：

Windows 系统Windows 系统 打开命令行（非powershell）运行 。

注：如果遇到hang住的情况，可修改命令行配置

./EasyEdge-IECC-v{版本号}/./EasyEdge-IECC-v{版本号}/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
  |-- easyedge-iecc-setup.sh  |-- easyedge-iecc-setup.sh
  |-- etc/  |-- etc/
  |-- etc/easyedge-iec.yml  |-- etc/easyedge-iec.yml
  |-- readme.txt  |-- readme.txt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0 EasyEdge-IEC-v2.0.0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install
[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setup]: sudo could not be found
[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setup]: Start to install 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linux-amd64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usr/sbin/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setup]: +  bash -c "cp easyedge-iec-* /var/lib/easyedge-iecc/fs/tmp"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yml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p etc/easyedge-iecc.service-conf.init.d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setup]: +  bash -c "chmod +x /etc/init.d/easyedge-iecc"
[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setup]: Install IECC success!
[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setup]: +  bash -c "service easyedge-iecc start"
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Starting easyedge-iecc: success
[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setup]: Start to check IECC status...
[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setup]: +  bash -c "curl -s 127.0.0.1:8702 >/dev/null"
[setup]: IECC status: OK![setup]: IECC status: OK!
[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 default configure file: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easyedge-iecc]: default log 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easyedge-iecc]: service usage: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setup]: Done![setup]: Don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etc/easyedge-iecc/easyedge-iecc.yml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service easyedge-iecc { start | stop }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ninstall 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bash easyedge-iecc-setup.sh upgrade

./EasyEdge-IEC-v2.0.0/./EasyEdge-IEC-v2.0.0/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opt/EasyEdge-IEC/opt/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easyedge-iec-linux-{您的系统架构} --com.role=hub

./log/easyedge-iecc.log./log/easyedge-iecc.log

./easyedge-iecc.yml./easyedge-iecc.yml

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easyedge-iecc-setup.bat install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697

https://geekflare.com/how-to-auto-start-services-on-boot-in-linux/


验证安装：验证安装：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更新服务：更新服务： 关闭服务，下载最新的安装包，重新执行安装流程即可。

注：1. 中心节点更新到新版之后，已连接的边缘节点会自动跟随中心节点，自我升级到同样的版本。

2. 报错: Text file busy. 一般是因为服务没有停止。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Step 1 注册并激活边缘节点

在IECC导航栏中点击边缘节点，点击页面中的添加边缘节点按钮

http://{设备ip}:8602/easyedgehttp://{设备ip}:8602/easy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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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边缘节点，填写基本信息

激活边缘节点，根据边缘节点上是否安装智能边缘控制台-单节点版（IEC）分两种激活方式

边缘节点未安装IEC：复制提供的命令，在边缘节点的终端中输入执行（命令会自动在当前目录，下载单节点版IEC并注册到控制中

心）。终端命令执行完成后，在下方校验激活结果，如结果通过即可完成边缘节点的激活

边缘节点已安装IEC：记录页面中提供的IP地址和Token

在边缘节点的IEC边缘节点的IEC-系统设置中，打开多节点模式多节点模式开关，将刚才记录的IP地址和Token填入其中，建立连接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699



成功激活后可在边缘节点页面中看到一行状态为在线在线的记录

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Step 2 上传并下发模型服务

在模型服务管理-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中点击添加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

上传来自于EasyDL/BML的SDK，目前仅支持Windows/Linux的SDK

添加成功后可在已添加的模型服务页面查看添加的模型服务SDK

在模型服务SDK上传成功以及边缘节点也添加激活过后，即可将模型服务下发至边缘。点击导航栏-下发模型服务，选择已添加的模型服务，

选择下发的目标节点（支持多节点批量下发）进行模型服务下发

确定下发配置后，填入模型服务在边缘节点联网激活运行的序列号（支持批量导入）即可完成模型服务下发，序列号可在智能云控制台获取。

离线激活的过程可参考IECC中的具体指引

完成上述流程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列表中查看记录，并进行下一步应用功能体验

注：完成此步骤后即可在边缘节点进行二次集成已下发的模型服务，具体的集成方式可在文档-某图像任务类型-模型发布中查找对应的

SDK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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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时可以通过高级配置设置服务运行的host和port。若不设置，默认host为0.0.0.0，port为系统随机分配的可用端口

Step 3 配置摄像头Step 3 配置摄像头

Step 3 - 5 描述的是如何使用IECC可视化进行视频流式推理与应用，对此有需求的用户建议详细查看后续步骤内容。如仅需对下发的模型服

务进行二次集成的用户无需进行后续操作，参考SDK对应的开发文档进行集成即可

首先需要确定边缘节点已经接入物理摄像头，可通过USB插口接入，也可通过RTSP/RTMP流式协议接入。在摄像头设备页面点击添加摄像头

按钮，填写对应的信息添加摄像头。支持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以及摄像头的抽帧频率

添加完成后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查看记录

点击预览可查看摄像头预览画面

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Step 4 模型服务接入视频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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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服务可接入摄像头直接进行预测，并可同时设置告警规则，出发告警条件的结果将会以事件的形式保存至IECC中。

点击模型服务管理页面中对应服务的接入摄像头操作

将已添加至IECC的摄像头与模型服务关联，并在下方设置对应的事件告警条件。告警规则通过标签阈值的方式来建立，例如设置“猕猴桃”标签

阈值80%-100%，则大于80%置信度的“猕猴桃”识别结果将会保存至事件记录中

也可在摄像头设备页面-实时预览中查看实时的模型服务预测结果

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Step 5 视频事件告警

可在事件中心-事件记录中查看满足时间告警条件的图片记录

高级配置说明高级配置说明 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高级高级，可以修改控制中心的高级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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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启动服务后，进程中出现两个 进程进程 这是正常现象，IEC通过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完成更新等操作。

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启动服务时，显示端口被占用  通过修改 easyedge-iecc.yml文件的配置后，再重新启动服务。

安装服务时，报错安装服务时，报错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

###### IECc系统配置###### IECc系统配置
version: 3version: 3

com:com: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 hub: 作为中心节点模式启动。  edge: 作为子节点启动
  role: hub  role: hub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 IEC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 default  appDataFolder: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 no  debug: no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 yes  loginEnabled: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 3600  sessionMaxAge: 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 no  toStd: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 yes  toFile: yes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loggingFile: /var/log/easyedge-iecc/easyedge-iecc.log
  # 0:info;   -1:debug;   -2:verbose  # 0:info;   -1:debug;   -2:verbose
  level: -1  level: -1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 8602  listenPort: 8602
  listenHost: 0.0.0.0  listenHost: 0.0.0.0

commu:commu:
  mqServer:  mqServer:
    host: 0.0.0.0    host: 0.0.0.0
    port: 8632    port: 8632
    HTTPPort: 8620    HTTPPort: 8620
    maxPayload: 8388608    maxPayload: 8388608
    pingIntervalSecond: 30    pingIntervalSecond: 30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 普通消息等待respond的超时时间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respondWaitTimeoutSecond: 2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nodeRefreshIntervalSecond: 30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sqlite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hub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iecc.hub.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event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event.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fileServe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fileserve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nodeMonitorDbFile: /var/lib/easyedge-iecc/easyedge-nodemonitor.hub.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mediaserver:mediaserver:
  flvPort: 8613  flvPort: 8613
  rtmpPort: 8614  rtmpPort: 8614

######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文件服务器相关配置
fileserver:fileserver: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root: /var/lib/easyedge-iecc/fs

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easyedge-iec

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port already been used

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permission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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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SDK时，报错 添加SDK时，报错  一般是因为使用的SDK跟硬件不匹配，如 GPU的SDK，硬件没有GPU

卡。 对于Jetson，也可能是Jetpack版本不支持，可以通过查看 本机Jetpack版本和SDK支持的Jetpack版本列表（cpp文件中的文件名来查看）来

匹配。

常见问题

数据相关问题

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

每种要识别的物体在所有图片中出现的数量需要大于50。如果某些要区分的物体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图片。

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

每个账号下所有数据集的图片总数不能超过10万张。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是是图像分类模型上传处理失败，请先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是否存在中文命名、或者增加了空格；然后检查下数据图片量是否

超过上限（10万张）；再检查图片中是否有损坏。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

服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新训练好的模型版本——点击申请发布

在出来的弹窗中点击确定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图像分割模型如何正确标注？图像分割模型如何正确标注？

所有图片中出现的目标物体都需要被标出（标注可以重叠）

标注应包含整个物体，且尽可能不要包含多余的背景

如果图片中存在很多相同标签的目标物体，可以使用右侧的锁定按钮。锁定标签后，只需要在左侧标注目标物体即可，不用再重复选择标签

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

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SDK不支持该硬件。 SDK not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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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示例中，左侧是正确的结果，右侧是模型的识别结果

观察模型识别有误的图片有哪些共同点，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训练数据。比如：当图片比较亮的时候模型都能识别正确，但比较暗的时候模型就

识别错了。这时就需要补充比较暗的图片作为训练数据

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

先申请发布模型，并备注说明希望通过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应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使用的是云服务，可以开通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智能标注相关问题

智能标注功能目前已对图像分割模型开放，了解功能详情

“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

当系统推荐“立即训练”，且系统预标注确实已非常精准时，可以不用标注剩余数据，直接开始模型训练。此时，仅用当前已标注图片训练的模

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的模型相比，效果几乎等同

如果系统预标注还有些不精准，可以启动一键标注，人工确认系统的标注后，再开始训练

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

选择“立即训练”之后，系统默认为您结束此次智能标注

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

如果您创建了新的标签、或新上传的图片场景和之前的图片场景差异较大，建议不要使用一键标注，而是从头开始智能标注（即再次筛选关键

图片）

如果不是以上情况，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吗？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

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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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

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如果您没有进行以上操作，系统标注结果依然不理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如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

若再次遇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十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有，1、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

拒绝。2、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EasyDL文本介绍

概述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EasyDL平台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定制能力，基于文心·NLP大模型领先的语义理解技术，为企业/开发者提供一整套NLP定制与应用能力。

当前EasyDL平台提供了8种模型定制能力：

文本分类-单标签：定制分类标签实现文本内容的自动分类，每个文本仅属于一种标签类型

文本分类-多标签：定制分类标签实现文本内容的自动分类，每个文本可同时属于多个分类标签

情感倾向分析：定制情感倾向分析模型，可实现文本按情感的正向（positive）和负向（negative）做自动分类

短文本相似度：定制短文本相似度模型，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可实现对两个文本进行相似度的比较计算

文本实体抽取：定制文本实体抽取模型，实现对文本进行内容抽取，并识别为自定义的实体类别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定制实体关系抽取模型，是指从文本中抽取出预定义的实体类型及实体间的关系类型，得到包含语义信息的实体关系三元

组，每个实体关系三元组由两个实体及其关系构成

评论观点抽取：定制评论观点抽取模型，实现从文本中抽取评价片段、评价维度、评价观点，并判断评价情感倾向

大模型创作：定制文本创作模型，基于ERNIE 3.0大模型实现对输入文本内容进行创作和续写

产品优势

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通过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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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不同类型的任务对应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您可以上传未标注数据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标注工具进行标注。或直接上传各任务的标注数据。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根据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将模型以云端API、设备端私有API等多种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

高精度效果

EasyDL文本任务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丰富的部署方案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服务器。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支持的硬件支持的硬件
支持的支持的

系统系统
技术文档技术文档

公有云API
无需关注硬件，发

布到公有云
不限制

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

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大模型创作

EasyEdge本地-私有服务

器部署[私有API]
x86-64 CPU Linux

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

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

EasyEdge本地-私有服务

器部署[私有API]
Nvidia GPU Linux

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

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

公有云API

已全面支持文本分类（单标签、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大模型创作。已全面支持文本分类（单标签、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大模型创作。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私有服务器部署

已全面支持文本分类（单标签、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已全面支持文本分类（单标签、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短文本相似度、文本实体抽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评论观点抽取。

EasyDL文本任务使用EasyEdge本地部署服务，支持私有服务器部署API的本地化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API的本地化部署。私有API的特点如下：

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可在内网/无网环境下使用模型，确保数据隐私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

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私有API支持的Linux发行版本如下：

Ubuntu: 1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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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os：7.0及以上

redhat：7.2以上

suse 12

文本分类-单标签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文本分类的模型，是基于自建分类体系的机器学习方法，可实现文本按内容类型做自动分类。平台目前提供的文本分类模型包括：文本分类

（单标签）和文本分类（多标签）两种模型类型，请您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本文介绍的是关于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单标签）的模型介

绍。

文本分类（单标签）场景：如您对网络文章进行舆情分析，判断舆情是正向评价还是负向评价，即每条文本仅有一个仅有一个分类标准，此问题属于单标

签的文本分类场景；

文本分类（多标签）场景：如您对网络文章进行板块划分，即每条文本有两个及以上两个及以上分类标准，文章可能属于娱乐、国际、生活等多个标签，则

可使用多标签的文本分类模型；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1、投诉信息分类：训练客服投诉信息的自动分类，将每个用户投诉的内容进行分类管理，节省大量客服人力

2、媒体文章分类：训练网络媒体文章的自动分类，进而实现各类文章的自动分类

3、文本审核：定制训练文本审核的模型，如训练文本中是否含有违规/偏激性质的描述

4、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文本分类(单标签)模型

技术特色

文本分类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面

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创建数据集。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相应的标注模版、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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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如果待导入数据集是中文简体/繁体，请选择『短文本单标签』；如果待导入数据集是非中文的其他语言，请选择『多语种文本单标签』，点

击可查看支持的全部语言种类。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4种方案上传文

本分类的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平台已有数据集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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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以压缩包方式上传以压缩包方式上传

如果您想上传的数据为压缩包，请根据您的数据是否已标注，按照以下格式要求完成数据上传。

无标注数据无标注数据

压缩包内包含上传的所有文本数据，每一个文本文件将作为一个样本上传，详见示例压缩包

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内文件类型支持txt，文件编码仅支持UTF-8

有标注数据有标注数据

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同时压缩包大小在5GB以内，文本编码仅支持UTF-8，每个文本文件最长不能超过4096个字符

标注文件中标签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有标注数据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格式组织压缩包的内容：

以文件夹命名样本的标签：压缩包内按照文本类别数量分为多个文件夹，以文件夹的名称作为文本类别标签，文件夹下的所有txt文件作为样

本，详细请见示例压缩包

用json文件标记分类：压缩包内仅支持单个文本文件（txt）及同名的json格式标注文件的上传，可传多组样本，详细请见示例压缩包

以TXT文本文件上传以TXT文本文件上传

无标注数据文本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n"（即每行一个未标注样本，使用回车换行），详见数据样例。有标注数据中文本文件内数

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t标签\n"（即每行一个标注样本，使用tab键将文本内容与标签分开，使用回车换行），详见数据样例。每一行表示

一组数据，每组数据的字符数建议不超过4096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训练的字符数不超过512个字符，超出的字符可正常保存，但不参与

训练。

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本文件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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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每行是一个样本详见数据样例，如果您上传的为有标注数据，则每行的样本包含两列，第一列为数据文本内

容，第二列为文本对应标签，详见数据样例；如果您上传的为无标注数据，则每行样本仅包含第一列数据文本内容，每个数据样本文本内容的

字符数建议不超过4096个，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文件个数上限为100个

请确保您上传的样本在sheet1中，注意，首行作为表头将被系统忽略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平台已有数据集平台已有数据集

导入无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不带标注的全部数据，或未标注的数据

导入已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某个或全部标签下的数据

准备数据集的技巧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文本分类任务中，可参考以下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首先想好分类如何设计，每个分类为你希望识别出的一种结果，如要识别新闻的内容类型，则可以以“科技”、“体育”、“农业”等分别作为一个分类

标准；如果审核场景中通过文本判断是否出现广告，可以设计为两类设计为“正常”、“不正常”两类，或者“正常”、“异常原因一”、“异常原因二”、

“异常原因三”等多类。

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暂不支持扩容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暂不支持扩容

数据量数据量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文本数据，每个分类建议至少需要准备50个文本文件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文件1000个起，如果某些分类的

文本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文本。

文本的基本格式要求： 目前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格式为UTF-8字符。一个模型的文本总量限制10万个文本

文件。

数据分布数据分布

训练集文本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环境一致

考虑实际应用场景的种种可能性，每个分类的文本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存在的可能性，训练集若能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则越强

可能的疑问可能的疑问

如果训练文本数据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怎么办？

答：训练的模型算法会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尽可能覆盖即可。

多语种模型支持全球94种语言：

南非语, 阿姆哈拉语, 阿拉伯语, 阿萨姆语, 阿塞拜疆语, 白俄罗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拉丁化), 布列塔尼语, 波斯尼亚语, 加泰隆语,

捷克语, 威尔士语, 丹麦语, 德语, 希腊语, 英语, 世界语, 西班牙语, 爱沙尼亚语, 巴斯克语, 波斯语, 芬兰语, 法语, 弗里斯兰语, 爱尔兰语, 苏格兰盖

尔语, 加利西亚语, 古吉拉特语, 希伯来语, 印地语, 印地语(拉丁化), 克罗地亚语, 匈牙利语, 亚美尼亚语, 印尼语, 冰岛语, 意大利语, 日语, 爪哇语,

格鲁吉亚语, 哈萨克语, 高棉语, 康纳达语, 韩语, 库尔德语, 柯尔克孜语, 拉丁语, 老挝语, 立陶宛语, 拉脱维亚语, 马拉加斯语, 马其顿语, 马拉亚拉

姆语, 蒙古语, 马拉提语, 马来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荷兰语, 挪威语, 奥里亚语, 旁遮普语, 巴利语, 普什图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梵语, 信

德语, 僧伽罗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索马里语, 阿尔巴尼亚语, 塞尔维亚语, 巽他语, 瑞典语, 斯瓦希里语, 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拉丁化), 泰

卢固语, 泰卢固语(拉丁化), 泰语, 他加禄语, 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乌克兰语, 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拉丁化), 乌兹别克斯坦语, 越南语, 意第绪语。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在线标注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 上传未标注的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进入标注页面：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标注」，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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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线标注」页面，选择该数据集，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 针对尚未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

在右边标签栏中添加标签

针对文本内容，选择其对应的标签

点击下一篇，此篇文本的内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且您将开始对下一篇文本进行标注

针对已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修改：

进入需修改标签的文本的标注页面，选择右边标签栏中的标签

点击下一篇，对此篇文本标签的修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

标注技巧: 每个标签的已标注文本需大于100 条，且“无标注数据”大于0条，即可启动智能标注功能，提高标注效率

**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 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已标注的文本信息：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查看」，进入查看标注页面后，点击「有标注信息」

通过选择左侧标签中的不同标签名称，即可查看不同标签下的文本数据

数据去重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标签。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个样本是重复样本。

例如：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标签标签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weather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weather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local

上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后两个样本虽然标签不一，但文本内容一致，也为重复样本。根据文本出现的顺序，最后一次的重复样本将代替之

前的重复样本。

小Tips：“如何利用好重复样本” 如果您的数据存在样本种类不均衡的现象，您可以通过将重复样本数量小的那一类，使其样本数量增加到与

数据量大的那一类样本数量相近，以提高模型训练的效果，这种方法也称为“上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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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API上传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文本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文本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

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na

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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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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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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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716

https://console.bce.baidu.com/ai/?_=1537962688426&ed&no_xss&locale=zh-cn#/ai/easydl/overview/index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

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

10000个汉字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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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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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

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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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创建数据集。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相应的标注模版、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集。

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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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待导入数据集是中文简体/繁体，请选择『短文本单标签』；如果待导入数据集是非中文的其他语言，请选择『多语种文本单标签』，点

击可查看支持的全部语言种类。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4种方案上传文

本分类的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平台已有数据集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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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以压缩包方式上传以压缩包方式上传

如果您想上传的数据为压缩包，请根据您的数据是否已标注，按照以下格式要求完成数据上传。

无标注数据无标注数据

压缩包内包含上传的所有文本数据，每一个文本文件将作为一个样本上传，详见示例压缩包

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内文件类型支持txt，文件编码仅支持UTF-8

有标注数据有标注数据

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同时压缩包大小在5GB以内，文本编码仅支持UTF-8，每个文本文件最长不能超过4096个字符

标注文件中标签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有标注数据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格式组织压缩包的内容：

以文件夹命名样本的标签：压缩包内按照文本类别数量分为多个文件夹，以文件夹的名称作为文本类别标签，文件夹下的所有txt文件作为样

本，详细请见示例压缩包

用json文件标记分类：压缩包内仅支持单个文本文件（txt）及同名的json格式标注文件的上传，可传多组样本，详细请见示例压缩包

以TXT文本文件上传以TXT文本文件上传

无标注数据文本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n"（即每行一个未标注样本，使用回车换行），详见数据样例。有标注数据中文本文件内数

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t标签\n"（即每行一个标注样本，使用tab键将文本内容与标签分开，使用回车换行），详见数据样例。每一行表示

一组数据，每组数据的字符数建议不超过4096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训练的字符数不超过512个字符，超出的字符可正常保存，但不参与

训练。

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本文件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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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每行是一个样本详见数据样例，如果您上传的为有标注数据，则每行的样本包含两列，第一列为数据文本内

容，第二列为文本对应标签，详见数据样例；如果您上传的为无标注数据，则每行样本仅包含第一列数据文本内容，每个数据样本文本内容的

字符数建议不超过4096个，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文件个数上限为100个

请确保您上传的样本在sheet1中，注意，首行作为表头将被系统忽略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平台已有数据集平台已有数据集

导入无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不带标注的全部数据，或未标注的数据

导入已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某个或全部标签下的数据

准备数据集的技巧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文本分类任务中，可参考以下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首先想好分类如何设计，每个分类为你希望识别出的一种结果，如要识别新闻的内容类型，则可以以“科技”、“体育”、“农业”等分别作为一个分类

标准；如果审核场景中通过文本判断是否出现广告，可以设计为两类设计为“正常”、“不正常”两类，或者“正常”、“异常原因一”、“异常原因二”、

“异常原因三”等多类。

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暂不支持扩容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暂不支持扩容

数据量数据量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文本数据，每个分类建议至少需要准备50个文本文件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文件1000个起，如果某些分类的

文本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文本。

文本的基本格式要求： 目前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格式为UTF-8字符。一个模型的文本总量限制10万个文本

文件。

数据分布数据分布

训练集文本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环境一致

考虑实际应用场景的种种可能性，每个分类的文本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存在的可能性，训练集若能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则越强

可能的疑问可能的疑问

如果训练文本数据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怎么办？

答：训练的模型算法会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尽可能覆盖即可。

多语种模型支持全球94种语言：

南非语, 阿姆哈拉语, 阿拉伯语, 阿萨姆语, 阿塞拜疆语, 白俄罗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拉丁化), 布列塔尼语, 波斯尼亚语, 加泰隆语,

捷克语, 威尔士语, 丹麦语, 德语, 希腊语, 英语, 世界语, 西班牙语, 爱沙尼亚语, 巴斯克语, 波斯语, 芬兰语, 法语, 弗里斯兰语, 爱尔兰语, 苏格兰盖

尔语, 加利西亚语, 古吉拉特语, 希伯来语, 印地语, 印地语(拉丁化), 克罗地亚语, 匈牙利语, 亚美尼亚语, 印尼语, 冰岛语, 意大利语, 日语, 爪哇语,

格鲁吉亚语, 哈萨克语, 高棉语, 康纳达语, 韩语, 库尔德语, 柯尔克孜语, 拉丁语, 老挝语, 立陶宛语, 拉脱维亚语, 马拉加斯语, 马其顿语, 马拉亚拉

姆语, 蒙古语, 马拉提语, 马来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荷兰语, 挪威语, 奥里亚语, 旁遮普语, 巴利语, 普什图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梵语, 信

德语, 僧伽罗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索马里语, 阿尔巴尼亚语, 塞尔维亚语, 巽他语, 瑞典语, 斯瓦希里语, 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拉丁化), 泰

卢固语, 泰卢固语(拉丁化), 泰语, 他加禄语, 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乌克兰语, 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拉丁化), 乌兹别克斯坦语, 越南语, 意第绪语。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步骤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或者【模型中心-我的模型】点击创建模型； 数据集是中文数据集，任务场景请选择『短文本分类任务』； 数据集是非中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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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任务场景请选择『多语种文本分类任务』，模型共支持全球94种语言，点击可查阅

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 选择模型类型、提交模型名称、模型描述、联系方式即可创建模型。

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操作示例见下图。

1. 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 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支持语言清单：

南非语, 阿姆哈拉语, 阿拉伯语, 阿萨姆语, 阿塞拜疆语, 白俄罗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拉丁化), 布列塔尼语, 波斯尼亚语, 加泰隆语,

捷克语, 威尔士语, 丹麦语, 德语, 希腊语, 英语, 世界语, 西班牙语, 爱沙尼亚语, 巴斯克语, 波斯语, 芬兰语, 法语, 弗里斯兰语, 爱尔兰语, 苏格兰盖

尔语, 加利西亚语, 古吉拉特语, 希伯来语, 印地语, 印地语(拉丁化), 克罗地亚语, 匈牙利语, 亚美尼亚语, 印尼语, 冰岛语, 意大利语, 日语, 爪哇语,

格鲁吉亚语, 哈萨克语, 高棉语, 康纳达语, 韩语, 库尔德语, 柯尔克孜语, 拉丁语, 老挝语, 立陶宛语, 拉脱维亚语, 马拉加斯语, 马其顿语, 马拉亚拉

姆语, 蒙古语, 马拉提语, 马来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荷兰语, 挪威语, 奥里亚语, 旁遮普语, 巴利语, 普什图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梵语, 信

德语, 僧伽罗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索马里语, 阿尔巴尼亚语, 塞尔维亚语, 巽他语, 瑞典语, 斯瓦希里语, 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拉丁化), 泰

卢固语, 泰卢固语(拉丁化), 泰语, 他加禄语, 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乌克兰语, 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拉丁化), 乌兹别克斯坦语, 越南语, 意第绪语。

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文本数量不少于10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量较低，会影响模型

整体的识别效果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各分类的详细评估指标，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比如下图中的评估报告显示，标签为1的分类精确值数据表现

较标签为0的精确值要差，即可考虑从两个方向进行针对性优化，一是增加标签为1的数据集样本数据量，二是检查现有标签为1数据集中是否

存在定义模糊的情况，提升标签为1的数据集质量，优化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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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以及完整评估结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以及评估样本具体数据情

况，各分类的精确值、F1-Score等指标。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准确率：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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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如果单个标签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会影响评估指标的科学有效性，请确保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标签的数据量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直接输入文本或上传txt格式文本，文本长度上限为512汉字

在识别结果栏中，可进行阈值的调整。置信度在阈值以下的预测结果将不予显示。例如，阈值调整为0.85时，置信度小于85%的预测结

果将不予显示。各类标签的置信度均小于85%时，识别结果栏将显示为：“没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

4. 若您对预测结果满意，可点击「申请上线」，进行模型的发布

如果单个标签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会影响评估指标的科学有效性，请确保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标签的数据量

发起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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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将更高。如果您手中的标注数据集样本较少（例如少于1000条），可选择「高精度」的算法。

使用高精度的算法训练模型将会耗时更久，实验环境下1000个样本，预计在2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如果您选择了高性能的模型，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5min内完成训练.

同样的数据量情况下，效果比高精度的模型4-5%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

率）。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选择数据集里的文本，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文本。注意，文本分类模型至少需要选择2个及以上分类注意，文本分类模型至少需要选择2个及以上分类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在选择GPU P40、高性能的模型时，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5min内完成训练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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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部署

整体介绍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文本分类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文

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在线离线均有调用需求的企业场景。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

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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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申请发布通过后，界面和状态示意：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文本分类模型，实现个性化文本识别。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文本分类API 详情访问：EasyDL 文本分类-单标签

进行训练。

更多训练模型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请查看 常见问题文档。

如有其它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 文本分类-单标签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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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定制化文本分类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op_nu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请求示例代码请求示例代码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top_num": 6    "top_num": 6

}}

""""""
EasyDL 文本分类单标签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文本分类单标签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地址，例如：./example.txt】"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地址，例如：./example.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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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在百度

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离线API

发布API

在训练模型时，您需要选择「EasyEdge本地部署」的训练方式，才能发布本地部署的私有API。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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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API介绍私有API介绍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发布私有API的流程发布私有API的流程 训练完毕后，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1. 在「发布模型」页面中，选择模型及模型的版本，选择部署方式为「EasyEdge本地部署」、集成方式为「API-纯离线服务」。点击「发布」，

即可跳转至「发布新服务」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示意：发布模型页面示意： 

2. 在「发布新服务」页面，选择部署类型，填写服务名称、证书生效时间等信息，选择对应的系统和芯片。

部署类型可支持单模型部署和增量部署

增量部署申请，指需要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模型部署包时使用。进行增量部署时，需在「已部署服务」选择同台服务器历史中最近

部署的部署包，此步骤用来关联不同部署包中的license文件

3. 上传指纹文件。详细操作见指纹提取工具说明，可通过指纹工具进行指纹的提取

4. 点击下一步，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后即可发布。发布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器目录下看到发布处于审核中的状态

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5. 等待审核通过，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发布新服务页面示意：发布新服务页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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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说明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调用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 文本分类-单标签 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文本分类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TextClassification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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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op_nu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
    "text": "<UTF-8编码数据>",    "text": "<UTF-8编码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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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

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

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1024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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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常见问题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是是文本分类模型上传处理失败，请先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特殊字符、或者增加了空格（标签仅支持中英文数字及下划

线，长度不超过256字符）；然后检查上传的数据文本量是否超过上限（10万）；再检查文本是否有损坏。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云控

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服

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Step 1 重新训练Step 1 重新训练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需要重新训练的模型——点击训练，进行新版本模型训练

Step 2 重新发布Step 2 重新发布 点击我的模型列表——找到新训练好的模型版本——点击申请发布

Step 3 确认发布Step 3 确认发布 在出现的弹窗中点击确定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模型效果怎么调优？***模型效果怎么调优？**

如果对模型效果不满意，您可以先查看训练数据是否和实际场景要分类的文本一致，以及训练数据量是否太少。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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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训练数据量已经达到一定丰富度（如单个分类/标签的文本量超过2000条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不限制发布模型数量，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模型部署相关问题

**模型发布公有云部署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模型发布公有云部署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

目前EasyDL全部文本任务均提供部分免费调用额度，并支持付费购买额外的调用额度。详情请参考：EasyDL文本价格说明

**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目前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私有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私有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并支持

在控制台在线按设备使用年限购买授权。详情请参考：文本私有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的原因包括：

1、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拒绝。

2、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

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文本分类-多标签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文本分类的模型，是基于自建分类体系的机器学习方法，可实现文本按内容类型做自动分类。平台目前提供的文本分类模型包括：文本分类

（单标签）和文本分类（多标签）两种模型类型，请您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本文介绍的是关于文本分类（多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的模型介

绍。

文本分类（单标签）场景：如您对网络文章进行舆情分析，判断舆情是正向评价还是负向评价，即每条文本仅有一个仅有一个分类标准，此问题属于单标

签的文本分类场景；

文本分类（多标签）场景：如您对网络文章进行板块划分，即每条文本有两个及以上两个及以上分类标准，文章可能属于娱乐、国际、生活等多个标签，则

可使用多标签的文本分类模型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1、新闻分类：定制训练媒体文章文本的自动分类，识别文章所属的一个或多个领域标签

2、商品名称分类：定制训练商品名称的分类模型，识别商品所属的一个或多个品类

3、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文本分类多标签的模型

技术特色

文本分类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面

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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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创建数据集。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相应的标注模版、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集。

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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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4种方案上传文本分类的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平台已有数据集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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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以压缩包方式上传以压缩包方式上传

文本文件的编码方式：UTF-8，每个文本文件最长不能超过4096个汉字（字符）

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大小需要在5GB以内；

注意，如果您上传的数据是带有标注信息的数据，则需要在压缩包里的创建文件夹，文件夹名即是标签名，只能包含数字/字母/下划线，一个样

本有多个标签，则从属于多个文件夹。例如“北京明天气温骤降，请注意保暖”的文本文件同时存在于“北京本地”和“天气”两个文件夹下。

以TXT文本文件上传以TXT文本文件上传

每行样本最长不能超过4096个汉字（字符），文件编码方式：UTF-8

txt文件内的标注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t标注标签\t...标注标签\t\n"（\t代表tab制表符，\n代表回车换行），如果是无标注信息的数据，

则每行只有文本内容即可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cel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使用第一列作为待标注文本，第二列作为标注信息列（此列仅支持数字或字母），每行是一组样本，每组数据

文本内容的字符数建议不超过4096，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件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平台已有数据集平台已有数据集

导入无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不带标注的全部数据，或未标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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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已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某个或全部标签下的数据

准备数据集的技巧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文本分类任务中，可参考以下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设计整个数据集的分类体系，即抽象出文本所需识别的标签，标签也是你希望识别出的结果。例如娱乐新闻的内容类型，则可以以“男星”、“大

陆”、“港台”、“童星”等分别作为标签体系。

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如果要超过这个量级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如果要超过这个量级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数据量数据量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标签准备文本数据，每个标签建议至少需要准备50个以上的样本，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1000-10000个文本样本，如果

某些分类的文本具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文本。

文本的基本格式要求： 目前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格式为UTF-8字符。一个模型的文本总量限制100万个文本

文件。

数据分布数据分布

训练集文本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环境一致

考虑实际应用场景的种种可能性，每个分类的文本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存在的可能性，训练集若能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则越强

可能的疑问可能的疑问

如果训练文本数据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怎么办？

答：训练的模型算法会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尽可能覆盖即可。

多语种模型支持全球94种语言：

南非语, 阿姆哈拉语, 阿拉伯语, 阿萨姆语, 阿塞拜疆语, 白俄罗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拉丁化), 布列塔尼语, 波斯尼亚语, 加泰隆语,

捷克语, 威尔士语, 丹麦语, 德语, 希腊语, 英语, 世界语, 西班牙语, 爱沙尼亚语, 巴斯克语, 波斯语, 芬兰语, 法语, 弗里斯兰语, 爱尔兰语, 苏格兰盖

尔语, 加利西亚语, 古吉拉特语, 希伯来语, 印地语, 印地语(拉丁化), 克罗地亚语, 匈牙利语, 亚美尼亚语, 印尼语, 冰岛语, 意大利语, 日语, 爪哇语,

格鲁吉亚语, 哈萨克语, 高棉语, 康纳达语, 韩语, 库尔德语, 柯尔克孜语, 拉丁语, 老挝语, 立陶宛语, 拉脱维亚语, 马拉加斯语, 马其顿语, 马拉亚拉

姆语, 蒙古语, 马拉提语, 马来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荷兰语, 挪威语, 奥里亚语, 旁遮普语, 巴利语, 普什图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梵语, 信

德语, 僧伽罗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索马里语, 阿尔巴尼亚语, 塞尔维亚语, 巽他语, 瑞典语, 斯瓦希里语, 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拉丁化), 泰

卢固语, 泰卢固语(拉丁化), 泰语, 他加禄语, 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乌克兰语, 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拉丁化), 乌兹别克斯坦语, 越南语, 意第绪语。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在线标注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 上传未标注的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进入标注页面：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标注」，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在「在线标注」页面，选择该数据集，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 针对尚未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

在右边标签栏中添加标签

针对文本内容，选择其对应的标签（可进行多选）

点击下一篇，此篇文本的内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且您将开始对下一篇文本进行标注

针对已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修改：

进入需修改标签的文本的标注页面，选择右边标签栏中的标签（可进行多选）

点击下一篇，对此篇文本标签的修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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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 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已标注的文本信息：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查看」，进入查看标注页面后，点击「有标注信息」

通过选择左侧标签中的不同标签名称，即可查看不同标签下的文本数据

数据去重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标签。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个样本是重复样本。

例如：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标签标签

未来的学和教正在改变，学生将会在家里学习，机器人将走上讲台。 education/science

未来的学和教正在改变，学生将会在家里学习，机器人将走上讲台。 education/science

未来的学和教正在改变，学生将会在家里学习，机器人将走上讲台。 AI/robot

上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后两个样本虽然标签不一，但文本内容一致，也为重复样本。

Tips： “如何利用好重复样本”，如果您在模型训练过程中，需要通过增加某个类别标签的预测权重，可以通过增加此标签的重复样本来达到此目

标。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1.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2.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3.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API上传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文本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文本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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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 、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_

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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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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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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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或 TEXT_CLASSIFICATION_MUL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内容

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

时长1~15秒；文本分类单标签和文本分类多标签4096个汉字时长1~15秒；文本分类单标签和文本分类多标签4096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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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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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

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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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模型训练

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文本数量不少于10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量较低，会影响模型

整体的识别效果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各分类的详细评估指标，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例如下图中评估报告显示有20个标签数，但部分标签（19、

17、15等）精确值极低，即可考虑从两个方向进行针对性优化，一是增加相应标签的数据集样本数据量，二是检查现有相应标签数据集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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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定义模糊的情况，提升标签数据集质量，以此达到优化模型的效果。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以及完整评估结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以及评估样本具体数据情

况，各分类的精确值、F1-Score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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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准确率：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如果单个标签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会影响评估指标的科学有效性，请确保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标签的数据量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直接输入文本或上传txt格式文本，文本长度上限为512汉字

在识别结果栏中，可进行阈值的调整。置信度在阈值以下的预测结果将不予显示。例如，阈值调整为0.85时，置信度小于85%的预测结

果将不予显示。各类标签的置信度均小于85%时，识别结果栏将显示为：“没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

4. 若您对预测结果满意，可点击「申请上线」，进行模型的发布

如果单个标签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会影响评估指标的科学有效性，请确保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标签的数据量

发起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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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将更高。如果您手中的标注数据集样本较少（例如少于1000条），可选择「高精度」的算法。

使用高精度的算法训练模型将会耗时更久，实验环境下1000个样本，预计在2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如果您选择了高性能的模型，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5min内完成训练.

同样的数据量情况下，效果比高精度的模型4-5%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

率）。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选择数据集里的文本，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文本。注意，文本分类多标签模型至少需要选择2个及以上分类注意，文本分类多标签模型至少需要选择2个及以上分类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和您选择的模型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的是高性能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5min内完成训练；如果您选择

的是高精度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60-100min完成训练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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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部署

整体介绍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文本分类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文

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在线离线均有调用需求的企业场景。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

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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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申请发布通过后，界面和状态示意：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文本分类模型，实现个性化文本识别。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文本分类API 详情访问：EasyDL 文本分类-多标签

进行训练。

更多训练模型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请查看 常见问题文档。

如有其它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化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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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定制化文本分类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hreshold 否 number - 对识别的文本标签进行阈值条件的筛选，默认阈值为0.5

请求示例代码请求示例代码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threshold": 0.6    "threshold": 0.6

}}

""""""
EasyDL 文本分类多标签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文本分类多标签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数据地址，例如：./example.txt】"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数据地址，例如：./example.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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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离线API

私有部署服务-文本分类多标签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756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私有服务器部署」

选择集成方式「私有API」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点击「提交申请」后，前往控制台申请私有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私有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经典版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私有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私有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

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咨询，通过线下签订合同购买使用。

私有部署服务API调用说明-文本分类多标签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文本分类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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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TextClassification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op_nu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POSTPOST

{{
    "text": "<UTF-8编码数据>",    "text": "<UTF-8编码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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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在

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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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情感倾向分析
整体介绍

任务简介

定制情感倾向分析模型，可实现文本按情感的正向（positive）和负向（negative）做自动分类。您只需提供正向和负向标签对应的训练数据，即

可训练获得情感倾向分析模型。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1. 电商评论分类：可对商品的评论信息进行分类，将不同用户对同一商品的评论内容按情感极性予以分类展示

2. 商品舆情监控：通过对产品多维度评论观点进行倾向性分析，给用户提供该产品全方位的评价，方便用户进行决策

3. 舆情分类：通过对需要舆情监控的实时文字数据流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把握用户对热点信息的情感倾向性变化

4. 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情感倾向分析的模型

技术特色

情感倾向分析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

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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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先在数据总览【创建数据集】。只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集。

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4种方案上传情感倾向分析的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平台已有数据集

不论您上传无标注信息的数据或有标注信息的数据，都需要以下述格式要求进行上传。区别在于上传有标注信息的数据时，需要针对正向文本内不论您上传无标注信息的数据或有标注信息的数据，都需要以下述格式要求进行上传。区别在于上传有标注信息的数据时，需要针对正向文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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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负向文本内容分别进行上传。每个数据集里面默认包含正向（positive）标签和负向（negative）标签。容与负向文本内容分别进行上传。每个数据集里面默认包含正向（positive）标签和负向（negative）标签。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以压缩包方式上传以压缩包方式上传

一个文本文件保存一个样本，文本文件的编码方式：UTF-8，每个文本文件最长不能超过512个汉字（字符）

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大小需要在5GB以内

以TXT文本文件上传以TXT文本文件上传

一个文本文件包含多个样本，文本文件中每行为一个样本

一个文本文件包含一个样本，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本文件

每行样本最长不能超过512个汉字（字符），文件编码方式：UTF-8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cel文件上传数据格式为每行是一个样本，每个数据文本内容的字符数建议不超过512个，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件

需确保上传的样本在sheet1中，且数据都在首列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平台已有数据集平台已有数据集

导入无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不带标注的全部数据，或未标注的数据

导入已标注数据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集名称，可导入其某个或全部标签下的数据

准备数据集的技巧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情感倾向分析任务中，可参考以下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情感倾向分析的数据集，默认只使用正向和负向两种标签的数据，所以数据集中无需创建标签，您只需准备对应情感倾向的标签数据即可。

数据量数据量

每个标签建议至少需要准备50个以上的样本，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准备1000-10000个文本样本，如果某些分类的文本具有相似性，需要

增加更多文本。 数据分布数据分布

训练集文本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内容的业务范围一致，且标签对应文本的数量分布一致。如训练集的业务范围是图书商品的情感倾向

分析，而预计线上对应的场景或业务是电子产品的情感倾向分析，此时两者不一致，将会导致模型实际应用效果不佳

考虑实际应用场景有多种可能性，每个场景都需要准备相对应的训练数据，训练集若能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则越强

建议对高频的业务场景尽量做到覆盖，并通过线上bad case来进行训练数据的优化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在线标注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 上传未标注的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进入标注页面：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标注」，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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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线标注」页面，选择该数据集，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

针对尚未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

选择右边标签栏中的标签。若该文本内容为积极情感，则选择positive；若该文本内容为消极情感，则选择negative。系统默认选择上方的标签

点击下一篇，此篇文本的内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且您将开始对下一篇文本进行标注

针对已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修改：

进入需修改标签的文本的标注页面，选择右边标签栏中的标签

点击下一篇，对此篇文本标签的修改即可进行自动保存

标注技巧: 对于批量文本需要标注为同一个标签的情况，可以在右侧标签区域将标签置顶，进而提高标注效率标注技巧: 对于批量文本需要标注为同一个标签的情况，可以在右侧标签区域将标签置顶，进而提高标注效率 **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 通过以

下方式查看已标注的文本信息：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查看」，进入查看标注页面后，点击「有标注信息」

通过选择左侧标签中的不同标签名称，即可查看不同标签下的文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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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去重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标签。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个样本是重复样本。

例如：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标签标签

这个酒店的地段不错，交通方便 1

这个酒店的地段不错，交通方便 1

这个酒店的地段不错，交通方便 0

上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后两个样本虽然标签不一，但文本内容一致，也为重复样本。

Tips：如果您在模型训练过程中，需要通过增加某个类别标签的预测权重，可以通过增加此标签的重复样本来达到此目标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

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API上传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文本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文本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经典版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

完全一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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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 、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_

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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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SENTI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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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SENTI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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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SENTI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或 TEXT_CLASSIFICATION_MUL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内容

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

时长1~15秒；文本分类单标签和多标签为4096个汉字；情感倾向分析为512个汉字时长1~15秒；文本分类单标签和多标签为4096个汉字；情感倾向分析为512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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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_MUL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单标签)、文本分类（多标签）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情感倾向分析，不可删除分类标签。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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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目录中选择「创建模型」，填写模型名称、模型归属、所属行业、应用场景、邮箱地址、联系方式、功能描述等信息，即可创建模

型。

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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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创建成功后，即可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注：

1. 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以及完整评估结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以及评估样本具体数据情

况，各分类的精确值、F1-Score、召回值等指标。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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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如果单个标签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会影响评估指标的科学有效性，请确保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标签的数据量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直接输入文本或上传txt格式文本，文本长度上限为512汉字

在识别结果栏中，可进行阈值的调整。置信度在阈值以下的预测结果将不予显示。例如，阈值调整为0.85时，置信度小于85%的预测结

果将不予显示。当positive与negative两类标签的置信度均小于85%时，识别结果栏将显示为：“没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

4. 若您对预测结果满意，可点击「申请上线」，进行模型的发布

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文本数量不少于10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量较低，会影响模型

整体的识别效果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各分类的详细评估指标，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比如下图中的评估报告显示，负向分类精确值数据表现较差，

即可考虑从两个方向进行针对性优化，一是增加负向数据集样本数据量，二是检查现有负向数据集中是否存在定义模糊的情况，提升负向数据

集质量，优化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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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发起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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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将更高。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60-100min完成训练

如果您选择了高性能的模型，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5min内完成训练

如果您已从AI市场购买了模型算法，也可以基于已购模型的算法训练： 前往AI市场购买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positive、negative）选择数据集里的文本，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文本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在选择GPU P40、高性能的模型时，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5min内完成训练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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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部署

整体介绍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情感倾向分析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文

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适用于绝大多数通用情感倾向分析场景，如电商评论分析、商品舆情监控等。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的企业场景，如医美平台用户评论分析。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

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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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申请发布通过后，界面和状态示意：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情感倾向分析模型，实现个性化情感倾向分析。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情感倾向分析API。详情访问：EasyDL 情

感倾向分析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理员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 情感倾向分析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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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定制化文本分类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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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离线API

发布API

在训练模型时，您需要选择「EasyEdge本地部署」的训练方式，才能发布本地部署的私有API。

私有API介绍私有API介绍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发布私有API的流程发布私有API的流程 训练完毕后，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1. 在「发布模型」页面中，选择模型及模型的版本，选择部署方式为「EasyEdge本地部署」、集成方式为「API-纯离线服务」。点击「发布」，

即可跳转至「发布新服务」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示意：发布模型页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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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发布新服务」页面，选择部署类型，填写服务名称、证书生效时间等信息，选择对应的系统和芯片。

部署类型可支持单模型部署和增量部署

增量部署申请，指需要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模型部署包时使用。进行增量部署时，需在「已部署服务」选择同台服务器历史中最近

部署的部署包，此步骤用来关联不同部署包中的license文件

3. 上传指纹文件。详细操作见指纹提取工具说明，可通过指纹工具进行指纹的提取

4. 点击下一步，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后即可发布。发布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器目录下看到发布处于审核中的状态

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5. 等待审核通过，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发布新服务页面示意：发布新服务页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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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说明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 情感倾向分析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理员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情感倾向分析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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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SentimentClassification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汉字，超出将被截断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

    "text": "<UTF-8编码数据>"    "text": "<UTF-8编码数据>"
}}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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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在

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4096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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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
整体介绍

简介

定制实体关系抽取模型，是指从文本中抽取出预定义的实体类型及实体间的关系类型，得到包含语义信息的实体关系三元组，每个实体关系三元

组由两个实体及其关系构成。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对内容中的关键实体及实体间的关系类型进行识别和抽取，如：

金融研报信息识别

法律案件抽取

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文本实体关系抽取的模型

技术特色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

义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在【数据总览】里面“创建数据集”。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相应的标注模版、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

集。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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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导入无标注数据***导入无标注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3种方案上传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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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通过压缩包上传时，需注意：通过压缩包上传时，需注意：

压缩包内每一个txt文件为一个样本，文本文件编码须为UTF-8，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包括汉字、数字、符号等），超出将被

截断

压缩包的格式为zip；压缩包最大不超过5G；详见数据样例

通过TXT文本上传时，需注意：通过TXT文本上传时，需注意：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txt文件中，每一行为一个样本，文本文件的编码格式须为UTF-8，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包括汉字、数

字、符号等），超出将被截断，详见数据样例。

文件格式支持txt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件。

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

如果您上传的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未Excel文件，那么要求您的Excel文件每行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包括汉

字、数字、符号等），超出将被截断。注意，表头作为首行将被系统忽略。

文件格式支持xlsx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详见数据样例。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导入有标注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

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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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标注数据上传方式：已标注数据上传方式： 针对已标注的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集上传目前本平台仅支持Excel文件格式上传。

以Excel文件导入

要求上传的Excel文件，首行为表头，表头表示每一列代表的数据类型，依次为“文本内容、实体关系1、实体关系2、..”。其中实体关系内格式

为：{实体1位置,实体1类别},{实体2位置,实体2类别},实体关系。每个标注内均以英文逗号间隔，且内容顺序不可变。详见数据样例。

第二行起每行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文本内容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包括汉字、符号、数字等），超出将报错；

目前Excel文件格式支持xlsx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文本样例如下。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实体关系1实体关系1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决

策。

{[5,7],ORG},

{[9,11],ORG},lead

准备数据集的技巧准备数据集的技巧 在每个数据集项目中可以包含多个实体及其关系的文本数据，每个文本数据的实体数量以及关系数据可以不同。以下是文本实

体关系抽取任务的小tips，请您查收：

思考实体类型：根据您所需要的具体场景，来考虑您的文本数据中包含的实体类型数量

思考实体关系类型：根据您已有的实体，考虑各实体之间的关系

可能的疑问可能的疑问

什么是实体关系抽取？

答：实体关系抽取是指从文本中抽取出预定义的实体类型及实体间的关系类型，得到包含语义信息的实体关系三元组，每个实体关系三元组由两

个实体及其关系构成，如<实体1，实体2，实体关系>

如果训练文本数据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文本，怎么办？

答：训练的模型算法会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尽可能覆盖即可

在线标注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标注***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标注**

如果您上传的是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集为无标注数据集，为了整个模型的正确运行，您可以点击【去标注】根据以下两步操作完成实体关系抽

取的数据标注工作。首先您需要创建实体类别，并设置实体关系，第二步您需要根据您上传的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数据，对每个样本选择实体，标

注实体类别和关系。下面将详细介绍以上两个步骤。 创建实体类别，设置实体关系创建实体类别，设置实体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对上传的无标注数据进行实体类型的设置与

实体关系类型的设置。如下图所示，首先点击右上角的【添加/修改】功能。

在弹出来的弹框中，创建实体类别标签，实体类别选择时相互独立。在创建关系标签时，关系标签目录下，第一个空格为关系类型，后两个空格

为实体类别，点击空格后在下拉框中选择相应的实体类型，即第二个空格为实体1，第三个空格为实体2。需要注意的是，在关系类型的创建中，

与实体类型相组合可以明确实体关系的方向，如【因果关系】中，如果实体1为原因，实体2为结果，则关系方向为【因果关系，实体1，实体

2】，反之则为【因果关系，实体2，实体1】。

在创建实体类别与关系类别的时侯，需注意以下几点：

创建的实体类别标签不能相同，同理创建的关系标签也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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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实体类别名称不超过10个字，每个实体关系名称也得在10个字以内。

选择实体，标注实体类别和关系选择实体，标注实体类别和关系 在上述创建完实体类别，设置实体关系后，针对上传的未标注数据，对数据中每个样本进行实体标注以及关系标

注。 实体标注实体标注 对每个样本实体标注时，点击鼠标左键，覆盖您想要标注的实体字符，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中您所要的实体关系类别，在一个文

本中，可以存在多个实体。采样以上方法，根据您的具体样本，可进行详细标注。

关系标注关系标注

当您完成一个文本的实体类别标注后，您可以对实体间的关系类型进行标注。选中实体1，点击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到实体2，鼠标点击左键则两

个实体之间建立联系，此时在弹出的实体关系标签中选中所需标签完成关系标注。点击右键此时产生一条曲线，连接实体1和实体2。当标注完成

后，可以看到标注结果栏产生刚刚标注完成的实体关系。任意点击标注栏的实体关系，可在文本内容上看到对应的关系。如您想删除已标注的关

系，可在标注结果部分选中关系点击删除即可。 

根据您上传的数据样本，每个样本中的实体数与关系数可以不同。

数据去重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实体关系类型。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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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样本是重复样本。例如：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实体关系1实体关系1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决

策。
{[5,7],ORG},{[9,11],ORG},lead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决

策。

{[5,7],ORG},

{[9,11],ORG},friends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决

策。

{[5,7],ORG},

{[9,11],ORG},friends

上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前两个样本虽然实体关系不同，但文本内容一致，为重复样本，后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与实体关系都一致，则也为

重复样本。根据文本出现的顺序，最后一次的重复样本将代替之前的重复样本。

小Tips：“如何利用好重复样本” 如果您的数据存在样本种类不均衡的现象，您可以通过将重复样本数量小的那一类，使其样本数量增加到与数据

量大的那一类样本数量相近，以提高模型训练的效果，这种方法也称为“上采样”。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

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步骤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或者【模型中心-我的模型】点击创建模型。

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 选择模型类型、提交模型名称、模型描述、联系方式即可创建模型。

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可以切换查看训练集与自定义测试集的效果评

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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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您就可以看见识别出的实体关系以及实体关系数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直接输入文本或上传txt格式文本，文本长度上限为512汉字

4. 若您对预测结果满意，可点击「申请上线」，进行模型的发布

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提供「高精度」算法。

1000条标注数据，在P40机器上预计在1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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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

率）。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需选择1个数据集。建议您使用的每个实体关系的样本数应达到1000个以上，再启动训练，如果您提交的训练数据中，每个实体关系的样本数

不足1000，可能会影响模型的训练效果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和您选择的模型类型有关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pki8mxr4m)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模型部署

整体介绍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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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

考示例文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在线离线均有调用需求的企业场景。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

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模型，实现个性化实体关系识别。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实体关系抽取API。

更多训练模型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请查看 常见问题文档。

如有其它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化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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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最大长度512个字符

注意：通过API接口预测时，模型仅接收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和标点符号）内的文本，超出将被截断。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

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

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content 是 string 预测的文本内容（最多仅支持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符号等）

entities 是 array 此为实体数组，可包含多个实体

+alias 是 string
每个实体的识别信息，建议按顺序1、2、3、...依次梳理标注的实体值，其中1代表第一个实体，2代表第二个实

体，依次类推

+offset 是 array 实体所在的位置

+span 是 string 实体内容

+tag 是 string 实体的类别

relations 是 array 实体关系的数据，可以包括多个实体关系

+alias 是 string
每个实体关系识别信息，建议按顺序1、2、3、...依次梳理标注的实体关系值，其中1代表第一个实体关系，2代表

第一个实体关系，依次类推

+predica

te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类型

+from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的主体实体

+to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的目标实体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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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离线API

发布API

在训练模型时，您需要选择「EasyEdge本地部署」的训练方式，才能发布本地部署的私有API。

私有API介绍私有API介绍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发布私有API的流程发布私有API的流程 训练完毕后，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1. 在「发布模型」页面中，选择模型及模型的版本，选择部署方式为「EasyEdge本地部署」、集成方式为「API-纯离线服务」。点击「发布」，

即可跳转至「发布新服务」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示意：发布模型页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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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发布新服务」页面，选择部署类型，填写服务名称、证书生效时间等信息，选择对应的系统和芯片。

部署类型可支持单模型部署和增量部署

增量部署申请，指需要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模型部署包时使用。进行增量部署时，需在「已部署服务」选择同台服务器历史中最近

部署的部署包，此步骤用来关联不同部署包中的license文件

3. 上传指纹文件。详细操作见指纹提取工具说明，可通过指纹工具进行指纹的提取

4. 点击下一步，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后即可发布。发布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器目录下看到发布处于审核中的状态

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5. 等待审核通过，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价格说明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调用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文本实体关系抽取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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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EntityRelationExtraction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
    "text": "<UTF-8编码数据>"    "text": "<UTF-8编码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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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

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

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content 是 string 预测的文本内容（最多仅支持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符号等）

entities 是 array 此为实体数组，可包含多个实体

+alias 是 string
每个实体的识别信息，建议按顺序1、2、3、...依次梳理标注的实体值，其中1代表第一个实体，2代表第二个实

体，依次类推

+offset 是 array 实体所在的位置

+span 是 string 实体内容

+tag 是 string 实体的类

relations 是 array 实体关系的数据，可以包括多个实体关系

+alias 是 string
每个实体关系识别信息，建议按顺序1、2、3、...依次梳理标注的实体关系值，其中1代表第一个实体关系，2代表

第一个实体关系，依次类推

+predica

te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类型

+from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的主体实体

+to 是 string 实体关系的目标实体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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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在

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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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文本实体抽取
整体介绍

简介

定制文本实体抽取模型，实现对文本进行内容抽取，并识别为自定义的实体类别。平台提供文本实体标注的工具，您可在平台上传文档，完成标

注后可直接进行模型训练。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对内容中的关键实体进行识别和抽取，如：

金融研报信息识别

法律案件文书实体抽取

医疗病例实体抽取

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文本实体抽取的模型

技术特色

文本实体抽取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

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API上传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整理的文本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文本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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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dataset_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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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实体类别列表API查看实体类别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的实体类别。返回实体类别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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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实体类别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实体类别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实体类别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实体类别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样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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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Lab

el
否 boolea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ont

ent
是 string

type为TEXT_ENTITY_EXTRAC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文本实体抽取限制512个字符（包括汉字、数字、

字母）

entity_nam

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bje

ct)
实体类别数据

+label_nam

e
是 string 实体类别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offset 是 array
文本实体抽取任务需要给出，是抽取的具体实体内容的位置，从entity_content中，第一个字符记为0起算，以

数组"[n,m]"的形式填入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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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实体类别删除API实体类别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实体类别。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ENTITY_EXTRACTION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me 是 string 实体类别名称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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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实体类别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在【数据总览】里面“创建数据集”。需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相应的标注模版、选择数据去重策略，即可创建一个空数据

集。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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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动去重即平台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建议创建数据集时选择「数据自动去重」

导入无标注数据导入无标注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3种方案上传数据，分别为：

本地导入

BOS目录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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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

以TXT文本文件方式上传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通过压缩包上传时，需注意：通过压缩包上传时，需注意：

压缩包内的一个文本文件将作为一个样本上传。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内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

每组数据的数建议不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通过TXT文本上传时，需注意：通过TXT文本上传时，需注意：

文本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n"（即每行一个样本，使用回车换行），每一行表示一组数据，每组数据的数建议不超过512个字符，

超出将被截断

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件

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

Excel文件内首行为表头，每行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格式支持xlsx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

BOS目录导入BOS目录导入 需选择Bucket地址与对应的文件夹地址。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需输入链接地址。分享链接导入的要求如下：

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导入有标注数据导入有标注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您可以使用本地上传的方案上传数据。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本地数据的导入：

以Excel文件的方式上传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06



以API的形式导入

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

Excel文件内首行为表头，每行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格式支持xlsx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

通过API上传时，需注意：通过API上传时，需注意：

可参考以下文档：实体抽取API数据管理

什么是实体类别？什么是实体类别？

实体类别（Entity Type）是指某类事物的集合，每一类数据对象的个体称为实体，如人/角色（例如学生），对象（例如发票），概念（例如

简介）或事件（例如交易）。实体类别名标签名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在线标注

通过平台导入「无标注信息」的数据集后，可对无标注数据进行标注操作。

创建标签创建标签

进入到待标注的数据集，您需要在右侧的标签栏中创建标签，点击「添加/搜索标签」后，即可输入标签名称，注意平台仅支持数字和字母的标

签名

添加完标签后，可以添加标签的备注信息，如下图：

标注实体标注实体

您可以在文中划选需要标注的文本，然后在弹出的下落标签中选择需要标注的标签，如下图。也可以在划选文本后，在右侧的标签区域点击选择

标签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某个标签的「连续标注」功能（如图中红框标记），在文中通过连续划选文本内容来进行连续标注。如下图：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07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4kgstvrq7


在您需要进行在文中进行关键词检索时，可以在文本上方的「定位内容」区域，输入文本内容，便可在文本区域高亮出检索的关键词，以方便您

定位内容和标注。

**查看标注信息***查看标注信息**

您可以在标签中，点击「高亮」图标按钮，来达到让文本区域高亮显示标注信息，以方便您的查看标注情况。图标按钮如下图所示：

数据去重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文本实体抽取的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实体类别。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

个样本是重复样本。例如：

以下3条都是文本实体抽取任务的重复样本，样本示例如下：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实体类别实体类别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北京：loc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今天：date

今天北京的空气不错 北京：local

上述两个表中，都代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后两个样本虽然标签不一，但文本内容一致，也为重复样本。

Tips： “如何利用好重复样本”，如果您在模型训练过程中，需要通过增加某个类别标签的预测权重，可以通过增加此标签的重复样本来达到此目

标。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1.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2.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3.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08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步骤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或者【模型中心-我的模型】点击创建模型。

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 选择模型类型、提交模型名称、模型描述、联系方式即可创建模型。

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可以切换查看训练集与自定义测试集的效果评

估报告。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如果单个文本实体类别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评估指标的计算将出现误差，建议每个文本实体类别提供超过1000个实体样本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直接输入文本或上传txt格式文本，文本长度上限为512汉字

4. 若您对预测结果满意，可点击「申请上线」，进行模型的发布

如果单个文本实体类别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评估指标的计算将出现误差，建议每个文本实体类别提供超过1000个实体样本

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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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文本实体类别提供超过1000个实体，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将更高。如果您手中的标注数据集样本较少（例如少于1000条），可选择「高精度」的算法。

使用高精度的算法训练模型将会耗时更久，实验环境下1000个样本，预计在2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如果您选择了高性能的模型，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5min内完成训练.

同样的数据量情况下，效果比高精度的模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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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

率）。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可选择多个数据集。注意，文本实体抽取模型至少需要有1个及以上实体类别，样本数建议超过1000注意，文本实体抽取模型至少需要有1个及以上实体类别，样本数建议超过1000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和您选择的模型类型有关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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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部署

整体介绍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文本实体抽取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

文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在线离线均有调用需求的企业场景。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

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文本实体抽取模型，实现个性化文本实体识别。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实体抽取API 详情访问：定制化训练和服

务平台进行训练。

更多训练模型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请查看 常见问题文档。

如有其它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化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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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

注意：通过API接口预测时，模型仅接收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和标点符号）内的文本，超出将被截断。

请求示例代码请求示例代码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content 是 string 预测的文本内容（最多仅支持512个字）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span 否 string 抽取的具体实体内容

+offset 否 array(number） 数组由两个元素组成，分别是实体的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从entity_content中，第一个字符记为0起算

+tag 否 string 识别对应span的实体类别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

""""""
EasyDL 文本实体抽取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文本实体抽取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汉字，超出将被截断****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汉字，超出将被截断**
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数据地址，例如：./example.txt】"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数据地址，例如：./example.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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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离线API

发布API

在训练模型时，您需要选择「EasyEdge本地部署」的训练方式，才能发布本地部署的私有API。

私有API介绍私有API介绍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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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私有API的流程发布私有API的流程 训练完毕后，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1. 在「发布模型」页面中，选择模型及模型的版本，选择部署方式为「EasyEdge本地部署」、集成方式为「API-纯离线服务」。点击「发布」，

即可跳转至「发布新服务」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示意：发布模型页面示意：

2. 在「发布新服务」页面，选择部署类型，填写服务名称、证书生效时间等信息，选择对应的系统和芯片。

部署类型可支持单模型部署和增量部署

增量部署申请，指需要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模型部署包时使用。进行增量部署时，需在「已部署服务」选择同台服务器历史中最近

部署的部署包，此步骤用来关联不同部署包中的license文件

3. 上传指纹文件。详细操作见指纹提取工具说明，可通过指纹工具进行指纹的提取

4. 点击下一步，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后即可发布。发布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器目录下看到发布处于审核中的状态

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5. 等待审核通过，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价格说明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调用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文本分类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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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EntityExtraction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content 是 string 预测的文本内容（最多仅支持512个字）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span 否 string 抽取的具体实体内容

+offset 否 array(number） 数组由两个元素组成，分别是实体的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从entity_content中，第一个字符记为0起算

+tag 否 string 识别对应span的实体类别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POSTPOST

{{
    "text": "<UTF-8编码数据>"    "text": "<UTF-8编码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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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在

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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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短文本相似度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短文本相似度模型，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可实现对两个文本进行相似度的比较计算。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1. 搜索场景下的搜索信息匹配

2. 新闻媒体场景下的新闻推荐

3. 新闻媒体场景下的标题去重

4. 客户场景下的问题匹配

技术特色

短文本相似度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

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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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上传数据集

您可以上传带有标注信息的数据，和无标注信息的数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上传方式，目前平台提供上传方式有：

上传Excel文件

上传TXT文本

上传压缩包

通过API导入

下面分别为您介绍几种上传方式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cel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每行是一个样本，使用第一列和第二列分别作为需要计算相似度的两个文本，第三列为相似度标签（如果导入

无标注数据，此列无数据）。第一列和第二列的文本内容的字符数建议不超过512个，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件

请确保您上传的样本在sheet1中，且数据都在首列。注意，首行作为表头将被系统忽略

以压缩包方式上传以压缩包方式上传

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单个压缩包限制5G以内

压缩包内文本文件类型为txt，每个txt每行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1\t文本内容2\t标注结果\n”，标注结果仅用1/0表示，1代表相似，0代表

不相似。一行表示一组数据，每个文本可以有多行短文本组数据，每组数据字符数建议不超过1024个字符（约512个汉字）

以TXT文本文件上传以TXT文本文件上传

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txt，编码仅支持UTF-8，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

短文本相似度的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1\t文本内容2\t标注结果\n”，一行表示一组数据，每组数据字符数建议不超过1024个字符（约512

个汉字），可上传多个文本文件

通过API方式导入通过API方式导入

您可以通过API导入文档，查看上传数据的方式

API上传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文本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文本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文本数据集管理API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

全一致。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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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TEXT_MATCHING 短文本相似度

dataset_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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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短文本相似度为TEXT_MATCHING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短文本相似度标签仅存在0和1两个标签，其中0代表不相似，1

代表相似。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21

http://ai.baidu.com/docs#/Auth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短文本相似度为TEXT_MATCHING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最多2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短文本相似度为TEXT_MATCHING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Label 否 boolea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TEXT_MATCHING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每行文本内容的格式为“文本内容1\t文本内容2”。

内容限制为：文本相似度中每个文本不得超过512个字（包括标点）内容限制为：文本相似度中每个文本不得超过512个字（包括标点）

entity_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仅可为0或1，其中0代表不相似，1代表相似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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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短文本相似度为TEXT_MATCHING

dataset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短文本相似度不支持删除标签。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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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步骤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或者【模型中心-我的模型】点击创建模型。

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Step 2 填写基本信息 选择模型类型、提交模型名称、模型描述、联系方式即可创建模型。

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Step 3 查看已创建的模型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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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文本数量不少于10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详细评估指标，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例如下图评估报告中显示“0”（不相似）的精确值较低，可考虑从两方

面进行优化，一是适当增加“0”不相似数据集样本量，而是检查当前数据集中“0”不相似数据集质量，是否有定义模糊的情况等，以此达到模型

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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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查看该模型的效果，以及完整评估结果。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以及评估样本具体数据情

况，各分类的精确值、F1-Score等指标。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准确率：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如果在训练阶段，使用的数据集中，相似或不相似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效果评估报告的参考价值较小，建议您训练时

数据量准备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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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输入两对文本，点击「校验」后，右侧识别结果栏将输出预测结果

如果在训练阶段，使用的数据集中，相似或不相似的文本量在100条以内，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效果评估报告的参考价值较小，建议您训练

时数据量准备充足

发起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将更高。如果您手中的标注数据集样本较少（例如少于1000条），可选择「高精度」的算法。

使用高精度的算法训练模型将会耗时更久，实验环境下1000个样本，预计在20-6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如果您选择了高性能的模型，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0min内完成训练.

同样的数据量情况下，效果比高精度的模型4-5%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筛选指标模型筛选指标

选择不同的模型选择方式，对应的模型各项效果指标将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特殊场景的要求，使用默认即可（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

率）。有以下指标可供选择：

模型兼顾Precision和Recall：挑选模型时，兼顾Precision精确度和Recall召回率，如场景中没有对精度或召回的特别要求，建议您使用此默认

指标

Precision最高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Precision精度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Recall最多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选择召回率最高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ACC最大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样本数最多的模型作为部署模型

Loss最小的模型：挑选模型时，优先挑选预测偏差最小的模型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可选择多个数据集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和您选择的模型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的是高性能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0min内完成训练；如果您选择

的是高精度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20-60min完成训练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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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部署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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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调用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短文本匹配模型，实现个性化短文本相似度计算。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API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列表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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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需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需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a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text_b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score 是 number 文本相似度，值的范围[0,1]，相似度递增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text_a": "<UTF-8编码数据>",    "text_a": "<UTF-8编码数据>",

    "text_b": "<UTF-8编码数据>"    "text_b": "<UTF-8编码数据>"
}}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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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49285136）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49285136）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

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

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文本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

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本文大小不合法
文本超出大小限制，每个文本限制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符、数字或字母），有疑问请通过QQ群

（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文本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请检查并修改文本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text字段缺失（未上传文本）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

（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发布私有部署服务器

发布私有部署服务器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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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私有服务器部署」

选择集成方式「私有API」（当前仅支持此方式）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点击「提交申请」后，前往控制台申请私有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私有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经典版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私有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私有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

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微信搜索“BaiduEasyDLBaiduEasyDL”添加小助手咨询，通过线下签订合同购买使用。

私有部署服务API调用说明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短文本相似度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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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http://{IP}:{PORT}/{DEPLOY_NAME}/TextMatching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_a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text_b 是 string - 文本数据，UTF-8编码。最大长度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score 是 number 文本相似度，从0-1，相似度递增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POSTPOST

{{
    "text_a": "<UTF-8编码数据>",    "text_a": "<UTF-8编码数据>",

    "text_b": "<UTF-8编码数据>"    "text_b": "<UTF-8编码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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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

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

法

文本超出大小限制，文本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文本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请检查并修改文本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文本字段内容缺失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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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评论观点抽取
整体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评论观点抽取的模型，是基于自建抽取体系的机器学习方法，可实现从评论文本中抽取评价片段、评价维度、评价观点、并判断评论的情感

倾向。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

评论数据中隐藏着大量的商业价值：

新品用户分析：商家很难单纯从新产品消费额、出货量等结构化数据中找到是否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答案，可通过新产品的用户评论，完成用户

分析。

挖掘产品问题：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产品的问题、用户的偏好、竞品的差异性，甚至洞察出新的商业机会。

辅助消费决策：通过对比同一类型产品不同商品或商家的评论观点信息，可以辅助用户进行消费决策。

互联网舆情分析：商家可通过对评论及其情感倾向的分析，监控品牌和商品的舆情信息变化。

技术特色

评论观点抽取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

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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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1.创建数据集1.创建数据集

1. 选择【EasyDate数据服务】目录下数据总览，点击“创建数据集”。

3. 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数据集属性：是否对数据进行去重操作，详细方法见数据去重策略。

4. 点击完成，在数据总览目录下可以看到生成一个空数据集项目。

2.导入未标注文本数据

点击【导入】进入到新创建的评论观点抽取数据集中，平台暂只支持上传无标注信息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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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方式，分别为「本地导入」、「BOS目录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

通过本地导入时，可通过excel文件、TXT文件、压缩包形式上传通过本地导入时，可通过excel文件、TXT文件、压缩包形式上传

通过文本上传时，需注意：

文本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n"（即每行一个样本，使用回车换行），每一行表示一组数据，每组数据的数建议不超过512个字符，超

出将被截断

文本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最多可上传100万个文本文件。

通过压缩包上传时，需注意：

压缩包内的一个文本文件将作为一个样本上传。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内文件类型支持txt，编码仅支持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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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数据的字数建议不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通过Excel文件上传时，需注意：

Excel文件内首行为表头，每行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字符数不得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文件格式支持xlsx格式，单次可上传100个文件。

通过BOS目录导入格式要求通过BOS目录导入格式要求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已通过txt文件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格式要求分享链接导入格式要求

请确保将全部文本文件保存至同一压缩包，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压缩前源文件大小限制5G以内；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OSS、腾讯COS、

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通过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通过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

直接点选您需要的数据集即可导入。

其他：暂不支持API接口上传服务其他：暂不支持API接口上传服务

数据去重策略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个样本是重复样本。例如：

文本内容文本内容

理发师的手艺真不错

理发师的手艺真不错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

数据标注

通过平台导入「无标注信息」的数据集后，可对无标注数据进行标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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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取评价片段1. 选取评价片段  2. 选取2. 选取

评价对象（必填）评价对象（必填）

画选评价片段后，会出现弹窗如下，请激活图中按钮划选评价对象或手动输入评价对象。

3.自动预标注3.自动预标注

自动预标注可在您输入评价对象之后，自动为您标注该评价片段中针对该评价对象的评价维度、评价观点，以及标注情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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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标注完成后您也可以激活划选按钮对预标注的评论维度进行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评价观点暂不支持多个。

如不使用自动预标功能，您也可以激活划选按钮自行选择文字内容。

对于评价维度、评价观点，您还可以点击加减号左右移动选择文本范围。 

4.完成标注4.完成标注 完成标注后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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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标注无误，可点击下一篇（即为保存）。

5.标为负例5.标为负例 若您认为此篇文本无任何评论观点，则可支持选择【标为负例】，此类样本将不会参与训练，后续模型遇到此类样本也无需预测。

6.简约模式6.简约模式 开启简约模式后，会隐藏掉详细的标注结果（评价对象-评价维度-评价观点-情感倾向），方便您阅读文本内容，如图为简约模式与普

通模式对比：

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步骤步骤

1. 在【模型中心-我的模型】点击创建模型或直接进入到【模型中心-创建模型】；

2. 选择模型类型、提交模型名称、模型描述、联系方式即可创建模型。

3. 模型创建成功后，可以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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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效果评估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以及评估样本具体数据情

况，各分类的精确值、F1-Score、召回值等指标。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F1-score：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F1-score，然后求平均值

精确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然后求平均值

召回率：给每个类别相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类别的召回率，然后求平均值

实际效果可以在左侧目录中找到【模型校验】功能进行校验，或者发布为接口后测试。

模型校验操作步骤：模型校验操作步骤：

上传文本/自行输入文本--输入评价对象和勾选抽取内容--校验按钮--右侧返回json结果。

1. 在上传文本时，只支持上传格式为txt，文本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文本内容\n"（即每行一个样本，使用回车换行），每一行表示一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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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组数据的数建议不超过512个字符，超出将被截断。

2. 您可以手动输入您想要抽取的评价对象，也支持不输入评价对象进行抽取。

3. 选择您想要抽取的评价字段（希望抽取评价片段、评价维度、评价观点，还是判断评论情感倾向，此处只支持单选）

4. 校验过程需要等待数秒，返回结果会在右侧以json形式显示出来，支持下载查看json文档

模型校验示意图：模型校验示意图：

优化效果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选择高精度模型等方法，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新增训练数据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各分类的详细评估指标，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文本类型与风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选择高精度模型***选择高精度模型**

在训练模型时，选择高精度的模型，将提升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

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发起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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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如何选择部署方式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

如果您选择了「公有云部署」，无需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如果您手中的标注数据集样

本较少（例如少于1000条），可选择「高精度」的算法；如果您手中有充足的数据集，您可选择「高性能」的算法。

高精度：预测准确率效果更高，训练时长与训练文本的长度和数量成正比，1000个样本预计在20分钟完成训练

高性能：在相同续联数据量的情况下，有着更快的预测速度，但准确度效果平均损失1~4%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标签（评价观点词、评价维度、情感倾向、评价片段）选择数据集里的文本，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文本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44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Akhyjuv9x#%25E4%25B8%25B0%25E5%25AF%258C%25E7%259A%2584%25E9%2583%25A8%25E7%25BD%25B2%25E6%2596%25B9%25E6%25A1%2588
https://wenxin.baidu.com/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发布

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私有化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评论观点抽取模型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

文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公有云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详见EasyDL价格文档。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支持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

捷。适用于对数据敏感度、隐私性要求较高、在线离线均有调用需求的企业场景。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

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一个月免费试用。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公有云API

发布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就可以在左侧目录栏中找到【发布模型】，发布模型表单页面需要自定义接口地址后缀、服务名称，即可申请发布。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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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我的模型列表——找到新训练好的模型版本——点击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提交工

单单反馈反馈

申请发布通过后，界面和状态示意：

调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评论观点抽取模型，实现对评论文本中评价维度、评价观点的抽取以及对评价观点的情感倾向的判断。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

可获得定制化评论观点抽取API 详情访问：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进行训练。

更多训练模型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请查看 常见问题文档。

如有其它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化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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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定制化文本分类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超过512个token将被截断

analyse_object 否 string - 评论实体对象

analyse_type 是 int 1/2/3/4 只能选择枚举值的一个

请求示例代码请求示例代码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analyse_object": "小丽",    "analyse_object": "小丽",
    "analyse_type": 1    "analyse_type": 1
}}

**coding=utf-8****coding=utf-8**

import sysimport sys
import jsonimport json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IS_PY3 = sys.version_info.major == 3
if IS_PY3:if IS_PY3: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encode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quote_plus
else:else:
    import urllib2    import urllib2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 import quote_plus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Request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from urllib2 import URL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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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analyse_t

ype
是 int

1代表评价片段，2代表评价维度，3代表评价观点词，4代表评价情感倾向；示例：analyse_type:"1"或

analyse_type:"4"，每次请求仅为单值；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 是
array(obj

ect)
需要计算的评价对象数组，元素为字典

+start_off

set
是 int 开始位置

+prob 是 float 置信度

+end_offs

et
是 int 结束位置

+text 是 string 抽取文本

text 是 string 输入文本，超过512个token将被截断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analyse_type":1,    "analyse_type":1,
    "log_id":7000918336750814129,    "log_id":7000918336750814129,
    "result":[    "result":[
    {    {
    "start_offset": 10,    "start_offset": 10,
    "prob": 0.4721265733242,    "prob": 0.4721265733242,
    "end_offset": 24,    "end_offset": 24,
    "text": "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    "text": "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
    }    }
    ],    ],
    "text":"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text":"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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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在百度

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纯离线服务

发布API

在训练模型时，您需要选择「EasyEdge本地部署」的训练方式，才能发布本地部署的私有API。

私有API介绍私有API介绍

将模型以Docker形式在本地服务器（仅支持Linux）上部署为http服务，可调用与公有云API功能相同的接口。可纯离线完成部署，服务调用便捷

发布私有API的流程发布私有API的流程 训练完毕后，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将模型部署到私有服务器：

1. 在「发布模型」页面中，选择模型及模型的版本，选择部署方式为「EasyEdge本地部署」、集成方式为「API-纯离线服务」。点击「发布」，

即可跳转至「发布新服务」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示意：发布模型页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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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发布新服务」页面，选择部署类型，填写服务名称、证书生效时间等信息，选择对应的系统和芯片。

部署类型可支持单模型部署和增量部署

增量部署申请，指需要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模型部署包时使用。进行增量部署时，需在「已部署服务」选择同台服务器历史中最近

部署的部署包，此步骤用来关联不同部署包中的license文件

3. 上传指纹文件。详细操作见指纹提取工具说明，可通过指纹工具进行指纹的提取

4. 点击下一步，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后即可发布。发布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器目录下看到发布处于审核中的状态

个人信息的填写仅供EasyDL团队了解您，便于后续合作接洽，不会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5. 等待审核通过，前往「纯离线服务」等待部署包制作完成后，下载部署包，并参考文档完成集成

价格说明价格说明 EasyDL已支持将定制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只需在发布模型时提交本地服务器部署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一个月免费试用一个月免费试用。

如需购买永久使用授权永久使用授权，请提交工单咨询。

调用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本地部署后，如何使用本地API。如还未训练模型，请先前往EasyDL进行训练。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部署包使用说明部署包使用说明

EasyDL定制化文本分类模型的本地部署通过EasyPack实现，目前提供单机一键部署的方式。

在EasyDL申请、下载部署包后，在本地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目录命名规则：easyDL_服务名称_模型版本号）, 将软件包上传至该目录。参

考EasyPack-单机一键部署 部署成功后，启动服务，即可调用与在线API功能类似的接口。

授权说明授权说明

本地部署包根据服务器硬件（CPU单机或GPU单卡）进行授权，只能在申请时提交的硬件指纹所属的硬件上使用。

部署包测试期为1个月，如需购买永久授权，可提交工单咨询

API参考API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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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请首先在EasyDL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本地部署，本地部署成功后拼接url。

请求URL： http://{IP}:{PORT}/{DEPLOY_NAME}/TextClassification

IP：服务本地部署所在机器的ip地址

PORT：服务部署后获取的端口

DEPLOY_NAME：申请时填写的本地服务名称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 超过512个token将被截断

analyse_object 否 string - 评论实体对象

analyse_type 是 int 1/2/3/4 只能选择枚举值的一个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analyse_t

ype
是 int

1代表评价片段，2代表评价维度，3代表评价观点词，4代表评价情感倾向；示例：analyse_type:"1"或

analyse_type:"4"，每次请求仅为单值；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 是
array(obj

ect)
需要计算的评价对象数组，元素为字典

+start_off

set
是 int 开始位置

+prob 是 float 置信度

+end_offs

et
是 int 结束位置

+text 是 string 抽取文本

text 是 string 输入文本，超过512个token将被截断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POSTPOST

{{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analyse_object":  "小丽 ",    "analyse_object":  "小丽 ",
    "analyse_type ":1    "analyse_typ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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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缺少必要出入参时返回：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的编码UTF-8等问题。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

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

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

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

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1024 UTF-8字符。有疑问请通过

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7000 Auth check failed 离线鉴权调用失败

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模型更新/回滚操作说明 模型更新模型更新 1、在EasyDL-纯离线服务发布页面，找到您的服务器API发布记录，点击【更新版本】，选择「更新包」或

「完整包」来发布。 两者区别：

包类型包类型 描述描述

更新包 仅包含最新的模型应用，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镜像等依赖文件

完整包 包含模型应用和其他鉴权服务，需执行download.sh脚本下载所需完整依赖文件

2、（ ）如果您训练的模型为GPU版本，系统会生成多份下载链接。请在GPU服务器执行 命令，根据返回的Cuda

Version来选择对应的部署包链接下载。

3、在服务器新建目录（建议标记对应模型的版本号，便于区分不同模型版本），如easydl_${DEPLOY_NAME}_v2

 :申请时填写的服务名称

{{
    "analyse_type": 1,    "analyse_type": 1,
    "log_id": 7000918336750814000,    "log_id": 7000918336750814000,
    "result": [    "result": [
        {        {
            "start_offset": 10,            "start_offset": 10,
            "prob": 0.4721265733242,            "prob": 0.4721265733242,
            "end_offset": 24,            "end_offset": 24,
            "text": "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            "text": "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
        }        }
    ],    ],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text": "电影故事结构很松散，但是小丽的演技一如既往的不错，配合她的男演员挺好的，比如说小杰，他在对手戏中有很强的互动性"
}}

{{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code": 336001,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error_msg": "Invalid Argument"
}}

CPU模型可忽略CPU模型可忽略 nvidia-sminvidia-smi

${DEPLOY_NAME}${DEPLOY_NAM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852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模型回滚模型回滚 以如下场景举例说明：

方法一：

方法二：

进入模型V1所在目录，参考上述【模型更新】步骤，执行模型升级操作（即先卸载v2，后升级为v1）

文本创作
文本创作介绍

简介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文本创作模型，基于ERNIE 3.0大模型实现对输入文本内容进行创作和续写。平台提供标注工具，您可在平台上传文档，完成标注后可直接

进行模型训练。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1、新闻资讯创作：训练新闻资讯文本的自动续写和创作模型，节省大量编辑人力

2、文章摘要：训练对网络媒体等文章的自动摘要，进而实现各类文章的自动摘要

3、诗歌对联创作、专业文本续写：定制训练文学创作的模型，对诗词、对联和专业文本进行创作和续写

4、营销广告文案创作：定制训练广告文案创作的模型，给广告营销带来新的创作灵感

5、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创作模型 技术特色技术特色 文本创作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

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模型版本从V1升级至V2

**1.新模型准备****1.新模型准备**
**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创建指定版本的目录**
mkdirmkdir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cdcd easedl_ ease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将部署包上传至服务器该目录并解压**
tartar zvxf xx.tar.gz zvxf xx.tar.gz
**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解压后，进入指定目录执行download脚本下载模型所依赖文件**
cdcd original  original &&&&  bashbash download.sh  download.sh 
**2.旧模型备份****2.旧模型备份**
**历史模型备份****历史模型备份**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_V1
**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记录当前模型的端口号**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3.模型升级****3.模型升级**
cdcd package/Install package/Install
**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卸载当前已安装的旧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前面已备份** ,前面已备份**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python2 install.py remove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安装当前部署包内新的EasyDL服务：${DEPLOY_NAME}${DEPLOY_NAME}****
python2 install.py python2 install.py installinstall  ${DEPLOY_NAME}${DEPLOY_NAME}  
****((可选操作可选操作)) 更新证书** 更新证书**
python2 install.py lupython2 install.py lu

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模型版本从V2回滚至V1

**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重命名当前v2模型目录名称**
mvmv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2_V2
**使用V1版本****使用V1版本**
cpcp -r /home/baidu/work/ -r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 /home/baidu/work/_V1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停止当前模型容器****停止当前模型容器**
docker docker psps -a  -a ||grepgrep  ${DEPLOY_NAME}${DEPLOY_NAME}
docker docker rmrm -f  -f ${容器名}${容器名}
**创建新的容器****创建新的容器**
cdcd /home/baidu/work/ /home/baidu/work/${DEPLOY_NAME}${DEPLOY_NAME}  &&&&  bashbash start/start-1.sh  start/start-1.sh 
**（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可选操作）进入V1版本部署包所在目录执行license更新操作，假如部署包在/opt目录下,以您实际目录为准**
cdcd /opt/easydl_ /opt/easydl_${DEPLOY_NAME}${DEPLOY_NAME}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_V1/original/package/Install &&&& python2 install.py lu python2 install.p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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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1. 创建数据集1. 创建数据集

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中，选择“数据总览”并点击主内容区域的按钮「创建数据集」，默认数据类型为“文本”，标注类型为“文本创作”。

2.导入文本数据2.导入文本数据

进入到新创建的文本创作数据集中。您可以在文本创作任务的数据集中，上传带有标注信息的数据，和无标注信息的数据。

在数据导入方式选择本地数据集，根据您已有的数据存储格式，选择上传格式。目前对未标注数据和已标注数据都仅提供了Excel文件上传方式。

2.1未标注数据上传方式：2.1未标注数据上传方式：

以Excel文件上传以Excel文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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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列作为原始文本，每行是一组样本，首行为表头默认将被忽略，每组数据文本内容的字符数不超过512个字符（包括中英文、数字、符号

等），超出的字符可正常保存，但可能无法参与训练。详见平台导入数据处的数据样例。

2.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件；文件格式示意图如下：

示例：例如在歌词创作场景中，希望用户输入歌名，由模型创作歌词，则上传文本为：“歌名：晴天”。

请注意，“歌名：”作为样本的前缀，需要固定在每一个样本中添加，不固定的前缀，将影响模型效果；

示例样本请详见平台导入数据处的数据样例。

2.2已标注数据上传方式：2.2已标注数据上传方式：

以Excel文件导入以Excel文件导入

1. Excel文件内数据格式要求为：首行为表头，将不录入数据集中，第一列和第二列分别作为模型输入文本和模型输出文本

2. 每行是一组样本，输入文本不超过512个字符，输出文本不超过128个字符，超出的字符可正常保存，但可能无法参与训练。（字符包括中英

文、数字、符号等）

3. 文件类型支持xlsx格式，单次上传限制100个文本文件；文件格式示意图如下：

示例：例如在歌词创作场景中，希望用户输入歌名，由模型创作歌词，此场景的标注数据形式可有多种：

数据格式一：

输入文本内容：“歌名：晴天；歌词：”

输出文本内容：“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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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格式一中，输入到模型的文本是“歌名：晴天；歌词：”，“歌名：”作为模型输入的前缀，需要固定在每一个样本中添加，不固定的前缀，将

影响模型效果；“歌词：”作为模型输出样本的后缀，需要固定在每一个样本中添加，不固定的后缀，将影响模型效果；

您需要在模型预测阶段，确保回传模型输入包含了用户输入的内容，并且拼接了前缀“歌名：”和后缀“歌词：”，在模型服务返回内容时，则直接

输出歌词。

数据格式二：

输入文本内容：“歌名：晴天；”

输出文本内容：“歌词：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在数据格式二中，前缀“歌名：”和后缀“歌词：”分别在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中。“歌名：”作为输入文本的前缀，需要固定在每一个样本中添加，不固

定的前缀，将影响模型效果；“歌词：”作为输出样本的前缀，需要固定在每一个样本中添加，不固定的后缀，将影响模型效果；

您需要确保预测推理阶段，模型输入包含了用户输入的内容，并且拼接了前缀“歌名：”

数据格式三：

输入文本内容：“晴天”

输出文本内容：“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在数据格式三中，前缀“歌名：”和后缀“歌词：”都不存在模型的训练数据，则所有样本都不要添加前缀和后缀。则您需要确保在预测推理阶段，

模型输入仅有歌名内容。

详见平台导入数据处的数据样例。

4. 上传时，单个数据集总量仅支持上传10000条样本（包括标注数据和未标注数据）。

文本创作数据标注

文本创作数据标注文本创作数据标注

1. 图中所示，模型输出文本框中，您可直接编辑模型输出文本，如图所示：

2. 编辑完成后，点击‘下一篇’按钮自动保存并进入下一篇数据

文本创作数据集去重策略说明

重复样本的定义重复样本的定义 一个样本包括文本内容和标签。重复样本的定义，是指您上传的数据中，存在两个样本的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则被判定为两个样

本是重复样本。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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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输入内容模型输入内容 模型输出内容模型输出内容

歌名：晴天；歌词：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歌名：晴天；歌词： 故事的小黄花

歌名：晴；歌词：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上表三个样本均为重复样本，前两个样本虽然标签不一，但文本内容一致，也为重复样本。

Tips： “如何利用好重复样本”，如果您在模型训练过程中，需要通过增加某个类别标签的预测权重，可以通过增加此标签的重复样本来达到此目

标。

平台去重策略平台去重策略 平台提供了可去重的数据集，即对您上传的数据进行重复样本的去重。注意：当您确定了数据集为去重或非去重的属性后，便不可

修改。

当您创建了一个去重的数据集时，在后续上传数据的过程中，平台可通过检验您当前上传的样本与已上传到此数据集下的样本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则会使用新的样本替代旧的样本。此时分为几种情况，如下：

数据集中有未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已标注样本，此时未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重复的未标注样本，此时已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数据集中有已标注样本，上传不同标注的已标注样本，此时已有的标注样本将被覆盖

模型训练

模型创建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在左侧目录【模型中心】下点击创建模型，按照指示，填入相应的模型名称，选择模型归属、所属行业、应用场景，以及您的下关系信

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我完成模型的创建。

模型创建完成后，在左侧目录【模型中心】下点击我的模型，可以看到您已经创建成功的模型。

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

内提交工单反馈。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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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当您的模型以及数据集创建完成后，您可以点击左边目录导航栏中的【训练模型】,创建模型或选择您已经创建的模型，再添加您要使用的训练数

据集，建议您使用的每个文本创作数据的样本数应达到1000个以上，再启动训练.

训练环境训练环境 平台为您提供了GPU算力机器，TeslaGPUV100_32G显存单卡 80核CPU_640G内存，训练设备数默认为8（暂不支持增删机器）。

添加数据集以及完成配置后，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启动训练。

注意：文本创作任务，每次最高支持1万条样本的训练，训练时间最长约1个小时。在您提交任务后，需要与平台其他用户任务排队等待算力机

器，此时间由排队任务数决定。

模型效果评估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1. 校验指标：仅提供 BLEU-4指标 ： 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BLEU 的分数取值范围是 0～100%，分数越接近100%，说明生成的句子

质量越高。

2. 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实际效果可以在左侧目录中找到【模型校验】功能进行校验，或者发布为接口后测试。

校验过程中，您只需要输入或者上传校验文本（文本上限长度为512字符），即可进行校验，输出仅支持52token。

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模型训练完毕后，为了更方便企业用户一站式完成AI模型应用，支持将模型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可以参考示例文档通过HTTP请求的

方式进行调用，快速集成在业务中进行使用。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左侧目录栏中找到【模型部署-公有云服务-发布新服务】，填写发布模型表单页面，自定义接口地址后缀、服务名称，即可申请发布，平台上发

布模型流程完全一致。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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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模型中心——我的模型——选择模型发布。

发布后：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天，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

工单反馈

文本创作-调用API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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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创作模型，实现基于输入文本内容的个性化创作。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API。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HTTP 方法：

POST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化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定制化文本分类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请看模型请求参数。

模型请求参数：模型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512token以

内
输入文本，超过512个token将被截断

max_gen_le

n
否 int 0-128token

生成时返回字符数，可选0-128，可按需设置，通常生成字符数越少，用户等待时间越少。默认取

值为：64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max_gen_len": "64"    "max_gen_len": "64"
}}

###### coding=utf-8###### coding=utf-8

importimport sys sys
importimport json json

######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保证兼容python2以及python3
IS_PY3 IS_PY3 == sys sys..version_infoversion_info..major major ====  33
ifif IS_PY3 IS_PY3::
        fromfrom urllib urllib..request request importimport urlopen urlopen
        fromfrom urllib urllib..request request importimport Request Request
        fromfrom urllib urllib..error error importimport URLError URLError
        fromfrom urllib urllib..parse parse importimport urlencode urlencode
        fromfrom urllib urllib..parse parse importimport quote_plus quote_plus
elseelse::
        importimport urllib2 urllib2
        fromfrom urllib  urllib importimport quote_plus quote_plus
        fromfrom urllib2  urllib2 importimport urlopen urlopen
        fromfrom urllib2  urllib2 importimport Request Request
        fromfrom urllib2  urllib2 importimport URLError URLError
        fromfrom urllib  urllib importimport urlencode urlencode

        reloadreload((syssys))
    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setdefaultencoding(('utf8''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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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setdefaultencoding(('utf8''utf8'))

######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防止https证书校验不正确
importimport ssl ssl

ssl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

###### 百度云控制台获取到ak，sk以及###### 百度云控制台获取到ak，sk以及
###### EasyDL官网获取到URL###### EasyDL官网获取到URL

###### ak###### ak
API_KEY API_KEY ==  'kQWXQ8oe5G5T7ATzXXXXXXXX''kQWXQ8oe5G5T7ATzXXXXXXXX'

###### sk###### sk

SECRET_KEY SECRET_KEY ==  'Y30GtHsKzyH6fUUsQl32GvoBXXXXXXXX''Y30GtHsKzyH6fUUsQl32GvoBXXXXXXXX'

###### url###### url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v1/text_gen/lirics_gen""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v1/text_gen/lirics_gen"

"""  TOKEN start """"""  TOKEN start """
TOKEN_URL TOKEN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

""""""
    获取token    获取token

""""""

defdef  fetch_tokenfetch_token(())::
    params     params ==  {{'grant_type''grant_type'::  'client_credentials''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client_id':: API_KEY API_KEY,,
                            'client_secret''client_secret':: SECRET_KEY SECRET_KEY}}

    post_data     post_data == urlencode urlencode((paramsparams))
        ifif  ((IS_PY3IS_PY3))::
        post_data         post_data == post_data post_data..encodeencode(('utf-8''utf-8'))

    req     req == Request Request((TOKEN_URLTOKEN_URL,, post_data post_data))
        trytry::

        f         f == urlopen urlopen((reqreq,, timeout timeout==55))
        result_str         result_str == f f..readread(())

                printprint(('success''success'))
        exceptexcept URLError  URLError asas err err::
                printprint((errerr))

        ifif  ((IS_PY3IS_PY3))::
        result_str         result_str == result_str result_str..decodedecode(())

    result     result == json json..loadsloads((result_strresult_str))

        ifif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inin result result..keyskeys(())  andand  'scope''scope'  inin result result..keyskeys(())))::
                ifif  notnot  'brain_all_scope''brain_all_scope'  inin result result[['scope''scope']]..splitsplit((' '' '))::

                        printprint(('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please ensure has check the  ability'))
            exit            exit(())

                returnreturn result resul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elseelse::

                printprint(('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please overwrite the correct API_KEY and SECRET_KEY'))
        exit        exit(())

""""""

    调用远程服务    调用远程服务
""""""

defdef  requestrequest((urlurl,, data data))::

        ifif IS_PY3 IS_PY3::
        req         req == Request Request((urlurl,, json json..dumpsdumps((datadata))..encodeencode(('utf-8''utf-8'))))

        elseelse::
        req         req == Request Request((urlurl,, json json..dumpsdumps((datadata))))

    has_error     has_error ==  FalseFalse
        trytry::

        f         f == urlopen urlopen((reqreq))
        result_str         result_str == f f..readread(())

                ifif  ((IS_PY3IS_P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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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返回参数：模型返回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content 否 string - 返回的生成结果

+is_truncate 否 boolean 0或1 返回的生成结果是否被截断，1为被截断，0为没被截断，与设置的max_gen_len的token数有关

示例样本1：示例样本1：

以歌词创作场景为例，模型输入（入参）为歌词名称，模型输出（出参）为歌词内容，假设训练数据中，输入文本的数据模板的为：“歌名：

xxx；歌词：”，输出文本的数据模板为：“xxxx”（xxxx代表生成歌词内容）。

当用户输入：“夏日的海边”

入参text字段为：“歌名：夏日的海边；歌词：”

出参content为：“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其中，“歌名：”作为样本的前缀，需要固定添加在每一次的请求中，不固定的前缀，将影响模型效果；“歌词：”作为样本的后缀，需要固定添加

在每一次的请求中，不固定的后缀，将影响模型效果；

示例输入：示例输入：

示例返回：示例返回：

                ifif  ((IS_PY3IS_PY3))::
            result_str             result_str == result_str result_str..decodedecode(())
                returnreturn result_str result_str

        exceptexcept URLError  URLError asas err err::
                printprint((errerr))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 获取access token# 获取access token

    token     token == fetch_token fetch_token(())

        # 拼接url# 拼接url
    url     url ==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EASYDL_TEXT_CLASSIFY_URL ++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token token

    text     text ==  "歌名：晴天；歌词：""歌名：晴天；歌词："

        # 请求接口# 请求接口
        # 测试# 测试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urlurl,,
                                              {{

                                                      'text''text':: text text,,
                                                      'max_gen_len''max_gen_len'::  128128
                                              }}))

    result_json     result_json == json json..loadsloads((responseresponse))[['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printprint(('u{0}''u{0}'..formatformat((result_jsonresult_json))))

{{
 "text": "歌名：夏日的海边；歌词：", "text": "歌名：夏日的海边；歌词：",

 "max_gen_len": "64" "max_gen_len": "64"
}}

{{

 "log_id": "123456", "log_id": "123456",
 "result": [{ "result": [{

  "content":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content":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is_truncate": 0  "is_truncate":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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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样本2：示例样本2： 以旅行问答场景为例：

用户输入：“十月去青海应该带什么？”，则入参text字段为：“问题是：十月去青海应该带什么？答案是：”

输出：“带个男朋友”，则content为”带个男朋友“

其中，“问题是：”是前缀、“答案是：”是后缀，前缀避免改为“问题：”或“题目是：”等相关词组，后缀避免改为“答案：”或“回答：”等相关词组；前

后缀都需要固定添加在每一次的请求中，否则将影响模型效果。

示例输入：示例输入：

示例返回：示例返回：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text": "问题是：十月去青海应该带什么？答案是：", "text": "问题是：十月去青海应该带什么？答案是：",
 "max_gen_len": "64" "max_gen_len": "64"
}}

{{
 "log_id": "123456", "log_id": "123456",
 "result": [{ "result": [{
  "content": "带个男朋友",  "content": "带个男朋友",
  "is_truncate": 0  "is_truncate": 0
 }] }]
}}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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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文本大小不合法，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文本文件大小限制长度最大512 UTF-8字符。

336005 解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不是utf-8），目前支持文本文件类型为支持txt。如果遇到请重试，如反复失败，请在百度云

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文本文件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EasyDL语音介绍

功能介绍

EasyDL语音，包含语音识别和声音分类两种训练能力，零代码自助训练语音识别语言模型，声音分类模型。提升业务领域专有名词识别准确率，

区分不同声音类别，广泛适用于行业数据采集录入、语音指令、呼叫中心、声音类型检测等应用场景。

科学评估，提供多维报告科学评估，提供多维报告

上传业务场景音频和标注文本，系统自动评估语音识别基础模型得到基线准确率，输出字准、句准、核心词准等多维度评估结果报告

上传语料，深度训练模型上传语料，深度训练模型

选择基础模型上传业务场景相关文本训练语料即可自助训练语言模型，支持词汇、长文本等多种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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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优化，获取最佳模型迭代优化，获取最佳模型

可多次上传文本数据迭代训练，每次训练后系统自动评估训练结果，训练效果精准提升，直观可视

自动上线，模型专属使用自动上线，模型专属使用

训练效果满意后，无需复杂操作，通过申请流程即可将模型上线使用，模型专属使用

特色优势

零门槛操作零门槛操作

一站式自动化训练，上传文件即可最快10分钟训练优化语言模型。

高精准评估高精准评估

系统自动评估多种基础模型，推荐最优模型进行训练。训练前后均提供字准、句准、核心词准等多维度评估结果报告，

强训练效果强训练效果

预置百度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多个基础模型支持多行业多业务场景。支持词汇、长段文本等多种训练方式。支持多次上传训练文本，迭代训练

不断优化模型，平均5%-25%识别准确率提升。

超灵活部署超灵活部署

模型通过申请流程即可自动上线，用户账号专属使用。支持在线API，websocket API，多种操作系统的SDK，适配多种终端的使用需求

应用场景

训练语音识别模型可以在如下的应用场景中获得更好的识别效果

语音对话：语音对话：APP语音助手，金融、医疗、航空公司智能机器人对话等短语音交互场景，使用领域中的专业术语进行训练，提高对话精准度

语音指令：语音指令：智能硬件语音控制、 app内语音搜索关键词、语音红包等场景，训练固定搭配的指令内容，让控制更精确

语音录入：语音录入：农业采集、工业质检、物流快递单录入、餐厅下单、电商货品清点等业务信息语音录入场景，训练业务中的常用词，录入的结果更

加有效

电话客服：电话客服：运营商、金融、地产销售等电话客服业务场景，使用领域中的专业术语进行训练，提高对话精准度

训练声音分类模型可以在如下的应用场景中定制区分不同的声音类型

安防监控：安防监控：定制识别不同的异常或正常的声音，进而用于突发状况预警

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定制识别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的声音、或者不同物种的声音，协助野外作业研究

快速使用

语音技术下任一接口进行付费，即可免费训练语音识别模型，不收取额外的训练费用。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介绍

HI，您好，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EasyDL语音识别。

原语音自训练平台即日已结束公测正式上线，品牌升级更名为“EasyDL语音识别”，平台和语音识别通用接口全面打通，语音技术下任一接口开通

付费即可免费训练语音识别模型，无需额外费用。

——————————————————————

如果您在调用通用语音识别模型时遇到如下困难：

1、在垂直业务领域下通用语音识别模型准确率不满足需求，语音识别应用的场景专业词汇较集中，如医疗词汇、金融词汇、教育用语、交通地

名、人名等，识别结果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例如“虹桥机场”识别为“红桥机场”；“债券”识别为“在劝”。

2、语音识别结果不准带来更高的后处理成本，并且语音识别模型针对性优化训练存在技术门槛、成本高、训练周期长。

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可以通过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式有效提升您业务场景下的识别准确率。欢迎使用EasyDL语音识别，可以通过自助训练语言模型的方式有效提升您业务场景下的识别准确率。

使用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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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一天内即可获得专属模型。平台使用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一天内即可获得专属模型。

1、创建模型创建模型：选择您需要训练的语音识别接口，目前支持训练短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短语音识别极速版、实时语音识别-中文、呼叫中心语音短语音识别-中文普通话、短语音识别极速版、实时语音识别-中文、呼叫中心语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接口。填写基础信息为您的模型进行命名和功能描述，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于我们和您联系。

2、系统评估系统评估：上传您业务场景中的真实音频和对应的正确标注文本真实音频和对应的正确标注文本（尽可能覆盖全部的场景），客观科学地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客观科学地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根据评估

结果，系统自动推荐最佳的基础模型，您可以选择任一基础模型进行训练。

3、训练模型训练模型：上传您业务场景中出现的高频词汇或者是长句文本业务场景中出现的高频词汇或者是长句文本，可以有效提升业务用语的识别率；并可以迭代训练，持续优化。

5、上线模型上线模型：得到满意的训练模型即可申请上线，审批通过自动上线模型。模型上线后，在语音识别的接口中配置模型参数即可使用训练后的

效果。

开始使用平台前，先了解以下您需要提前准备的物料及准备建议：开始使用平台前，先了解以下您需要提前准备的物料及准备建议：

进入EasyDL语音识别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进入EasyDL语音识别。可以看到整体训练流程，点击创建模型可以直接进行模型创建，点击模型中心可以进入

到模型列表页面。

整体训练流程将按照目录栏的顺序依次操作即可。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若遇到的问题在此文档没有找到答案，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 686267521）咨询群管。

1、【测试集（包括业务音频+准确100%的标注文本）】，用于评估基础模型识别率和训练后模型识别率，相当于准备一份“标准答案”。如1、【测试集（包括业务音频+准确100%的标注文本）】，用于评估基础模型识别率和训练后模型识别率，相当于准备一份“标准答案”。如
果模型使用业务范围较广（例如某行业领域模型），建议测试集在1000-3000条左右评估会相对客观；如果是针对某些特定场景训练，可只果模型使用业务范围较广（例如某行业领域模型），建议测试集在1000-3000条左右评估会相对客观；如果是针对某些特定场景训练，可只
提供该场景的音频测试集几十条-几百条均可，包含希望评估的业务内容即可。提供该场景的音频测试集几十条-几百条均可，包含希望评估的业务内容即可。

2、【训练集（投入平台进行训练的文本）】，用于语言模型训练，建议文本要和测试集的内容强相关。训练文本可以放置希望提升识别效2、【训练集（投入平台进行训练的文本）】，用于语言模型训练，建议文本要和测试集的内容强相关。训练文本可以放置希望提升识别效
果的词汇，如业务上的固定搭配和业务关键词等，或者可以将某个词汇放在不同句式的句子中，高频出现。**影响训练效果的关键因素果的词汇，如业务上的固定搭配和业务关键词等，或者可以将某个词汇放在不同句式的句子中，高频出现。**影响训练效果的关键因素
为“文本出现的频率”和“上下文的句意理解”等**。无需重复提交大量文本，少量关键文本即可有训练效果。为“文本出现的频率”和“上下文的句意理解”等**。无需重复提交大量文本，少量关键文本即可有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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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模型

在导航栏【模型中心】-【我的模型】页中可以点击【创建模型】按钮；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侧导航菜单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步骤。目前目前

一个账号下支持创建10个模型，模型可删除。一个账号下支持创建10个模型，模型可删除。

在创建模型步骤中，需要进行“基础信息填写”“上传测试集”“选择基础模型”“基础信息填写”“上传测试集”“选择基础模型”三个环节完成创建。

测试集测试集的作用为通过上传音频和正确的标注文本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上传音频和正确的标注文本评估基础模型的识别率，根据基础模型识别率选择最合适的基础模型进行训练。等模型训练后系模型训练后系

统自动使用该测试集评估得到训练后模型的识别率统自动使用该测试集评估得到训练后模型的识别率，可以直观的查看训练提升效果。

1. 基础信息基础信息：包括接口类型、模型名称、公司/个人、所属行业、应用场景、应用设备、功能描述、邮箱地址、联系方式

接口类型接口类型：包括短语音识别（支持16K采样率音频）、实时语音识别（支持16K采样率音频）和呼叫中心场景（支持8K采样率音频）3

种，用户可以基于应用场景和音频采样率来进行选择。

模型名称模型名称：用户可自行填写模型名称，可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公司/个人公司/个人：模型归属企业则需要填写企业名称，归属个人则不需填写

所属行业所属行业：企业业务或个人应用所属的行业信息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语音识别模型应用落地的业务场景

应用设备应用设备：业务中使用语音技术的录音设备终端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描述模型应用的场景，有助于上线审核哦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填写联系人的邮箱地址，用于模型上线等信息的通知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第一个模型需要用户填写联系方式，后面的模型系统自动复制第一个模型的联系方式（可修改）其中，公司/个人、所属行

业、应用场景、应用设备、功能描述、邮箱地址、联系方式在第一个模型中的填写信息会重复使用，后面创建的模型不用重复填写，但

可修改信息

2. 上传测试集上传测试集：包括填写测试集名称、上传语音文件、上传标注文件

上传测试集上传测试集：用户可自行填写测试集名称，可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上传语音文件上传语音文件：上传音频压缩zip文件（请将所有音频文件直接压缩，请勿将音频存放在文件夹内再压缩请将所有音频文件直接压缩，请勿将音频存放在文件夹内再压缩），格式要求：

16k 16bit单声道pcm/wav文件

8k 16bit 单声道pcm/wav文件（客服场景）；

音频文件名请不要包含中文、特殊符号、空格等字符；

所有音频需直接打包压缩为zip文件格式后上传，zip大小不超过100M，解压后单个音频大小不超过150M

上传标注文件上传标注文件：上传音频的标注文本txt文件，格式要求：

标注文件内容应与音频文件相对应的内容一致(单条音频对应文本长度不超过5000字)；

标注文件格式应为txt格式，GBK编码GBK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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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txt文本中，由音频名称、标注内容两部分构成，用"tab"区隔，带后缀或不带后缀均可;

上传完语音文件及标注文件，点击【开始评估】，后台进入评估状态，此时弹窗提示评估完毕时间，并自动跳转回【我的模型】。一个账号只能一个账号只能

同时评估一个模型同时评估一个模型。待模型评估完毕后通过【我的模型】可以点击进入“选择基础模型”

3. 选择基础模型选择基础模型：系统根据基础模型的识别率自动推荐适合训练的基础模型，基础模型识别率超过50%才可选择进行训练。

若基础模型识别率未达到50%，请检查语音文件和标注文件内容是否匹配，若不匹配，训练结果无意义。若检查标注文件无误后识别率仍旧过

低，可以加入官方QQ群进行咨询：686267521

短语音识别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短语音识别极速版进行训练

实时语音识别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实时语音识别的中文普通话模型进行训练

呼叫中心产品类型中目前支持对呼叫中心语音解决方案进行训练

选择基础模型后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在该模型上进行模型训练。

点击“查看评估详情”可以查看测试集在基础模型上的具体识别结果，评估详情包括：字准率，句准率，插入错误，删除错误，替换错误5个指标，

以及在该测试集上的具体识别结果与标注结果的对比，根据识别错误信息可以更加精准地准备训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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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评估详情”页点击“返回上一步”或“创建模型”可返回选择基础模型

训练模型

可以在【创建模型】-“选择基础模型“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训练模型】

也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页选择已创建完成的模型点击操作栏中的“开始训练”进入【训练模型】；

也可以直接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训练模型】，进入【训练模型】

在训练模型步骤中，选择需要训练的模型，并上传训练文本。目前有两种训练方式可以选择，可以上传热词，或者是长段文本，也可以两种均上

传进行训练。

热词文本格式要求热词文本格式要求：热词训练支持上传热词txt文件进行训练，每个词之间需要换行，txt格式要求gbk编码，大小不超过5M

句篇文本格式要求句篇文本格式要求：句篇训练支持上传多行单句或一整段篇章（一段文字且需要符号）txt文件进行训练，txt格式要求gbk编码，大小不超过5M

建议您上传与您所需模型内容相关度较高的文本或关键词， 以便最大程度提高您的模型识别率

上传训练文本成功之后点击【开始训练】，后台进入模型训练状态，此时弹窗提示评估完毕时间，并自动跳转回【我的模型】。一个账号下同时一个账号下同时

只能训练一个模型。只能训练一个模型。待模型训练完毕后生成新的模型版本，在【我的模型】列表页可以查看模型训练结果。

在【我的模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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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基础模型的识别率，和当前版本的识别率，了解训练提升效果

训练结果详情训练结果详情：可以查看训练后模型在测试集上的识别详情，包括：字准率，句准率，插入错误，删除错误，替换错误5个指标，以及在测试

集上的具体识别详情。可以进行操作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可以查看历史训练的所有记录并进行操作

申请上线申请上线：对当前模型训练结果较为满意，可以点击申请上线，跳转至上线模型步骤

迭代训练迭代训练：当前模型训练结果不满意，可以在当前版本基础上或者基础模型上继续添加新的训练语料，进行迭代训练获得新的模型版本

下载下载：可以下载评估模型上传的测试集和训练模型的训练集

删除删除：可以删除整个模型（包括所有历史版本），删除后不能恢复

上线模型

可以在【我的模型】选择要上线的模型，在操作栏点击“申请上线”

或者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上线模型】，选择要上线的模型和版本进行上线（只有模型训练成功生成版本号才可上线）

一个账号下最多只能上线3个模型。一个账号下最多只能上线3个模型。申请上线后需要后台管理员进行审核，1-3天内会有审核结果，可在【我的模型】中查看审核状态。若对审核

过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 686267521）咨询群管。

审核中审核中：可以查看历史版本训练情况；可以取消申请，取消后方可继续训练

审核失败审核失败：问号可查看审核失败原因；可以查看历史版本训练情况；可以迭代训练或重新训练；可以重新申请上线

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则后台自动上线，上线时间需要1-3天，上线过程中模型不可以做任何操作

 

上线完成上线完成：上线完成的模型可以正式调用

模型调用

上线通过的模型，在【我的模型】可以点击“模型调用”，查看如何使用模型

也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点击【模型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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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需要上线的模型（训练完成的模型才可申请上线）

短语音识别：短语音识别：

step1：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step2：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基础模型pid: xxxx

step3：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短语音识别极速版短语音识别极速版支持API方式调用，具体使用方法详见技术文档

实时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

step1：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step2：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基础模型pid: xxxx

step3：根据业务情况，选择合适的调用方式，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实时语音识别实时语音识别支持Websocket API，Android、iOS、Linux SDK方式调用 该接口目前处于邀测阶段，权限开通请点击合作咨询或者加入官方QQ

群：588369236 获取技术文档和demo下载地址。

呼叫中心模型-V1：呼叫中心模型-V1：

step1：创建智能呼叫中心应用智能呼叫中心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step2：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step3：下载SDK，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呼叫中心模型-V1呼叫中心模型-V1支持C++ SDK、JAVA SDK、MRCP server三种调用方式，下载百度智能呼叫中心SDK即可使用。 立即下载 具体使用方法详

见技术文档

呼叫中心模型-V2：呼叫中心模型-V2：

step1：创建语音技术应用语音技术应用(若已创建可直接使用)，获取鉴权参数AppID，API Key，Secret Key。立即创建

step2：获取专属模型参数 模型ID: xxxx

step3：下载SDK，配置鉴权参数鉴权参数和专属模型参数专属模型参数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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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模型-V2呼叫中心模型-V2支持MRCP server调用方式，具体使用方法详见技术文档

语音自训练平台公测期间语音自训练平台公测期间，为了帮助客户验证线上效果，每个账号支持上线3个模型，每个账号累计有50000次免费调用量。正式商用后，免费

资源可能会有所调整。 公测期QPS限额：个人未认证账户2QPS；个人认证账户3QPS；企业认证账户5QPS。 公测期间如需更多资源，欢迎商务

合作咨询。

声音分类
声音分类整体说明

什么是声音分类模型

声音分类声音分类是指可以定制识别出当前音频是哪种声音，或者是什么状态/场景的声音。

EasyDL声音分类可以定制的模型更多可以区分出不同物种发出的声音，如果希望定制声纹识别模型（如区分出当前音频是谁的声音），目前用

EasyDL声音分类暂时无法解决。

目前声音分类使用EasyDL支持对最长15s左右的音频最长15s左右的音频进行处理，在正式使用EasyDL声音分类模型之前，需要将已有的数据进行分段处理。

声音分类的典型应用场景

安防监控安防监控：定制识别不同的异常或正常的声音，进而用于突发状况预警。比如监控在工业生产场景中监控是否出现了异常噪音，从而辅助人工

测试的时候判断是否出现bug。

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定制识别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的声音、或者不同物种的声音，协助野外作业研究。比如动物研究机构从野外采集的声音，借助于

EasyDL声音分类模型，判断当前音频属于什么物种。

其他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声音分类模型。

定制声音分类模型的整体流程

定制声音分类模型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几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分析业务需求分析业务需求

这里我们详细介绍下，在使用EasyDL平台之前首先需要分析业务需求。这一步主要将实际业务需求转换为模型设计，在声音分类场景中，首先需

要明确的问题为业务场景可能出现的全部声音类型有哪些？业务场景可能出现的全部声音类型有哪些？，这里很多企业开发者往往会主要关注业务场景中需要重点识别出的异常声音分类业务场景中需要重点识别出的异常声音分类，

而忽略了正常的声音也是一种分类正常的声音也是一种分类。

以某服务商接到项目，需要判断出小区附近是否存在较大噪音某服务商接到项目，需要判断出小区附近是否存在较大噪音为例，综合考虑小区附近可能有的声音类型，在这个场景需要定制声音分类模型能

有效区分正常无噪音正常无噪音、正常噪音如救护车、警车声音正常噪音如救护车、警车声音、异常噪音，如汽车大声按喇叭等异常噪音，如汽车大声按喇叭等三类状态。那么在后续的准备数据阶段，也需要能有效准

备这三类声音。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872

https://ai.baidu.com/docs#/BSIC-MRCP/top
https://ai.baidu.com/consultation/cooperation?referrerUrl=/docs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之前需要在数据中心【创建数据集】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每个标签就是对这个音频希望识别出的全部结果。标签的上限为1000种。

标签名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音频的具体格式要求音频的具体格式要求

训练集音频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音频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场景要识别的音频都是手机摄录的，那训练的音频也需要同样的场景获

得，而不要采用网上随便下载的音频。

每个标签的音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不同环境下，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679517246）联系群管咨询了解。

音频支持mp3, m4a, wav格式，单个音频大小在4M内且时长小于15s。

上传数据集

上传数据要求说明上传数据要求说明

这里我们对上传数据的要求不仅是格式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介绍怎样的数据可以更有效提升模型效果提升模型效果

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首先想好分类如何设计，每个分类为你希望识别出的一种结果，如要识别猫狗的叫声，则可以以“猫”、“狗”等分别作为一个分类；如果安防监控通

过声音判断是否出现异常状态，可以以“正常”“不异常”设计为两类，或者“正常”“异常原因一”、“异常原因二”、“异常原因三”……设计为多类。

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如果要超过这个量级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注意：目前单个模型的上限为1000类，如果要超过这个量级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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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数据准备数据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音频数据，每个分类需要准备50个音频文件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100个起50个音频文件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100个起音频文件，如果某些分类的声音具

有相似性，需要增加更多音频。

音频的基本格式要求： 目前支持音频文件 类型为支持wav,mp3,m4a ，音频文件大小限制在4M以内。一个模型的音频总量限制10万个10万个音频文

件。

注意1：训练集音频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音频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声音都是手机采集的，那训练的音频文件也需要同注意1：训练集音频需要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音频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声音都是手机采集的，那训练的音频文件也需要同

样的场景获得，而不要采用网上随便下载的音频样的场景获得，而不要采用网上随便下载的音频

注意2：考虑实际应用场景可能有的种种可能性，每个分类的音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可能有的可能性，如噪音干扰、多种可能的采集设注意2：考虑实际应用场景可能有的种种可能性，每个分类的音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可能有的可能性，如噪音干扰、多种可能的采集设

备，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备，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注意3：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注意3：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你可能会有的问题：如果训练音频数据无法全部覆盖实际场景要识别的音频，怎么办？

答：本身模型算法会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尽可能覆盖即可。

导入未标注数据导入未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语音类模型的数据集

导入已标注数据导入已标注数据

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语音类模型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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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管理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音频数据，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音频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na

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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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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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查看声音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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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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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时，填入图

片/声音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内容限制为：图像分类base64前

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1~15秒；文本分类

10000个汉字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上传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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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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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a

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若删除声音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SOUND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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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模型训练

声音分类训练操作说明

数据提交后，可以在导航中找到【训练模型】，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注意注意：启动训练前请确保数据已经标注完成，否则无法启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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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选择模型step1：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2：训练配置step2：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EasyEdge本地部署」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请根据实际部署设备选择设备。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当前语音分类仅支持默认算法，点击可查看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高级训练配置高级训练配置

如果您选择了「EasyEdge本地部署」，选择【同步支持公有云部署】，训练完成后模型可部署到百度云上进行使用。

step3：添加数据step3：添加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分类选择数据集里的音频，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音频

声音分类模型至少需要选择2个及以上2个及以上分类

step4：训练模型step4：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1000个音频文件大约可以在30min内训练完成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在模型训练完毕即可收到短信通知。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声音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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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注意：如果遇到模型超过2天停留在训练中的状态，或者遇到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注意：如果遇到模型超过2天停留在训练中的状态，或者遇到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声音分类模型效果评估报告说明

模型评估报告内容说明模型评估报告内容说明

模型训练完成后我们可以在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及查看模型评估报告的入口。进入模型评估报告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报告内容中包含以

下几个区域内容：

模型基本信息模型基本信息

在这个部分可以选择应用类型（声音分类目前仅支持云服务）、训练版本、相应版本提交的音频数量、相应版本提交的分类数量。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召回率。这部分模型效果的结果内容是基于训练数

据集，随机抽出部分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音频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当数据量较少时（如音频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

超过30个音频，这样得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超过30个音频，这样得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测试批量音频数据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测试批量音频数据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上述训练效果背后的原始评估数据。以及不同top结果的准确率效果情况，下面为相关名词解释。

准确率准确率

准确率含义为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这里指的总样本是指从总训练数据中随机抽取部分数据参与模型评估的总样本从总训练数据中随机抽取部分数据参与模型评估的总样本，在上文截图

中，参与训练的音频数200个，实际参与评估的音频为下面详细评估预测表现表格的数据总和，即50个。那么准确率为参与评估的正确数量

46/50，结果为92.0%

F1-ScoreF1-Score

F1-score是指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此处为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就某类而言，精确率和召回率体现了该分类的精

确率及召回率的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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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率精确率

精确率是对某类别而言为正确预测为该类别的样本数与预测为该类别的总样本数之比，此处为各类别精确率的平均数。如果精确率比较低，有一

定可能原因为不同类别效果存在差异所致，请检查下不同类型样本量是否均衡。

召回率召回率

召回率是指对某类别而言为正确预测为该类别的样本数与该类别的总样本数之比，此处为各类别召回率的平均数。

top1、top2、top…5top1、top2、top…5

是指对于每一个评估的音频文件，模型会给根据置信度高低，依次给出top1-top5的识别结果，其中top1置信度最高，top5的置信度最低。那么

top1的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结果识别为正确时，判定为正确”给出准确率。top2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或者top2只要有

一个命中正确的结果，即判定为正确”给出的准确率。……以此类推。

如何解读模型效果如何解读模型效果

在看模型评估报告结果中，首要需要关注下详细评估中的预测表现，这里可以看到所有评估报告的数据是基于什么量级进行计算的。当整体参与

评估的数量较少时，所有数值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模型效果。

在查看模型评估结果可能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精确率与召回率更关注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误召回。前者更需要

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召回与识别效果兼具的

场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

声音分类训练时长说明

训练时长与数据量、所选算法紧密相关。

目前声音分类的训练时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数据量声音分类的训练时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数据量，以下为内部测试的数据量与训练时长的对应关系，供参考：

数据量数据量 训练时长训练时长

数十个音频 60min左右

数百个音频 90min左右

数千个音频 120min左右

数万个音频 150min以上

如何提升模型效果

如何充分测试模型效果如何充分测试模型效果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查看模型评估报告基础上，首先使用模型校验功能测试未参与过训练未参与过训练的音频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在这一步尽量上传不同类别的数据充分测试，

并在测试过程中线下记录识别错误的音频。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1. 不同分类的准确率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2. 识别错误的音频是否存在一些共性？比如设备相似、音调相似、环境相似等等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885



3. 识别错误的音频人耳是否能明显分辨

发布模型为API通过调用接口充分测试发布模型为API通过调用接口充分测试

将声音分类模型发布为API后，调用接口进行批量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同样重点关注上述三点内容。

如何提升模型效果如何提升模型效果

在充分测试模型效果基础上，如果发现模型效果欠佳，建议根据以下顺序分析并提升模型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首先检查目前欠佳的模型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检查目前欠佳的模型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音频量不少于200个每个类别的音频量不少于2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在扩充数据中需要一并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

量较低，那么可能会存在不同类别的准确率不同，同时低准确率的分类会拉低整体模型效果。

另外需要检查测试模型的音频数据与训练数据采集来源是否一致测试模型的音频数据与训练数据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录音室环境及实际生产环境的差

异），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

一致一致

最后也请确认识别错误的音频人耳是否能清晰分辨识别错误的音频人耳是否能清晰分辨，模型效果很难超越人耳的识别精度效果，这种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联系EasyDL团队提升模型效果联系EasyDL团队提升模型效果

在完成上述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的工作后，仍然发现了显著的模型效果低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发布

声音分类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发布成为在线的restful API接口，参考示例文档通过HTTP请求的方式进行调用。或将模型通过服务

器端SDK部署在私有服务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将模型发布为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超出免费额度将根据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私有服务器部署私有服务器部署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私有CPU/GPU服务器上，在内网/无网环境下使用模型，确保数据隐私。

公有云部署

声音分类模型如何发布为API

声音分类模型训练完毕后就可以在左侧目录栏中找到【发布模型】，发布模型表单页面需要自定义接口地址后缀及服务名称，即可申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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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0，即申请当天可以审核完成，如遇到周末及其他法定假日，将顺延至节后第一天完成审核，如果需要加急、

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发布成功后，可以在模型列表跟踪审核状态，在审核通过后，审核发布中预计等待15分钟左右时间，API将完成上线，并在模型列表相应模

型位置查看到【服务详情】入口，点击可查看接口地址，调用API请参考API调用文档。

声音分类API调用文档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声音分类模型完成模型发布后可以获得定制的声音分类API，实现基于定制的声音分类模型，调用API输入15s以内的音频数据，返回自定义的分

类结果。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进入EasyDL控制台概览页，在已上线的定制接口下，可以看到已发布上线的声音分类API。在正式调用之前，首先点击创建应用创建应用，定义应用名

称、应用类型、应用描述等信息，完成应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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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建后，在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在应用详情页面获取接口地址，与发布模型时定义的url一致。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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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sound 是 string -
音频，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支持mp3、m4a、wav格式，单个文件时间长度不

超过15s 注意需要去掉编码头后再进行urlencode。注意需要去掉编码头后再进行urlencode。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音频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PHP代码示例PHP代码示例

Python3代码示例Python3代码示例

{{

    "sound": "<base64数据>",    "sound": "<base64数据>",
    "top_num": 6    "top_num": 6

}}

<?php<?php
/**/**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param * @param string $param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
function request_post($url = '', $param = '')function request_post($url = '', $param = '')
{{

    if (empty($url) || empty($param)) {    if (empty($url) || empty($param)) {
        return false;        return false;

    }    }

    $postUrl = $url;    $postUrl = $url;
    $curlPost = $param;    $curlPost = $param;
    // 初始化curl    // 初始化curl

    $curl = curl_init();    $curl = curl_init();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URL, $postUrl);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URL, $postUrl);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HEADER, 0);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HEADER, 0);
    // 要求结果为字符串且输出到屏幕上    // 要求结果为字符串且输出到屏幕上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RETURNTRANSFER, 1);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RETURNTRANSFER, 1);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SSL_VERIFYPEER, false);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SSL_VERIFYPEER, false);
    // post提交方式    // post提交方式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 $curlPost);    curl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 $curlPost);

    // 运行curl    // 运行curl
    $data = curl_exec($curl);    $data = curl_exec($curl);

    curl_close($curl);    curl_close($curl);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

$token = '[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token = '[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url = '【接口地址】?access_token=' . $token;$url = '【接口地址】?access_token=' . $token;

$bodys = "{\"sound\":\"sfasq35sadvsvqwr5q...\"}"$bodys = "{\"sound\":\"sfasq35sadvsvqwr5q...\"}"
$res = request_post($url, $bodys);$res = request_post($url, $bodys);

var_dump($res);var_dump($res);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889



JAVA代码示例JAVA代码示例

""""""

EasyDL 声音分类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声音分类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音频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mp3/m4a/wav格式****目标音频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mp3/m4a/wav格式**

SOUND_FILEPATH = "【您的测试音频地址，例如./example.mp3】"SOUND_FILEPATH = "【您的测试音频地址，例如./example.mp3】"

**可选的请求参数****可选的请求参数**
**top_num: 返回的分类数量，不声明的话默认为 6 个****top_num: 返回的分类数量，不声明的话默认为 6 个**
PARAMS = {"top_num": 3}PARAMS = {"top_num": 3}

**服务详情 中的 接口地址****服务详情 中的 接口地址**

MODEL_API_URL = "【您的API地址】"MODEL_API_URL = "【您的API地址】"

**调用 API 需要 ACCESS_TOKEN。若已有 ACCESS_TOKEN 则于下方填入该字符串****调用 API 需要 ACCESS_TOKEN。若已有 ACCESS_TOKEN 则于下方填入该字符串**
**否则，留空 ACCESS_TOKEN，于下方填入 该模型部署的 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会自动申请并显示新 ACCESS_TOKEN****否则，留空 ACCESS_TOKEN，于下方填入 该模型部署的 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会自动申请并显示新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您的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您的ACCESS_TOKEN】"

API_KEY = "【您的API_KEY】"API_KEY = "【您的API_KEY】"
SECRET_KEY = "【您的SECRET_KEY】"SECRET_KEY = "【您的SECRET_KEY】"

print("1. 读取目标音频 '{}'".format(SOUND_FILEPATH))print("1. 读取目标音频 '{}'".format(SOUND_FILEPATH))
with open(SOUND_FILEPATH, 'rb') as f:with open(SOUND_FILEPATH, 'rb') as f:
    base64_data = base64.b64encode(f.read())    base64_data = base64.b64encode(f.read())

    base64_str = base64_data.decode('UTF8')    base64_str = base64_data.decode('UTF8')
print("将 BASE64 编码后音频的字符串填入 PARAMS 的 'sound' 字段")print("将 BASE64 编码后音频的字符串填入 PARAMS 的 'sound' 字段")

PARAMS["sound"] = base64_strPARAMS["sound"] = base64_str

if not ACCESS_TOKEN:if not ACCESS_TOKEN:
    print("2. ACCESS_TOKEN 为空，调用鉴权接口获取TOKEN")    print("2. ACCESS_TOKEN 为空，调用鉴权接口获取TOKEN")

    auth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    auth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client_secret={}".format(API_KEY, SECRET_KEY)               "&client_id={}&client_secret={}".format(API_KEY, SECRET_KEY)

    auth_resp = requests.get(auth_url)    auth_resp = requests.get(auth_url)
    auth_resp_json = auth_resp.json()    auth_resp_json = auth_resp.json()

    ACCESS_TOKEN = auth_resp_json["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auth_resp_json["access_token"]
    print("新 ACCESS_TOKEN: {}".format(ACCESS_TOKEN))    print("新 ACCESS_TOKEN: {}".format(ACCESS_TOKEN))
else:else:

    print("2. 使用已有 ACCESS_TOKEN")    print("2. 使用已有 ACCESS_TOKEN")

print("3. 向模型接口 'MODEL_API_URL' 发送请求")print("3. 向模型接口 'MODEL_API_URL' 发送请求")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format(MODEL_API_URL, ACCESS_TOKEN)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format(MODEL_API_URL, ACCESS_TOKEN)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request_url, json=PARAMS)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request_url, json=PARAMS)
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

response_str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indent=4, ensure_ascii=False)response_str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indent=4, ensure_ascii=False)
print("结果:\n{}".format(response_str))print("结果:\n{}".format(response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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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代码示例C++代码示例

package com.baidu.ai.aip;package com.baidu.ai.aip;

import com.baidu.ai.aip.utils.HttpUtil;import com.baidu.ai.aip.utils.HttpUtil;
import com.baidu.ai.aip.utils.GsonUtils;import com.baidu.ai.aip.utils.GsonUtils;

import java.util.*;import java.util.*;

/**/**
* easydl声音分类* easydl声音分类
*/*/
public class EasydlSoundClassify {public class EasydlSoundClassify {

    /**    /**
    * 重要提示代码中所需工具类    * 重要提示代码中所需工具类
    * FileUtil,Base64Util,HttpUtil,GsonUtils请从    * FileUtil,Base64Util,HttpUtil,GsonUtils请从
    * https://ai.baidu.com/file/658A35ABAB2D404FBF903F64D47C1F72    * https://ai.baidu.com/file/658A35ABAB2D404FBF903F64D47C1F72
    * https://ai.baidu.com/file/C8D81F3301E24D2892968F09AE1AD6E2    * https://ai.baidu.com/file/C8D81F3301E24D2892968F09AE1AD6E2
    * https://ai.baidu.com/file/544D677F5D4E4F17B4122FBD60DB82B3    * https://ai.baidu.com/file/544D677F5D4E4F17B4122FBD60DB82B3
    * https://ai.baidu.com/file/470B3ACCA3FE43788B5A963BF0B625F3    * https://ai.baidu.com/file/470B3ACCA3FE43788B5A963BF0B625F3
    * 下载    * 下载
    */    */
    public static String easydlSoundClassify() {    public static String easydlSoundClassify() {
        // 请求url        // 请求url
        String url = "【接口地址】";        String url = "【接口地址】";
        try {        try {
            Map<String, Object> map = new HashMap<>();            Map<String, Object> map = new HashMap<>();
            map.put("sound", "sfasq35sadvsvqwr5q...");            map.put("sound", "sfasq35sadvsvqwr5q...");

            String param = GsonUtils.toJson(map);            String param = GsonUtils.toJson(map);

            // 注意这里仅为了简化编码每一次请求都去获取access_token，线上环境access_token有过期时间， 客户端可自行缓存，过期后重            // 注意这里仅为了简化编码每一次请求都去获取access_token，线上环境access_token有过期时间， 客户端可自行缓存，过期后重
新获取。新获取。
            String accessToken = "[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String accessToken = "[调用鉴权接口获取的token]";

            String result = HttpUtil.post(url, accessToken, "application/json", param);            String result = HttpUtil.post(url, accessToken, "application/json", param);
            System.out.println(result);            System.out.println(result);
            return result;            return result;
        } catch (Exception e)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e.printStackTrace();
        }        }
        return null;        return null;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EasydlSoundClassify.easydlSoundClassify();        EasydlSoundClassify.easydlSoundClassif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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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include <iostream>****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url/curl.h>****include <curl/curl.h>**

// libcurl库下载链接：https://curl.haxx.se/download.html// libcurl库下载链接：https://curl.haxx.se/download.html
// jsoncpp库下载链接：https://github.com/open-source-parsers/jsoncpp/// jsoncpp库下载链接：https://github.com/open-source-parsers/jsoncpp/

const static std::string request_url = "【接口地址】";const static std::string request_url = "【接口地址】";
static std::string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static std::string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
/**/**

 * curl发送http请求调用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对返回的json格式的body进行了解析，解析结果储存在全局的静态变量当中 * curl发送http请求调用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对返回的json格式的body进行了解析，解析结果储存在全局的静态变量当中
 * @param 参数定义见libcurl文档 * @param 参数定义见libcurl文档

 * @return 返回值定义见libcurl文档 * @return 返回值定义见libcurl文档
 */ */

static size_t 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void *stream) {static size_t 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void *stream) {
    // 获取到的body存放在ptr中，先将其转换为string格式    // 获取到的body存放在ptr中，先将其转换为string格式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 = std::string((char *) ptr, size * nmemb);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 = std::string((char *) ptr, size * nmemb);

    return size * nmemb;    return size * nmemb;
}}

/**/**
 * easydl声音分类 * easydl声音分类

 * @return 调用成功返回0，发生错误返回其他错误码 * @return 调用成功返回0，发生错误返回其他错误码
 */ */
int easydlSoundClassify(std::string &json_result, const std::string &access_token) {int easydlSoundClassify(std::string &json_result, const std::string &access_token) {

    std::string url =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    std::string url =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
    CURL *curl = NULL;    CURL *curl = NULL;

    CURLcode result_code;    CURLcode result_code;
    int is_success;    int is_success;

    curl = curl_easy_init();    curl = curl_easy_init();
    if (curl) {    if (curl) {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url.data());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url.data());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
        curl_slist *headers = NULL;        curl_slist *headers = NULL;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HTTPHEADER, headers);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HTTPHEADER, headers);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 "{\"sound\":\"sfasq35sadvsvqwr5q...\"}");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 "{\"sound\":\"sfasq35sadvsvqwr5q...\"}");
        result_code = curl_easy_perform(curl);        result_code = curl_easy_perform(curl);
        if (result_code != CURLE_OK) {        if (result_code != CURLE_OK) {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result_code));                    curl_easy_strerror(result_code));

            is_success = 1;            is_success = 1;
            return is_success;            return is_success;

        }        }
        json_result =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        json_result = easydlSoundClassify_result;
        curl_easy_cleanup(curl);        curl_easy_cleanup(curl);

        is_success = 0;        is_success = 0;
    } else {    } else {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init() failed.");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init() failed.");
        is_success = 1;        is_success = 1;

    }    }
    return is_success;    return is_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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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

部。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音频大小超出限制，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音频文件大小应控制在4M以内，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

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5 音频解码失败 音频解码失败失败，音频文件非所限定的mp3, m4a, wav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未上传音频文件，请补充必要参数后重新请求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私有服务器部署

Linux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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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和 BML。

EasyDL 通用版：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加速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加速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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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27 1.3.5 新增华为Atlas300、飞腾Atlas300 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分割

2022.09.15 1.3.3 EasyDL CPU普通版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2022.05.27 1.3.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1.12.22 1.2.7 声音分类模型升级

2021.10.20 1.2.6 CPU基础版、CPU加速版、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2021.08.19 1.2.5 CPU基础版、CPU无损加速版、GPU基础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

2021.06.29 1.2.4 CPU、GPU新增EasyDL目标跟踪支持；新增http server服务启动demo

2021.03.09 1.2.2 EasyDL CPU加速版新增支持分类、高性能检测和均衡检测的量化压缩模型

2021.01.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3.12 1.1.14 新增声音识别python sdk

2020.02.12 1.1.13 新增口罩模型支持

2020.01.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2019.12.04 1.1.10 支持图像分割

2019.10.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8.29 1.1.8 CPU 加速版支持

2019.07.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5.16 1.1.3 NVIDIA GPU 支持

2019.03.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的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

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

式的数据需要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基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使用表格预测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安装

 另外ml算法

安装（目前只支持python3.7） pip install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

ffmpegffmpeg

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

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  

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

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

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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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不同cuda版本的环境，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安装安装

OpenVINOOpenVINO 使用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1）请参考 1）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cuda、cudnn安装 cuda、cudnn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依赖的版本为 cuda9.0、cudnn7。版本号必须正确。

安装 pytorch（torch >= 1.7.0)安装 pytorch（torch >= 1.7.0)

目标跟踪模型的预测必须安装pytorch版本1.7.0及以上（包含： 、 ）。

目标跟踪模型 还需安装依赖cuda、cudnn。

关于不同版本的pytorch和CUDA版本的对应关系：pytorch官网 目标跟踪模型还有一些列举在requirements.txt里的依赖（包括torch >=

1.7.0），均可使用pip下载安装。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0.1的#CUDA10.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CUDA10.2的PaddlePaddle#CUDA10.2的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0的#CUDA11.0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1的#CUDA11.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2的#CUDA11.2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x86_64 CPU 加速版x86_64 CPU 加速版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Nvidia GPU 加速版Nvidia G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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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GPU 加速版4. GPU 加速版 使用 GPU 加速版，在安装完 whl 之后，必须：

1. 从这里下载 TensorRT7.0.0.11 for cuda9.0，并把解压后的 lib 放到 C++ SDK 的 lib 目录或系统 lib 目录

2. 运行时，必须在系统库路径中包含 C++ SDK 下的 目录。如设置

如果是使用 C++ SDK 自带的编译安装的 OpenCV，LD_LIBRARY_PATH 还需要包括 C++ SDK的 build 目录下的  目录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 ，运行时可能报错：

5. 测试 Demo5. 测试 Demo

5.1 图片预测5.1 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视频文件路径 / 摄像头id / 网络视频流地址，运行：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lib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cdcd  ${SDK_ROOT}${SDK_ROOT}

**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
tartar -xzvf python/*.tar.gz -xzvf python/*.tar.gz
pip pip installinstall -U  -U {{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

**2. 设置 LD_LIBRARY_PATH****2. 设置 LD_LIBRARY_PATH**
tartar -xzvf cpp/*.tar.gz  -xzvf cpp/*.tar.gz 
exportexport  EDGE_ROOTEDGE_ROOT==$($(readlink -f readlink -f $($(ls -h ls -h ||  grepgrep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baidu_easyedge_linux_cpp"))))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GE_ROOT$EDGE_ROOT/lib/lib

**3. 运行 demo****3. 运行 demo**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thirdparty/libthirdparty/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RE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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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Demo HTTP 服务6.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

**1 本地视频文件****1 本地视频文件**
**2 摄像头的index****2 摄像头的index**
**3 网络视频流****3 网络视频流**

**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video_typevideo_type}}  {{video_srcvideo_src}}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license license==serial_keyserial_key))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py里::****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xxxx,, device device==xxxx,, engine engine==xxxx,, device_id device_id==xxxx))****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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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infer_cfg_file          infer_cfg_file=='infer_cfg.json''infer_cfg.json',,
          device_id          device_id==00,,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str           config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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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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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

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 dict1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像素坐标(tlwh)

id dict2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id

score dict3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识别置信度

label dict4 class_idx(int)与label(string)的对应关系

class_num int 追踪类别数

预测声音预测声音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式的数据需要

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集成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defdef  infer_frameinfer_frame((selfself,, frame 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param frame:   :param frame:
   :param threshold:   :param threshold:
   :return:   :return:
   """   """

dictdict

resampy pydubresampy pydub

ffmpeg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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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的类别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A: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A: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A: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defdef  infer_soundinfer_sound((selfself,,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

       Args:       Args: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confidence           threshold: confidenc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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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到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华为Atlas300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Windows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G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NVIDIA GPU （普通版，加速版）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64位Windows Server 2012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非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1.0.x + cuDNN 8.0.x

GPU目标跟踪基础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orch）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0.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0-27 | 1.7.1 | GPU底层引擎升级，下线基础版CUDA10.0及以下版本支持

| | 2022-09-15 | 1.7.0 | 优化模型算法；GPU CUDA9.0 CUDA10.0 标记为待废弃状态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

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

缓存路径；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修复已知问题| | 2021-08-19 | 1.3.2 | 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新增DEMO

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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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

版支持 | | 2020-10-29 | 1.1.19|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8|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6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5| 更新加速版tensorrt版本，支持高精度检测 | | 2020.03.13 | 1.1.14| 支持声

音分类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

算法的CPU加速版，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如果使用GPU版加速版SDK（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请安装TensorRT

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如果使用声音分类，请安装以下依赖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cuda9.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9.0.cudnn7.6
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cuda10.0: TensorRT-7.0.0.11.Windows10.x86_64.cuda-10.0.cudnn7.6
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cuda10.2: 不支持，请降级为cuda10.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https://developer.nvidia.com/tensorrt

根据cuda版本下载：根据cuda版本下载：
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cuda11.0: TensorRT-7.1.3.4.Windows10.x86_64.cuda-11.0.cudnn8.0

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下载后把lib目录下的所有dll，拷贝到SDK的dll目录下

· 安装six· 安装six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six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 安装librosa· 安装librosa
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打开cmd，进入sdk包所在目录。执行EasyEdge-win-mXXXX-x86-nvidia-gpu\python37\python.exe -m pip install -U  librosa -i  
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http://mirrors.ali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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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SDK默认使用cuda9版本，如果需要cuda10请运行EasyEdge CUDA10.0.bat切换到cuda10版本，之后打开EasyEdge.exe，输

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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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906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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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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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

应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 AMD Core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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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64位Windows Server2012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64位Windows Server 2019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2-10-27 | 1.7.1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9-15 | 1.7.0 | 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

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C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demo程序优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

升级| | 2021-08-19 | 1.3.2 | 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

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

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

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支持物体检测高精

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

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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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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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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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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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914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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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structstruct  curl_slistcurl_slist** headers  headers ==  NULLNULL;;
                // 根据您的音频格式，选择对应的Content-Type// 根据您的音频格式，选择对应的Content-Type

                //MP3: audio/mpeg//MP3: audio/mpeg
                //Ogg: audio/ogg//Ogg: audio/ogg
                //Mav: audio/mav//Mav: audio/mav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curl_slist_append((headersheaders,,  "Content-Type: audio/mpeg""Content-Type: audio/mpeg"));;
                //set headers//set headers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HTTPHEADER CURLOPT_HTTPHEADER,, headers headers));;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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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

一般是写注册表失败。

可以确认下HKEY_CURRENT_USER下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能否写入（如果不能写入，可能被杀毒软件等工具管

制）。也可以尝试基于bin目录下的easyedge_serving.exe命令行形式的二进制，自行配置开机自启动。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EasyDL 视频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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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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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视频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视频

目前EasyDL视频支持训练以下模型：

视频分类

分析短视频的内容，识别出视频内人体做的是什么动作，物体/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目标跟踪

对视频流中的特定运动对象检测识别，获取目标的运动参数，从而实现对后续视频帧该对象的运动预测（轨迹、速度等），实现对运动目标的行

为理解

可视化操作

无需深度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操作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前往数据总览页面上传数据，并在线标注数据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根据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将模型以云端API的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下的技术文档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下的技术文档

视频分类
视频分类介绍

简介

EasyDL视频分类是针对视频内容识别推出的一个定制化训练平台。定制视频分类模型，可以用于分析短视频的内容，识别出视频内人体做的是什

么动作，物体/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产品功能

AI模型训练平台AI模型训练平台

专门用于训练视频内容分析相关业务场景下的高精度AI模型

定制化识别定制化识别

客户可自定义要识别的场景，充分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全可视化操作全可视化操作

所有模型训练相关的操作都可以在网页上进行，无需编程，仅需四步即可部署定制化AI模型

产品优势

可即用可即用

业务流程极简，全可视化界面操作，无需深度学习基础，仅需四步即可部署定制化AI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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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轻快更轻快

训练数据每类仅需50个短视频文件，最快15分钟可训练完毕

高精度高精度

超过三分之二的模型准确率>90%

强安全强安全

数据加密与隔离，完善的服务调用鉴权，为客户的数据和模型提供企业级安全保障

适用场景

人体动作监控人体动作监控

定制监控人体特殊动作，比如特殊手势，工地/后厨人员行为等

环境变化监控环境变化监控

定制监控环境变化，比如山体塌方，泥石流等

视频内容分析视频内容分析

快速分析视频内容，可用于短视频APP和直播平台中

物体状态变化监控物体状态变化监控

定制识别特定物体的移动方向、形态变化等

其他其他

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视频分类模型

如何访问EasyDL视频分类

产品首页产品首页

请访问：EasyDL视频分类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登录百度云后，请访问：视频分类模型训练，可进行模型训练和部署。

控制台控制台

登录百度云后，请访问：百度云控制台，可进行应用创建和模型云服务管理

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在EasyDL视频分类产品主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到模型训练页，下面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您没有登录百度云，则会跳转到百度云登录页面，没有百度账户的客户请先注册百度账户。登录后，会跳转到模型概览页，点击

「视频分类」卡片上的「点击前往」按钮，会跳转模型训练页面的创建模型页。

第二种，如果您已登录，会直接进入到我的模型页，该页面能够管理已经创建的模型，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后你会看到如下图中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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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模型名称

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

模型是属于公司的，还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是前者，请填写公司名称

选择行业

请选择您公司所属的行业

应用场景

请选择模型将会被应用于的业务场景

邮箱地址

用于联系到您的邮箱地址

联系方式

有效的联系方式将有助于后续模型上线的人工快速审核，以及更快的百度官方支持，推荐填写个人手机号码

功能描述

描述改模型将要应到的业务场景，详细的描述，在获取官方支持时，能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准确的使用建

如下图所示，完成所有填写项后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模型创建，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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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完成模型创建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这时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由于模型还未训练，所以模型列表中没有显示模型的效

果，在训练模型前，需要先完成创建数据集。

点击模型列表内的上传上传或是左侧栏数据中心下的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可以进入到创建、导入数据集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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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集

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

已标注数据上传已标注数据上传 目前支持本地导入、BOS目录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4种导入方式。 支持的标注格式有文件夹命名分类和

json平台通用两种。

以文件夹命名分类以文件夹命名分类

导入要求如下：

1. 上传已标注文件要求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同时压缩前源文件大小在5GB以内

2. 压缩包内支持一个文件夹的名称作为标签，文件夹下的所有视频文件作为样本

3. 标签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4. 单视频文件类型要求为mp4/mov，单文件大小限制在4M内，视频码率不超过3Mbps，长度限制10s以内

5. 您的账户下数据集数量限制为20G视频，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json平台通用json平台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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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要求如下：

1. 上传已标注文件要求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同时压缩前源文件大小在5GB以内

2. 压缩包内需要包括视频源文件（mp4/mov）及同名的json格式标注文件

3. 标注文件中标签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4. 单视频文件类型要求为mp4/mov，单文件大小限制在4M内，视频码率不超过3Mbps，长度限制10s以内

5. 您的账户下数据集数量限制为20G视频，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视频内容要求：视频内容要求：

1、训练视频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视频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视频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视频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视频

2、每个视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未标注数据上传未标注数据上传 目前支持本地导入、BOS目录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4种导入方式。 导入数据的要求为：

1. 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压缩前源文件大小限制5GB以内

2. 单视频文件类型要求为mp4/mov，单次上传限制10个文件

3. 单个视频文件大小限制在4M内，视频码率不超过3Mbps，长度限制120min

4. 分辨率大于1080P的视频会被压缩至1080P，编码格式不是h264格式的视频会被转为h264格式

5. 您的账户下数据集数量限制为20G视频，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导入完成后可在平台完成在线数据标注。如有任何问题，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视频内容要求：视频内容要求：

1、训练视频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视频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视频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视频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视频

2、每个视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视频分类数据集管理API

目录目录

1. 数据集管理API介绍

2. 数据集创建API

3.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4.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5. 添加数据API

6. 数据集删除API

7. 分类（标签）删除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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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错误码

数据集管理API介绍数据集管理API介绍

本文档主要说明当您线下已有大量的已经完成分类整理的视频数据时，如何通过调用API完成视频数据的便捷上传和管理。 EasyDL数据集管理API

在管理不同模型数据类型之间是通用的。上传不同模型类型数据，只是在部分接口入参存在差异，使用及接口地址完全一致。

数据集创建API数据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发布模型后获取的API鉴权方式：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_

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若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否 number 创建的数据集ID

查看数据集列表API查看数据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数据集列表。返回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状态等信息。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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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为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查看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数据集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数据集列表

+dataset_id 否 number 数据集ID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ype 否 string 数据集类型

+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状态

+special_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特殊状态，包括shared、smart和空值，分别表示共享中、智能标注中、非特殊状态

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查看分类（标签）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查看分类（标签）。返回分类（标签）的名称、包含数据量等信息。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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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start 否 number 起始序号，默认0

num 否 number 数量，默认20，最多100

若查看视频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查看视频分类的全部分类，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否 number 标签总数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标签列表

+label_id 否 string 标签/分类ID

+label_name 否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entity_count 否 number 图片/声音/文本数量

添加数据API添加数据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在指定数据集添加数据。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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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append

Labe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分类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entity_c

ontent
是 string

type为

IMAGE_CLASSIFICATION/OBJECT_DETECTION/IMAGE_SEGMENTATION/SOUND_CLASSIFICATION/VIDEO_CLASSIFICA

TION时，填入图片/声音/视频的base64编码；type为TEXT_CLASSIFICATION时，填入utf-8编码的文本。内容限制为：内容限制为：

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图像分类base64前10M；物体检测base64前10M；图像分割base64前10M；声音分类base64前4M，声音时长

1~15秒；视频分类base64前4M，时长10秒内；文本分类10000个汉字1~15秒；视频分类base64前4M，时长10秒内；文本分类10000个汉字

entity_n

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labels 是
array(o

bject)
标签/分类数据

+label_

n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由数字、字母、中划线、下划线组成），长度限制20B

+lef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number 物体检测时需给出，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若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数据集删除API数据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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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接口可用于删除数据集。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若删除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删除视频分类数据集，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分类（标签）删除API分类（标签）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分类（标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同模型上线后获取的API：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PI Key和Secret Key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dataset/delete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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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集类型，可包括： IMAGE_CLASSIFICATION, OBJECT_DETECTION, IMAGE_SEGMENTATION,

SOUND_CLASSIFICATION, VIDEO_CLASSIFICATION, TEXT_CLASSIFICATION

分别对应：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视频分类、文本分类

dataset

_id
是 number 数据集ID

label_n

ame
是 string 标签/分类名称

若删除视频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若删除视频分类的子类，在type参数应传「VIDEO_CLASSIFICA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label/delete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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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

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

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

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参数xx不合法，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数据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数据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数据集暂不可修改

406005 label not exist 标签/分类不存在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406007
dataset cannot be modified while

smart annotation is running
智能标注期间不可修改数据集

406008 quota exceeded 配额超限

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操作说明

在完成上传数据集后，在左侧列表中点击训练模型训练模型进入训练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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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传的数据集和相应的标签，如下图所示

完成添加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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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训练开始训练后自动跳转到我的模型我的模型开始训练，训练过程中推荐打开短信通知，如下图所示，这样模型训练好后我们将第一时间以短信的方式告

知您。 

训练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可以查看模型的完整评估报告，上传一些视频在线校验模型。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视频分类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模型效果评估报告

简介简介

模型训练完成后，模型列表中可以看到模型的结果，包括两个指标：top1准确率和top5准确率，也可以点击「完整评估报告」查看更为详细的模

型表现，包括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和召回率，本文档会介绍如何解读模型的各项指标。

模型训练结果模型训练结果

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所有训练数据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训练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去对测试数据进行检测，检

测得到的结果跟人为标注的结果进行比对，得到准确率、F1-score、精确率和召回率。

提示：训练数据，即上传的视频越接近真实业务里需要预测的视频，模型训练结果越具有参考性。

在查看模型评估结果可能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精确率与召回率更关注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误召回。前者更需要

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召回与识别效果兼具的

场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

完整评估报告完整评估报告

如果需要了解更为详细的模型效果表现，可以在模型列表中点击三项指标下方的「完整评估报告」，完整评估报告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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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如下图所示：

在这部分可以选择模型的版本，以及看到每个版本参与训练的视频数和分类数。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如下图所示：

在这部分，四项指标的含义如下：

准确率准确率

准确率 Accuracy = 模型正确预测所有分类的数量/所有分类客观存在的数据总数

对于一个分类模型而言，准确率表示这个模型中所有分类的综合识别效果。如果准确率为1，说明所有分类在测试数据中都被正确识别如果准确率为1，说明所有分类在测试数据中都被正确识别

F1-scoreF1-score

F1-score是模型中一个分类的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对于希望召回与识别效果兼具的场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

精确率精确率

精确率 Precision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分类的数量/模型预测为该分类的总数

对于一个分类而言，精确率越高，说明模型识别出是这个分类的所有结果中，正确数量的占比越高。如果精确率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如果精确率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视频使用说明

933



是对的，但不说明该分类全部都被识别出来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是对的，但不说明该分类全部都被识别出来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

召回率召回率

召回率 Recall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分类的数量/该分类客观存在的数据总数

对于一个分类而言，召回率越高，说明模型越完整地识别出这个分类。如果召回率为1，说明这个分类全部都别模型识别出来了，但不表示识别如果召回率为1，说明这个分类全部都别模型识别出来了，但不表示识别

出是这个分类的结果都是对的，可能会存在误识别出是这个分类的结果都是对的，可能会存在误识别。

如果对模型的效果有疑问，可以点击「如何优化效果」查看模型效果不佳的原因，如下图所示：

将您想咨询的问题描述填写后提交，我们线下会有专员联系到您帮您解决问题。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如下图，这里可以看到所有评估报告的数据是基于什么量级的数据进行计算的，当整体参与评估的数量较少时，所有数值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模型

效果。同时，可以看到模型多个识别结果时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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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API后，将获得一部分免费调用次数，如需更多调用量，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发布为API

如何发布为API

在完成模型训练后，可将训练好的模型发布为可调用的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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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模型列表内对应模型「操作」列中的「申请发布」，或是在左侧导航栏点击发布模型可以进入发布模型页面，如上图所示。在对应选项中选

择和输入相应内容发起模型发布的申请：

1. 选择模型（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

2. 选择服务

视频分类仅支持发布为云服务API

3. 选择版本（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

4. 服务名称（必填）

为发布的服务命名，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

5. 接口地址（必填）

自定义服务的API URL，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

6. 其他要求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输入要求描述

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完成发布模型申请。提交申请后，模型列表内该模型的申请状态和服务状态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申请状态申请状态 服务状态服务状态 状态描述状态描述

审核中 未发布 服务刚申请发布，模型在审核中

审核成功 发布中 服务通过审核，进入系统自动发布阶段

审核成功 已发布 服务发布成功

审核失败 未发布
服务未通过审核，通常为模型训练结果mAP < 0.6，如需申诉，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

馈

提示：第一次申请发布的模型需要人工审核，通常4小时内完成，如果希望加急上线，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非第一次申请发布

的模型，如果模型训练结果mAP>0.6，训练数据量大于20，则会自动通过审批。审批完成后，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自动完成发布。

发布成功后，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服务详情」获取服务API URL，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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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API文档」可以快速跳转至API文档，参考文档调用API获取视频分类AI能力。

视频分类API调用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视频分类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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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定制视频分类训练平台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和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

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
    "video": "<base64数据>",    "video": "<base64数据>",
    "top_num": 6    "top_num":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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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可选值范

围围
说明说明

video 是 string -
视频，base64编码，建议视频码率不超过3Mbps，长度不超过10s，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支持

mp4, mov格式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默认为6个

请求代码示例请求代码示例

提示一提示一：使用示例代码前，请记得替换其中的示例Token、视频地址或Base64信息。

提示二提示二：部分语言依赖的类或库，请在代码注释中查看下载地址。

Python3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asyDL 视频分类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视频分类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

**目标视频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mp4, mov格式****目标视频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mp4, mov格式**
VIDEO_FILEPATH = "【您的测试视频地址，例如：./example.mp4"VIDEO_FILEPATH = "【您的测试视频地址，例如：./example.mp4"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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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视频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视频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视频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

掉头部。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视频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20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

单反馈

336005 视频解码失败 视频编码错误（非MP4/MOV视频格式），请检查并修改视频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video字段缺失（未上传视频）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常见问题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请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例如是否存在中文命名、或者有空格，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服

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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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模型效果怎么调优？模型效果怎么调优？

当效果不满意时，请查看您的训练数据是否和实际场景中要识别的图片一致，以及训练数据量是否太少。如果训练数据量已经达到一定丰富度，

例如单个分类/标签的视频超过50个，效果却仍然不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10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收费相关问题

接口上线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接口上线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

目前是限量免费使用的原则，上线模型后可免费获得500次/天，qps=1的调用限额。如有超过这个量的需求，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如有超过这个量的需求，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反

馈馈。费用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所需要的量级非常高，可能会基于实际要求适当收费。价格可以根据其他已推出的图像等能力的价格作为参

考。

其他问题

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目前我们提供的方案支持公有云API在线调用，尚不支持离线SDK和服务端的私有化部署。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为以下原因： 1、当前您的模型存在一些问题，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或者您不想再继续使用等一系列原因，我们会和您通过电话

沟通，沟通达成一致后再拒绝。 2、您的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目标跟踪
目标跟踪介绍

功能介绍

目标跟踪是指对视频流中的特定运动对象检测识别，获取目标的运动参数，从而实现对后续视频帧该对象的运动预测（轨迹、速度等），实现对

运动目标的行为理解。

应用场景

目标计数：流水线上特定产品的数量统计；商场、旅游景点的人流统计等

智能化交通：人流、车流分析；行人运动轨迹预测；交通违规抓拍等

人/动物的轨迹分析：监控摄像下的行人可疑移动轨迹分析；养殖场动物移动轨迹监测等

应用示例1，飞机轨迹跟踪：

应用示例2，生猪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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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前往数据总览页面上传数据，并在线标注数据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将模型以本地部署的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左侧导航栏中各步骤的操作文档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左侧导航栏中各步骤的操作文档

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在EasyDL视频点击【立即使用】按钮后，选择目标跟踪到目标跟踪模型训练页，下面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您没有登录百度云，则会跳转到百度云登录页面，没有百度账户的客户请先注册百度账户。登录后，会跳转到模型概览页，点击

「视频分类」卡片上的「点击前往」按钮，会跳转模型训练页面的创建模型页。

第二种，如果您已登录，会直接进入到我的模型页，该页面能够管理已经创建的模型，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后你会看到如下图中展示的内容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模型名称

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

模型是属于公司的，还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是前者，请填写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请选择您公司所属的行业

应用场景

请选择模型将会被应用于的业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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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地址

用于联系到您的邮箱地址

联系方式

有效的联系方式将有助于后续模型上线的人工快速审核，以及更快的百度官方支持，推荐填写个人手机号码

功能描述

描述改模型将要应到的业务场景，详细的描述，在获取官方支持时，能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准确的使用建

像下图展示的一样完成所有填写项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完成模型创建，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之前需要在导航栏的「数据总览」页面【创建数据集】，如下图所示。

点击【完成】，成功创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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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集

上传目标跟踪数据集上传目标跟踪数据集 已标注数据上传已标注数据上传 基于CVAT标注好的数据以MOT1.1的数据集形式导出，上传数据压缩包：

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大小限制5GB以内

压缩包内单个视频长度限制在10分钟内，至少应上传4个视频标注压缩包

从CVAT导出的标注数据压缩包可多次上传一起导入数据集组。也可通过本地解压再添加到同一个文件夹后压缩上传

如有任何问题，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视频内容要求：视频内容要求：

1、训练视频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视频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视频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视频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视频

2、每个视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如果需要寻求第三方数据采集团队协助数据采集，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未标注数据上传未标注数据上传 目前支持本地导入、BOS目录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4种导入方式 本地导入的要求为

1. 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压缩前源文件大小限制5GB以内

2. 单视频文件类型要求为mp4/mov，单次上传限制10个文件

3. 单个视频文件大小限制在3G内，视频码率不超过3Mbps，长度限制120min

4. 分辨率大于1080P的视频会被压缩至1080P，编码格式不是h264格式的视频会被转为h264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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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的账户下数据集数量限制为20G视频，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导入完成后可在平台完成在线数据标注。如有任何问题，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视频内容要求：视频内容要求：

1、训练视频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视频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视频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视频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视频

2、每个视频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在线标注

目标跟踪在线标注目标跟踪在线标注 在创建好数据集，并导入视频数据后。可点击数据总览页面，上传数据对应的「查看与标注」操作开始标注任务。

在线标注视频示意在线标注视频示意

在线标注图例在线标注图例

1.添加标签

点击标注页面右上角的「添加标签」，输入标签名称来添加标签。标签添加成功后可在右侧标签栏查看所添加的标签，并提供「修改标签名

称」、「连续标注」的功能

2.标注目标第一关键帧

在视频画面中框选出所要识别的目标，并选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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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注目标第二关键帧

在标注完目标第一关键帧之后，播放视频。待目标移动一段距离后，暂停视频并选定标注框，将标注框拖动至目标当前位置，标注目标第二关键

帧。此时即完成了目标第一关键帧到第二关键帧之间帧的全部标注，可拖动进度条查看。重复关键帧的标注操作，来完成目标出现在视频画面中

的全部标注。

注：如目标移动轨迹不规律、过长等情况下，需要分段标注多个关键帧，来保证目标关键帧之间标注准确性

4.标注「目标消失帧」

目标即将要消失在画面中时，需要标注目标消失帧，从而完成目标的整个标注

注：如目标一直存在在视频画面中，则无需进行目标消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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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操作说明

数据提交后，可以在导航中找到【训练模型】，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并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添加数据：

训练配置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目前仅支持「EasyEdge本地部署」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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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支持「服务器部署」、「通用小型设备」以及「专项适配硬件」， 其中专项适配硬件支持Jetson(Nano/TX2/Xavier)了解不同方案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当前仅支持选择默认算法

添加数据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添加某单个标签的不同视频数据，在视频数据量为50以上时，模型可以训练充分，得到效果不错的模型。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训练模型。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如下图所示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目标跟踪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模型效果评估报告

简介简介

模型训练完成后，模型列表中可以看到模型的结果，包括三个指标：MOTA、MOTP、召回率，也可以点击「完整评估报告」查看更为详细的模型

表现，本文档会介绍如何解读模型的各项指标。

模型训练结果模型训练结果

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所有训练数据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训练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去对测试数据进行检测，检

测得到的结果跟人为标注的结果进行比对，得到MOTA、MOTP、IDF1-score和召回率。

提示：训练数据，即上传的视频越接近真实业务里需要预测的视频，模型训练结果越具有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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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模型评估结果可能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MOTP与召回率更关注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误召回。前者更需要

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MOTP的指标。同时ID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MOTP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召回与识别效果兼具的场

景，ID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

完整评估报告完整评估报告

如果需要了解更为详细的模型效果表现，可以在模型列表中点击三项指标下方的「完整评估报告」，完整评估报告页面如下图所示：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如下图所示：

在这部分可以选择模型的版本，以及看到每个版本参与训练的视频数。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如下图所示：

在这部分，四项指标的含义如下：

MOTAMOTA

目标跟踪任务中的MOTA指标，指除误报、丢失目标、ID异常切换情况的正确预测样本占所有样本的比率

对于一个模型而言，MOTA表示这个模型中所有标签的综合识别效果。因效果较差的模型可能存在ID异常切换的情况多，大于样本总数的情况，

所以MOTA的取值可能为负，MOTA∈(-∞, 1]。如果MOTA为1，说明所有样本在测试数据中都被正确识别如果MOTA为1，说明所有样本在测试数据中都被正确识别

MOTPMO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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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跟踪任务中的MOTP指标，指各个阈值都为默认值0.5的情况下正确预测的目标数与预测目标总数之比

对于一个标签而言，MOTP越高，说明模型识别出是这个标签的所有结果中，正确数量的占比越高。如果MOTP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是如果MOTP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是

对的，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对的，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

召回率召回率

召回率 Recall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标签的ID数量/该标签真实存在的ID总数

召回率越高，说明模型越完整地识别出这个标签。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IDF1-scoreIDF1-score

IDF1-score代表该模型的综合评测效果，越高效果越好。此处为默认平均阈值为0.5时的IDF1-Score

IDSWIDSW

代表检测目标的ID异常切换的次数。该值越低，模型鲁棒性越好

错误示例错误示例

可查看按照默认阈值下被判定为错误识别的视频片段样本示例，点击左下角的筛选项可查看正确识别、误识别、漏识别的各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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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以及专项适配硬件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可将训练完成的模型部署在本地GPU服务器上，支持服务器SDK的集成方式

可在内网/无网环境下使用模型，确保数据隐私

通用小型设备通用小型设备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支持将模型部署在本地的小型计算设备上，提供SDK的集成方式

通用小型设备SDK-纯离线服务：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请参考技术文档。提供相应代码包、说明文档，供企业用

户/开发者二次开发

如存在设备无法联网，需要在纯离线的环境下激活的情况，或SDK生成失败等任何其他问题，欢迎提交工单或加入QQ群（679517246）咨询

了解

专项适配硬件专项适配硬件

为加速开发者们落地离线AI项目，EasyDL提供多种高性价比的软硬一体方案，支持在AI市场直接购买 了解更多

专项硬件适配SDK和激活序列号是EasyDL软硬一体方案的软件部分。如已在其他渠道购买专项适配硬件，也可在此发布为专用SDK，并单独购

买激活序列号

服务器端SDK

目标跟踪服务器端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服务器端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目标跟踪服务器端SDK支持Linux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CPU: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HUAWEI Atlas 300:

x86_64

单次预测时延根据具体设备、线程数不同，数据可能有波动，请以实测为准

激活&使用步骤激活&使用步骤

离线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三步：

① 下载SDK后，在控制台获取序列号

②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③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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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激活失败怎么办？

①可能是当前序列号已被其他设备激活使用，请核实序列号后用未被激活的序列号重新激活

②序列号填写错误，请核实序列号后重新激活

③同一台设备绑定同一个序列号激活次数过多（超过50次），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④首次激活需要联网，网络环境不佳或无网络环境，请检查网络环境后重试

⑤模型发布者和序列号所属账号非同一账号，如果存在这种异常建议更换账号获取有效序列号

⑥序列号已过有效期，请更换序列号后重试

⑦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目标跟踪服务器端SDK集成文档-Linux-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追踪

硬件支持：

CPU 基础版: - intel x86_64 * - AMD x86_64 - 龙芯 loongarch64 - 飞腾 aarch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Intel®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NVIDIA GPU: x86_64 PC

寒武纪 Cambricon MLU270

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百度昆仑XPU K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 百度昆仑XPU R200

x86_64 - 飞腾 aarch64

华为Atlas 300

海光DCU: x86_64 PC

寒武纪 MLU370 on x86_64

操作系统支持：Linux

根据开发者的选择，实际下载的版本可能是以下版本之一：

EasyDL图像

x86 CPU 基础版

x86 C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加速版

x86 mlu270基础版

x86 SC5+基础版

Phytium MLU270基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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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ium XPU基础版

Phytium Atlas300I基础版

Hygon DCU基础版

性能数据参考算法性能及适配硬件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

2.29
1.7.2 模型性能优化；推理库性能优化

2022.1

0.27
1.7.1

新增语义分割模型http请求示例；升级海光DCU SDK，需配套rocm4.3版本使用；Linux GPU基础版下线适用于CUDA10.0及以

下版本的SDK；Linux GPU加速版升级推理引擎版本

2022.0

9.15
1.7.0

Linux GPU加速版升级预测引擎；Linux GPU加速版适用于CUDA9.0、CUDA10.0的SDK为deprecated，未来移除；新增实例分

割高性能模型离线部署；性能优化

2022.0

7.28
1.6.0 Linux CPU普通版、Linux GPU普通/加速版、Jetson新增目标追踪模型接入实时流的demo

2022.0

5.27
1.5.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2.0

5.18
1.5.0

GPU加速版max_batch_size参数含义变更；修复GPU加速版并发预测时部分图片结果预测错误及耗时增加问题；CPU普通版预

测引擎升级；新增版本号头文件；新增飞腾Atlas300I支持，并且在EasdDL新增多种加速版本；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

新增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新增Tensor In/Out接口和Demo

2022.0

4.25
1.4.1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2022.0

3.25
1.4.0 新增支持海光服务器搭配海光DCU加速卡;

2021.1

2.22
1.3.5 GPU加速版支持自定义模型文件缓存路径；新增支持飞腾MLU270服务器、飞腾XPU服务器

2021.1

0.20
1.3.4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新增支持飞腾CPU、龙芯CPU服务器、比特大陆计算卡SC5+ BM1684、寒武纪MLU270；大幅

提升EasyDL GPU加速版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2021.0

8.19
1.3.2 CPU、GPU普通版及无损加速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

2021.0

6.29
1.3.1

CPU普通版、GPU普通版支持分类模型的batch预测，CPU加速版支持分类、检测模型的batch预测；GPU加速版支持

CUDA11.1；视频流解析支持调整分辨率；预测引擎升级

2021.0

5.13
1.3.0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

估报告

2021.0

3.09
1.2.1

GPU新增目标追踪支持, http server服务支持图片通过base64格式调用，EasyDL高性能检测模型和均衡检测模型CPU加速版新

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1.0

1.27
1.1.0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部分SDK不再需要单独安装OpenCV

2020.1

2.18
1.0.0 1.0版本发布！安全加固升级、性能优化、引擎升级、接口优化等多项更新

2020.1

1.26
0.5.8 EasyDL经典版分类模型CPU加速版里新增量化压缩模型

2020.1

0.29
0.5.7 新增CPU加速版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超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和EasyDL经典版图像分割模型

2020.0

9.17
0.5.6 性能优化，支持更多模型

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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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

8.11
0.5.5 提升预测速度；支持百度昆仑芯片

2020.0

5.15
0.5.3 优化性能，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2020.0

4.16
0.5.2 支持CPU加速版；CPU基础版引擎升级；GPU加速版支持多卡多线程

2020.0

3.12
0.5.0 x86引擎升级；更新本地http服务接口；GPU加速版提速，支持批量图片推理

2020.0

1.16
0.4.7 ARM引擎升级；增加推荐阈值支持

2019.1

2.26
0.4.6 支持海思NNIE

2019.1

1.02
0.4.5 移除curl依赖；支持自动编译OpenCV；支持EasyDL 专业版 Yolov3; 支持EasyDL经典版高精度物体检测模型升级

2019.1

0.25
0.4.4 ARM引擎升级，性能提升30%； 支持EasyDL专业版模型

2019.0

9.23
0.4.3 增加海思NNIE加速芯片支持

2019.0

8.30
0.4.2 ARM引擎升级；支持分类高性能与高精度模型

2019.0

7.25
0.4.1 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7.25
0.4.0 支持Xeye, 细节完善

2019.0

6.11
0.3.3 paddle引擎升级；性能提升

2019.0

5.16
0.3.2 新增NVIDIA GPU支持；新增armv7l支持

2019.0

4.25
0.3.1 优化硬件支持

2019.0

3.29
0.3.0 ARM64 支持；效果提升

2019.0

2.20
0.2.1 paddle引擎支持；效果提升

2018.1

1.30
0.1.0 第一版！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关于SDK包与RES模型文件夹配套使用的说明】

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使用部署tar包中配套的SDK和RES。 更新模型时，如果SDK版本号有更新，请务必同时更新SDK，旧版本的SDK可能无法

正确适配新发布出来部署包中的RES模型。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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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6_64, Ubuntu 18.04, gcc 7.4

Tesla P4, Ubuntu 16.04, cuda 9.0, cudnn 7.5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TCL r1.0

aarch64, Kylin V10, gcc 7.3

loongarch64, Kylin V10, gcc 8.3

Bitmain SC5+ BM1684, Ubuntu 18.04, gcc 5.4

x86_64 MLU270，Ubuntu 18.04, gcc 7.5

phytium MLU270，Kylin V10，gcc 7.3.0

phytium XPU，Kylin V10，gcc 7.3.0

hygon DCU, CentOS 7.8 gcc 7.3.0

XPU K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K200 aarch64, Ubuntu 18.04

XPU R200, x86_64, Ubuntu 18.04

XPU R200 aarch64, Ubuntu 18.04

MLU370, x86_64, Centos7.6.1810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11 (可选)

cuda9.0_cudnn7 (使用NVIDIA-GPU时必须)

XTCL 1.0.0.187 (使用昆仑服务器时必须)

Rocm4.3, Miopen 2.14(使用海光DCU服务器时必须)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以下步骤均可选，请开发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选择安装。

(可选) 安装cuda&cudnn(可选) 安装cuda&cudnn

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包括GPU基础版，GPU加速版)

对于GPU基础版，若开发者需求不同的依赖版本，请在PaddlePaddle官网 下载对应版本的 或参考其文档进行编译，覆盖lib文件

夹下的相关库文件。

(可选) 安装TensorRT(可选) 安装TensorRT

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在NVIDIA GPU上运行GPU加速版必须

下载包中提供了对应 cuda9.0、cuda10.0、cuda10.2、cuda11.0+四个版本的 SDK，cuda9.0 和 cuda10.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0.0.11，cuda10.2 及以上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8.4，请在这里下载对应 cuda 版本的 TensorRT，并把其中

的lib文件拷贝到系统lib目录，或其他目录并设置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XTCL(可选) 安装XTCL 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昆仑服务器及对应SDK时必须 请安装与1.0.0.187版本兼容的XTCL。必要时，请将运行库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可选) 安装Rocm、Miopen(可选) 安装Rocm、Miopen

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使用海光DCU服务器对应SDK时必须

海光DCU SDK依赖Rocm 4.3和Miopen 2.14版本，推荐使用easyedge镜像

(registry.baidubce.com/easyedge/hygon_dcu_infer:1.0.2.rocm4.3)，SDK镜像内运行，镜像拉取方式(

libpaddle_fluid.solibpaddle_fluid.so

wget https://aipe-easyedge-wget https://aipe-easyedge-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视频使用说明

955

https://paddleinference.paddlepaddle.org.cn/user_guides/download_lib.html
https://developer.nvidia.com/nvidia-tensorrt-download


)，关于海光DCU使用更多细节

可参考paddle文档

2. 使用序列号激活2. 使用序列号激活 在控制台获取的序列号请通过参数配置结构体 的成员函

数 设置。

具体请参考SDK自带的 文件的使用方法。

3. 测试Demo3. 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Intel CPU上运行CPU加速版，如果thirdparty里包含openvino文件夹的，必须在

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或者执行 

(openvino-2022.1+)

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填写在 中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如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demo运行效果：

对于支持批量预测的模型和SDK，可在使用前修改demo_image_inference或demo_batch_inference里的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public.bj.bcebos.com/dcu_docker_images/hygon_dcu_rocm4.3.tar.gz && docker load -i hygon_dcu_rocm4.3.tar.gz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set_config(easyedge::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

Demo.cppDemo.cpp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source ${cpp_kit位置路source ${cpp_kit位置路

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径}/thirdparty/openvino/setupvars.sh

demo.cppdemo.cpp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ON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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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考下方使用说明-其他配置部分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对于目标追踪的模型，请选择一段视频，并耐心等待结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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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片不限制大小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配置列表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相关配置均可以通过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对应的key名称加上前缀 即为环境变量的key。如序列号配置的环境变量key

为 ，如指定CPU线程数的环境变量key为 。 注意：通过代

码设置的配置会覆盖通过环境变量设置的值。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DGE_EDGE_

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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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intint trackid trackid;;    // 轨迹id// 轨迹id
        intint frame frame;;    //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 跟踪状态// 跟踪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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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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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设置序列号设置序列号

请在网页控制台中申请序列号，并在init初始化前设置。 LinuxSDK 首次使用需联网授权。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可以参考 文件。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this-is-serial-num""this-is-serial-num"));;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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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或视频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

图片测试：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Python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Java请求示例

视频测试

Python请求示例 (注意：区别于图片预测，需指定 ；否则会调用图片推理接口）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jsonjson(())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Content-Type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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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请求示例 (针对非语义分割模型)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4''./1.mp4',,  'rb''rb'))  asas f f::

    video_data     video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headers     headers=={{'Content-Type''Content-Type'::  'video''video'}},,
     data     data==video_datavideo_data))..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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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针对语义分割模型)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
                        "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
                # print(result.request.body)# print(result.request.body)
                #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result.request.headers)
                printprint((resultresult..contentcontent))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importimport base64 base64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defdef  mainmain(())::
  withwith  openopen(("1.jpg 【图片路径】""1.jpg 【图片路径】",,  'rb''rb'))  asas f f::
  res   res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服务ip地址}:24401/""http://{服务ip地址}:24401/",, json json=={{"image""image":: base64 base64..b64encodeb64encode((ff..readread(())))..decodedecode(("utf8""utf8"))}}))
    withwith  openopen(("gray_result.png""gray_result.png",,  "wb""wb"))  asas fb fb::
   fb   fb..writewrite((resres..contentcontent))  #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语义分割模型是像素点级别输出，可将api返回结果保存为灰度图，每个像素值代表该像素分类结果

ifif __name__  __name__ ====  '__main__''__main__'::
    main    main(())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CONTROLLER_KEY_LOG_BRAND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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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2. CPU线程数设置2. CPU线程数设置

CPU线程数可通过 配置

3. 批量预测设置3. 批量预测设置

GPU 加速版GPU 加速版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GPU 加速版 SDK 除了支持上面介绍的通用接口外，还支持图片的批量预测，预测接口如下：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

口的介绍。

运行参数选项运行参数选项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GPU加速版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44));;

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
    ...    ...

}}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GPU加速版批量图片推理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最大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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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这在多进程加载同

一个模型的时候是有用的。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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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和 multi predictor。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GPU 加速版 SDK 的多线程分为单卡多线程和多卡多线程两种。 单卡多线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单卡所支持的最大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 多卡多线程：多卡的

支持是通过创建多个 predictor，每个 predictor 对应一张 GPU 卡，predictor 的创建和 init 的调用放在主线程，通过多线程的方式调用 infer 接

口。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

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部分显卡存在此问

题，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

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持。

昆仑服务器昆仑服务器 昆仑服务器SDK支持将EasyDL的模型部署到昆仑服务器上。SDK提供的接口风格一致，简单易用，轻松实现快速部署。Demo的测试

可参考上文中的测试Demo部分。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进行运行参数的配置。针对昆仑服务器开发工具包，目

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设置需要使用的加速卡的卡号。

：设置单次预测可以支持的图片数量。

使用方法：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使用哪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brief 设置需要同时预测的图片数量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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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调优模型调优 通过设置如下环境变量，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对模型调优，从而让预测的速度更快。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2.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3.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根据显存大小和模型配置。调整合适的初始 fraction_of_gpu_memory。 参数的含义参考这里。

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4.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5.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6.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intint batch_size  batch_size ==  11;;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KUNLUN_BATCH_SIZE,, batch_size batch_size));;

exportexport  XPU_CONV_AUTOTUNEXPU_CONV_AUTOTUNE==55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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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7.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9.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同上面8的问题类似，没有正确设置动态

库的查找路径，可通过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thirdparty/opencv/lib文件夹解决

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10.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11.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 请确保安装OpenCV时，添加了 选

项（或者GStream选项），并且检查OpenCV的安装日志中，关于 段落的说明是否为 。

如果为NO，请搜索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为依赖没有安装，以apt为例：

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12. GPU加速版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

的 移除，并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

将 移除并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通用小型设备

目标跟踪Windows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跟踪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DWITH_FFMPEG=ON-DWITH_FFMPEG=ON

Video I/OVideo I/O YESYES

--   Video I/O:--   Video I/O:
--     DC1394:                      YES (ver 2.2.4)--     DC1394:                      YES (ver 2.2.4)
--     FFMPEG:                      YES--     FFMPEG:                      YES

--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       avutil:                    YES (ver 54.31.100)--       avutil:                    YES (ver 54.31.100)
--       swscale:                   YES (ver 3.1.101)--       swscale:                   YES (ver 3.1.101)

--       avresample:                NO--       avresample:                NO
--     libv4l/libv4l2:              NO--     libv4l/libv4l2:              NO
--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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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协议

HTTP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1-06-29 | 1.3.1 | 预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

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

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

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

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

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

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

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Windows加速版或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Windows加速版或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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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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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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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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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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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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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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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软硬一体方案

目标跟踪Jetson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Jetson SDK的使用方法。Jetson SDK支持的硬件包括Jetson nano，Jetson TX2，Jetson AGX Xavier和Jetson

Xavier NX。您可在AI市场了解Jetson相关系列产品，同时可以在软硬一体方案了解部署方案。

模型支持：模型支持：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高精度，图像分类高性能，物体检测高精度，物体检测均衡，物体检测高性能，目标跟踪单标签模型。

BML：

公开数据集预训练模型：SSD-MobileNetV1，YOLOv3-DarkNet，YOLOv3-MobileNetV1，ResNet50，ResNet101，SE-ResNeXt50，SE-

ResNeXt101，MobileNetV2，EfficientNetB0_small，EfficientNetB4，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18_vd，SE_ResNet18_vd，Xception71。

百度超大规模数据集预训练模型：YOLOv3-DarkNet，MobileNetV3_large_x1_0，ResNet50_vd，ResNet101_vd。

EasyEdge：EasyEdge支持的模型较多，详见查看模型网络适配硬件。若模型不在此列表，可以尝试使用自定义网络生成端计算组件。

软件版本支持软件版本支持 使用EasyDL的Jetson系列SDK需要安装指定版本的JetPack和相关组件。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会随着SDK版本的升级和新版本

JetPack的推出而不断的更新。在使用SDK前请务必保证软件版本满足此处声明版本。目前所支持的JetPack版本包括：

JetPack5.0.2

JetPack5.0.1

JetPack4.6

JetPack4.5

JetPack4.4（deprecated，该版本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JetPack4.2.2（已移除，请切换至新版本JetPack）

安装JetPack时请务必安装对应的组件：

使用SDK Manager安装JetPack需要勾选TensorRT、OpenCV、CUDA、cuDNN等选项。

使用SD Card Image方式（仅对Jetson Nano和Jetson Xavier NX有效）则无需关心组件问题，默认会全部安装。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12.29 | 1.7.2 | 新增支持JetPack5.0.2；缓存机制优化；模型性能优化 | | 2022.07.28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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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 新增支持JetPack5.0.1，新增目标追踪接入实时流的demo | | 2022.05.18 | 1.5.0 | 部分模型切换格式，max_batch_size含义变更，由输入

图片数不大于该值变更为等于该值；移除适用于JetPack4.2.2的SDK；示例代码demo_stream_inference重构；示例代码移除frame_buffer，新增

更安全高效的safe_queue | | 2021.12.22 | 1.3.5 | 新增支持JetPack4.6；支持在EasyEdge平台语义分割模型生成开发套件；修复缓存问题；支持

自定义缓存路径 | | 2021.10.20 | 1.3.4 | 新增支持JetPack4.5；大幅提升EasyDL有损压缩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 | | 2021.06.29 | 1.3.1 | 视频流支

持分辨率调整；支持将预测后的视频推流，新增推流demo | | 2021.05.13 | 1.3.0 | 新增视频流接入支持；EasyDL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

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CPU、GPU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3.09 | 1.2.1 | EasyEdge新增一系列模型的支持；性能

优化 | | 2021.01.27 | 1.1.0 | EasyDL经典版高性能分类模型升级；

EasyDL经典版检测模型新增均衡选项；

EasyEdge平台新增Jetson系列端计算组件的生成；

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0.0 | 接口升级和一些性能优化 | | 2020.08.11 | 0.5.5 | 部分模型预测速度提升 | | 2020.06.23 | 0.5.4 | 支持

JetPack4.4DP，支持EasyDL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0.5.3 | 专项硬件适配SDK支持Jetson系列 |

2022-5-18: 【接口变更】 含义变更。 变更前：预测输入图片数不大于不大于该值均可。 变更后：预

测输入图片数需等于等于该值。SDK内部对该接口变更做了兼容处理，在输入图片数小于该值时依然可正常运行，但预测性能会和等于该值时一

致。推荐根据实际输入图片数量需求修改该值，尽可能保持最小。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4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SDK会

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建议切换至最新版本JetPack。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移除。

2020-12-18: 【接口升级】 参数配置接口从1.0.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请尽

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2021-10-20: 【版本移除】 适用于JetPack4.2.2版本的SDK被标记为deprecated，该版本代码已停止更新，SDK会在未来某个版本移除，请切

换至新版本JetPack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本SDK适用于JetPack4.5、JetPack4.6、JetPack5.0系列版本，请务必安装其中之一版本，并使用对应版本的SDK。 注意在安

装JetPack时，需同时安装CUDA、cuDNN、OpenCV、TensorRT等组件。

如已安装JetPack需要查询相关版本信息，请参考下文中的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使用序列号激活使用序列号激活

首先请在官网获取序列号。

将获取到的序列号填写到demo文件中或以参数形式传入。 

编译并运行Demo编译并运行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编译运行：

demo运行示例：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makemake -j -j$($(nprocnproc))
**make **make installinstall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为可选，也可将lib所在路径添加为环境变量**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sudosudo ldconfig ldconfig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测试图片路径或仅包含图片的文件夹路径}}  {{序列号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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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展示：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运行

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baidu@nano:~/ljay/easydl/sdk/demo/build$ ./demo_batch_inference/easyedge_batch_inference ....//....//....//..../RES//RES/  
/ljay/images/mix008.jpeg/ljay/images/mix008.jpeg
20202020-08-06 -08-06 2020:56:30,665 INFO :56:30,665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20202020-08-06 -08-06 2020:57:58,427 INFO :57:58,427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8125646864548125646864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Optimized model saved to:  
/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home/baidu/.baidu/easyedge/jetson/mcache/24110044320/m_cache, Don't remove it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Results of image /ljay/images/mix008.jpeg: 
22, kiwi, p:0.997594 loc: , kiwi, p:0.997594 loc: 0.3520870.352087, , 0.561190.56119, , 0.6257480.625748, , 0.8683990.868399
22, kiwi, p:0.993221 loc: , kiwi, p:0.993221 loc: 0.457890.45789, , 0.07302940.0730294, , 0.736410.73641, , 0.3994290.399429
22, kiwi, p:0.992884 loc: , kiwi, p:0.992884 loc: 0.1568760.156876, , 0.05987250.0598725, , 0.38020.3802, , 0.3947060.394706
11, tomato, p:0.992125 loc: , tomato, p:0.992125 loc: 0.5235920.523592, , 0.3891560.389156, , 0.6577380.657738, , 0.5480690.548069
11, tomato, p:0.991821 loc: , tomato, p:0.991821 loc: 0.6654610.665461, , 0.4195030.419503, , 0.8052820.805282, , 0.5735580.573558
11, tomato, p:0.989883 loc: , tomato, p:0.989883 loc: 0.2974270.297427, , 0.4399990.439999, , 0.4321970.432197, , 0.593250.59325
11, tomato, p:0.981654 loc: , tomato, p:0.981654 loc: 0.3834440.383444, , 0.2482030.248203, , 0.5066060.506606, , 0.4009260.400926
11, tomato, p:0.971682 loc: , tomato, p:0.971682 loc: 0.1837750.183775, , 0.5565870.556587, , 0.2869960.286996, , 0.7113610.711361
11, tomato, p:0.968722 loc: , tomato, p:0.968722 loc: 0.3793910.379391, , 0.03869650.0386965, , 0.516720.51672, , 0.2096810.209681
DoneDone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res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0.0:24401.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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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接口初始化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接口预测接口

//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模型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model_dir model_dir;;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serial_num serial_num));;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11));;    //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优化的模型可以支持的batch_size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置true开启fp16模式推理会更快，精度会略微降低，但取决于硬
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件是否支持fp16，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fp16，参阅文档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11));;      //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编译模型的策略，如果当前设置的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
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译存储的不同，则重新编译模型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config));;
ifif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EDGE_OK EDGE_OK))  {{

                exitexi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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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批量图片的预测接口的使用要求在调用  接口的时候设置一个有效的 ，其含义见下方参数配置接口的介绍。

参数配置接口参数配置接口 参数配置通过结构体 完成。

/**/**
 * @brief * @brief

 * 单图预测接口 * 单图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批量图片预测接口，带阈值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related infer(cv::Mat & image,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vector<EdgeResultData> &result, float threshold)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simages,,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EdgeColorFormat origin_color_format,,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results,,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00;;

initinit max_batch_sizemax_batch_size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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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选项的配置以 、 的方式存储在类型为 的 中，并且键值对的设置和获取可以通

过 的 和 函数完成。同时也支持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设置键值对。 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

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demo工程。

针对Jetson开发工具包，目前 的运行参数所支持的 包括如下项：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struct EdgePredictorConfig {
    /**    /**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brief 模型资源文件夹路径
     */     */

    std::string model_dir;    std::string model_dir;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emplate<typename T = std::string>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const T *g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default_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void set_config(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T *value);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static EdgePredictorConfig default_config();
};};

keykey valuevalue std::mapstd::map confconf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get_configg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KeyKey

/**/**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brief 当有同类型的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哪一个设备，如：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GPU: 使用哪张GPU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EdgeBoard(VMX)，Movidius NCS ：使用哪一张加速卡

 * 值类型：int * 值类型：int
 * 默认值：0 * 默认值：0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brief 生成 batch_size 为 max_batch_size 的优化模型，单次预测图片数量可以小于或等于此值（推荐等于此值，见release notes）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4 * 默认值：4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brief 设置device对应的GPU卡可以支持的最大并发量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实际预测的时候对应GPU卡的最大并发量不超过这里设置的范围，否则预测请求会排队等待预测执行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brief 是否开启fp16模式预测，开启后预测速度会更快，但精度会略有降低。并且需要硬件支持fp16
 * 值类型: bool * 值类型: bool

 * 默认值：false * 默认值：false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brief 模型编译等级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1：如果当前max_batch_size与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不相等时，则重新编译模型（推荐）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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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载模型会先对模型进行编译优化，通过此值可以设置优化后的产出文件名。

：首次加载模型经过编译优化后，产出的优化文件会存储在这个位置，可以按需修改。

、 ：设置运行时可以被用来使用的最大临时显

存。

：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片数需等于此

值。

：设置需要使用的 GPU 卡号，对于Jetson，此值无需更改。

：模型编译等级。通常模型的编译会比较慢，但编译产出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在第一次加载模型的时

候设置合理的 max_batch_size 并在之后加载模型的时候直接使用历史编译产出。是否使用历史编译产出可以通过此值 compile_level 来控制，当

此值为 0 时，表示忽略当前设置的 max_batch_size 而仅使用历史产出（无历史产出时则编译模型）；当此值为 1 时，会比较历史产出和当前设

置的 max_batch_size 是否相等，如不等，则重新编译；当此值为 2 时，无论如何都会重新编译模型。

：通过此值设置单张 GPU 卡上可以支持的最大 infer 并发量，其上限取决于硬件限制。init 接口

会根据此值预分配 GPU 资源，建议结合实际使用控制此值，使用多少则设置多少。注意：此值的增加会降低单次 infer 的速度，建议优先考虑

batch inference。

：默认是 fp32 模式，置 true 可以开启 fp16 模式预测，预测速度会有所提升，但精度也会略微下降，权衡使

用。注意：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也不是所有硬件都支持 fp16 模式。已知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2：无论历史编译产出的max_batch_size为多少，均根据当前max_batch_size重新编译模型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 * 默认值：1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brief GPU工作空间大小设置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size = workspace_prefix * (1 << workspace_offset)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workspace_offset: 10 = KB, 20 = MB, 30 = GB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默认值：WORKSPACE_PREFIX: 100, WORKSPACE_OFFSET: 20，即100MB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brief 需要使用的dla core
 * 值类型: int * 值类型: int

 * 默认值：-1(不使用) * 默认值：-1(不使用)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PREDICTOR_KEY_GTURBO_DLA_CORE";;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存储路径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默认值: ~/.baidu/easyedge/mcache/{model_id * 1000000 + release_id}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brief 自定义缓存文件命名，默认即可
 * 值类型: string * 值类型: string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默认值: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static  constexprconstexpr  auto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NAME

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PREDICTOR_KEY_GTURBO_CACHE_DIR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PREFIX 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PREDICTOR_KEY_GTURBO_WORKSPACE_OFFSET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DEVICE_IDPREDICTOR_KEY_DEVICE_ID

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PREDICTOR_KEY_GTURBO_COMPILE_LEVEL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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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接口预测视频接口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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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返回格式返回格式

预测成功后，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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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图片高度 = 检测框

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或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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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参考这里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多线程预测多线程预测 Jetson 系列 SDK 支持多线程预测，创建一个 predictor，并通过  控制所支持的最大

并发量，只需要 init 一次，多线程调用 infer 接口。需要注意的是多线程的启用会随着线程数的增加而降低单次 infer 的推理速度，建议优先使用

batch inference 或权衡考虑使用。

已知问题已知问题 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1. 多线程时图片按线程分配不均 或 不同batch size的图片交叉调用infer接口时，部分结果错误

A：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在有些显卡上可能存在此问题，可以考虑填充假图片数据到图片比较少的线程或batch以使得infer间的图片绝对平

均。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2. 显存持续增长或遇到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what(): Failed to create objectFailed to create object

A：如果遇到此问题，请确认没有频繁调用 init 接口，通常调用 infer 接口即可满足需求。

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3. 开启 fp16 后，预测结果错误

A：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fp16 模式。目前已知的不支持fp16的模型包括：EasyDL图像分类高精度模型。目前不支持的将会在后面的版本陆续支

持。

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4. 部分模型不支持序列化

A：针对JetPack4.4、4.5版本，部分模型无法使用序列化，如已知的BML的MobileNetV1-SSD和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需要每次加载模型的时候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接口使用-返回格式接口使用-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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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模型，过程会比较慢。此问题将在后续JetPack版本中修复。目前JetPack4.6版本SDK已修复该问题。

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开发板信息查询与设置 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查询L4T或JetPack版本 查询JetPack版本信息，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先查询L4T的版本。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板子当前的L4T版本为R32.4.3，对应JetPack4.4。 注意，L4T的版本不是JetPack的版本，一般可以从L4T的版本唯一对应到

JetPack的版本，下面列出了最近几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功率模式设置与查询 不同的功率模式下，执行AI推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速度需求很高，可以把功率开到最大，但记得加上小风扇散热~

FAQFAQ 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1. EasyDL SDK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2.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4. 运行demo时报找不到

需要export 所在的路径，如路径为/home/work/baidu/cpp/lib，则需执行：

或者在编译完后执行如下命令将lib文件安装到系统路径：

**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并回车**
$ $ headhead -n  -n 11 /etc/nv_tegra_release /etc/nv_tegra_release

**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就会输出类似如下结果**
$ $ #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 R32 (release), REVISION: 4.3, GCID: 21589087, BOARD: t210ref, EABI: aarch64, DATE: Fri Jun 26 04:38:25 UTC 2020

L4T R32.6.1  --L4T R32.6.1  -->> JetPack4.6 JetPack4.6

L4T R32.5.1  --L4T R32.5.1  -->> JetPack4.5.1 JetPack4.5.1
L4T R32.5    --L4T R32.5    -->>  JetPack4.5  JetPack4.5
L4T R32.4.3  --L4T R32.4.3  -->>  JetPack4.4  JetPack4.4

L4T R32.4.2  --L4T R32.4.2  -->>  JetPack4.4DP  JetPack4.4DP
L4T R32.2.1  --L4T R32.2.1  -->>  JetPack4.2.2  JetPack4.2.2

L4T R32.2.0  --L4T R32.2.0  -->>  JetPack4.2.1  JetPack4.2.1

**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1. 运行下面这条命令可以查询开发板当前的运行功率模式**
$ $ sudosudo nvpmodel -q verbose nvpmodel -q verbose

**$ NV Power Mode: MAXN****$ NV Power Mode: MAXN**
**$ **$ 00****

**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如果输出为MAXN代表是最大功率模式**

**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2. 若需要把功率调到最大，运行下面这条命令**

$ $ sudosudo nvpmodel -m  nvpmodel -m 00

**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如果你进入了桌面系统，也可以在桌面右上角有个按钮可以切换模式**

**3. 查询资源利用率****3. 查询资源利用率**
$ $ sudosudo tegrastats tegrastats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libeasyedge_extension.solibeasyedge_extension.s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work/baidu/cpp/lib:/home/work/baidu/cpp/lib:${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sudosudo  makemake  install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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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安装，也可手动复制lib下的文件到 下。

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5. 运行demo时报如下之一错误

请适当降低 和 的值后尝试。

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6. 运行有损压缩加速的模型，运算精度较标准模型偏低 首先请保证数据集不会太小。其次可以通过将模型目录 中的 移除，并

通过将 设置为 ，使用FP16的运算精度重新评估模型效果。若依然不理想，可将 移除并

将 设置为 ,从而使用更高精度的FP32的运算精度。

EasyDL 结构化数据使用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结构化数据

目前EasyDL结构化数据支持训练以下模型：

表格数据预测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从表格化数据中发现潜在规律，从而创建机器学习模型，并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处理新的数据，为业务应用生成预测结果

时序预测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从历史数据中发现潜在规律，从而对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可视化操作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操作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根据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将模型以云端API的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

表格数据预测
表格数据预测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表格数据预测模型，旨在帮助用户通过机器学习技术从表格化数据中发现潜在规律，从而创建机器学习模型，并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处理新的

数据，为业务应用生成预测结果。本文介绍表格数据预测表格数据预测模型，根据预测数据的不同，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usr/local/lib/usr/local/lib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Compiling model  Compiling model forfor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fast inference, this may take a whilewhile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KilledKilled

**或****或**

20202020-12-17 -12-17 1616:15:07,924 INFO :15:07,924 INFO [[EasyEdgeEasyEdge]]  547633188880547633188880 Build graph failed Build graph failed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BATCH_SIZE 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PREDICTOR_KEY_GTURBO_MAX_CONCURRENCY

RESRES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truetrue calibrationtablecalibrationtable

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PREDICTOR_KEY_GTURBO_FP16 fals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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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目标列是连续的实数范围，或者属于某一段连续的实数区间。如在销量预测场景中，销量值可能是某个取值范围内的任意值，解决该问

题的模型属于回归模型。

二分类：目标列是离散值，且只有两种可能的取值。如在精准营销场景中预测一个用户是否为潜在购买用户，其目标列仅存

在“True”和“False”两种取值，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属于二分类模型。

多分类：目标列是离散值，并具有有限的可能取值。如在用户分类场景中，根据用户的历史消费数据，将用户划分到不同消费偏好的类别中，

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属于多分类模型。

以下是关于表格数据预测模型的技术文档。

应用场景

精准营销：从客户消费记录中挖掘客户群的共有特征，分析出客户的购物偏好，从而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

信用评分：金融公司分析客户的历史行为数据，建立用户信用模型，从而确定贷款额度等

价格预测：从历史数据中发现商品的变化规律以及影响价格的因素，从而为未来的商业行为提供支持

客户流失预测：根据客户历史数据获得数据挖掘模型，从而生成客户流失预测列表，为市场营销策略提供有价值的业务洞察力。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几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如果文档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数据准备

表格数据集介绍

表格数据介绍表格数据介绍

训练数据的质量决定了训练所得模型效果可达到的上限。数据上传后无法修改其内容。如果在导入训练数据后需要对其进行更改，必须重新导

入。

数据要求数据要求

数据文件格式要求：数据文件格式要求：

目前仅支持CSV格式的数据文件

一次仅能上传一个文件，可以是一个CSV文件或由多个CSV文件压缩成的zip包

单个上传文件大小不能超过5GB

一个数据集包含的总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0GB

数据文件内容要求：数据文件内容要求：

当数据文件包含列名时，列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但不能以下划线开头。

文件内容以换行符（即字符“\n”，或称为LF）分隔各行，行内容以英文逗号（即字符“,”）分隔各列

必须包含要预测的值即目标列，且目标列的数据类型会决定模型的类型。

文件中文本列取值长度不能超过4096个字符。

必须至少包含两列，且不得超过1000列。

数据集的总行数不能超过1000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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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包中的多个CSV文件必须使用相同的编码格式，都包含列名或都不包含列名；且列的顺序必须保持一致

在扩充数据集时，新导入数据文件的首行与数据集的列名相同时，将被视为列名，否则将被视作数据

创建表格数据集

在EasyDL经典版中，您可以在“数据总览”页面，完成数据集创建、数据导入等操作，为模型构建准备好数据。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数据集需要先定义，然后再导入数据。

1. 单击“数据总览”，进入数据集列表页面。

2. 单击“创建数据集”，进入数据集创建页面。

3. 输入数据集名称，单击“完成”结束创建。

完成创建后，可以在数据集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集。系统默认生成V1版本，当前数据内容为空，可以通过导入的方式向其中添加数据。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通过导入的方式可以向数据集中添加或追加数据。

1. 单击“数据总览”，进入数据集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导入数据集所在行的“导入”按钮，进入数据集导入页面。

3. 导入数据文件。

导入的数据文件可以是CSV文件或由CSV文件组成的压缩包文件。

如果导入的是CSV文件，支持数据预览，如果是压缩包格式，则不支持预览。

4. 根据数据文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列名设置。

设置首行为列名：将导入的数据文件中的首行作为列名。

设置首行非列名：此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列名，而将首行作为数据。

5. 单击“确认并返回”完成导入操作。

模型训练

表格预测模型介绍

表格数据预测模型介绍表格数据预测模型介绍

表格数据预测模型是基于结构化数据进行建模，系统会基于用户上传的数据使用预置算法进行模型构建与训练。表格数据预测模型目前支持回归

和分类两种类型的模型，其中分类模型包括二分类和多分类模型。

回归回归

回归模型通常用来预测一个数值，其反映的是变量或属性间的依赖关系，建模过程即求解将一个或多个变量映射到一个实数值的函数。它可以应

用到市场营销的各个方面，如销量预测、价格预测等场景中。

分类分类

分类是找出一组对象的共同或差异点以将其划分为相同或不同的类，其目的是通过分类模型，将数据项映射到某个给定的类别。它可以应用到客

户分群、客户行为预测、客户满意度分析等场景中。

其中二分类模型是指预测值包括两种类别，多分类模型是指预测值包括多种类别。

创建模型

在EasyDL经典版中，您可以在“模型中心”进行模型的创建。在EasyDL中模型可以包括多个版本，每次训练会生成一个版本。各个版本的模型之间

相互独立，可以分别进行版本发布等操作。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模型需要先创建，然后才能进行训练。

1. 单击“创建模型”，进入模型创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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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模型创建信息，如下图所示。

模型名称：指定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公司或个人，并输入相关名称

所属行业：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应用场景：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邮箱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联系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功能描述：用于记录模型创建的背景、用途等方面的信息。

3. 单击“下一步”完成模型创建。

完成创建后，可以在模型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模型。新建的模型不包含任何版本的模型，在训练后会生成新的模型版本。

训练模型

EasyDL经典版提供的的机器学习算法不仅性能高、可扩展，还针对速度、规模和准确性进行了优化，可以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进行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在准备好数据集并创建模型后，可以创建训练任务。

1. 单击“训练模型”，进入模型训练页面。

2. 填写模型训练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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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选择要训练的模型

选择数据集：选择训练模型使用的数据集

选择目标列：从数据集中选择一列作为预测列

算法类型：包括二分类、多分类和回归，也可以选择自动，此时系统会根据数据集以及选择的目标列进行判断。

部署方式：当前仅支持公有云API方式。

3. 单击“开始训练”启动训练任务。

启动训练任务后，系统会在模型下的列表中创建一个新的模型版本，新建的版本处于“训练中”的状态，当处于“训练完成”状态时表示模型已完

成训练。

4.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表格预测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查看模型

训练任务结束后，可以查看模型的各项指标，以确定模型是否满足要求。不同类型的模型包含了不同的指标，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查看

关键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查看模型查看模型

对于“训练完成”的模型，可以查看其评估结果。

1. 单击“我的模型”，进入模型列表页面。

2. 单击待查看模型的“历史版本”，进入模型版本列表页面。

3. 点击待查看模型版本所在行的“完整评估结果”，系统展示评估结果页面。

回归模型的评估结果包括各项常用评估指标以及特征重要性，如下所示：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结构化数据使用说明

993



二分类模型的评估结果包括混淆矩阵、F1-Score阈值曲线、KS曲线、ROC曲线、P-R曲线、Lift曲线、Gain曲线和特征重要性，如下所

示：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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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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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类模型的评估结果包括混淆矩阵、ROC曲线、P-R曲线和特征重要性，如下所示：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详细详细

评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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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模型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

校验模型校验模型

在训练任务成功完成后，即可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校验。

1. 单击“校验模型”，进入模型校验页面。

2. 选择要校验的模型及其版本。

3. 单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校验数据支持两种输入方式，表单方式或json格式，并支持切换

系统自动填充了校验数据，用户可以直接使用预置的数据进行预测，也可以修改后再进行预测。

4. 单击“预测”，可以在右侧结果面板中查看预测结果。

校验示例如下所示：

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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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一次API请求中最多可以包含100条预测数据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API后，将获得1000次免费调用次数，如需更多调用量，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公有云部署

如何发布表格数据预测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选择版本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提交工

单单反馈。反馈。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接口赋权接口赋权

在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为接口赋权，需要登录EasyDL经典版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获得由一串数字组成的appid，然后就可以

参考接口文档正式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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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支持在「公有云服务管理」-「权限管理」中为第三方用户配置权限

示意图如下：

API调用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表格数据预测模型，实现表格数据预测。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表格数据预测API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经典版控制台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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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接口：

具体示例如下：

POSTPOST

{{
    "include_req": false,    "include_req": false,
    "data": <待预测数组>    "data": <待预测数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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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范围可选值范围 说明说明

include_req 否 boolean - 返回结果是否包含特征数据：false，不包含；true，包含，默认为false

include_proba 否 boolean - 返回结果是否包含分类概率：false，不包含；true，包含，默认为false

data 是 array - 待预测数据，每条待预测数据是由各个特征及其取值构成的键值对的集合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batch_result 否 array(object) 预测结果数组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include_req": false, "include_req": false,
 "data": [{ "data": [{
   "sepal_length": 5.1,   "sepal_length": 5.1,
   "sepal_width": 3.5,   "sepal_width": 3.5,
   "petal_length": 1.4,   "petal_length": 1.4,
   "petal_width": 0.2   "petal_width": 0.2
  },  },
  {  {
   "sepal_length": 5.3,   "sepal_length": 5.3,
   "sepal_width": 3.4,   "sepal_width": 3.4,
   "petal_length": 1.2,   "petal_length": 1.2,
   "petal_width": 0.3   "petal_width": 0.3
  }  }
 ] ]
}}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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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data格式错误等等，可检查下请求数据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

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服务器部署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DL 的 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适用于 EasyDL 和 BML。

EasyDL 通用版：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声音分类，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加速版)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加速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BML：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声音分类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基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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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x86_64 Nvidia GPU (基础版)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0.27 1.3.5 新增华为Atlas300、飞腾Atlas300 Python SDK，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人脸检测、实例分割

2022.09.15 1.3.3 EasyDL CPU普通版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2022.05.27 1.3.1 CPU、GPU普通版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2021.12.22 1.2.7 声音分类模型升级

2021.10.20 1.2.6 CPU基础版、CPU加速版、G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2021.08.19 1.2.5 CPU基础版、CPU无损加速版、GPU基础版新增支持EasyDL小目标检测

2021.06.29 1.2.4 CPU、GPU新增EasyDL目标跟踪支持；新增http server服务启动demo

2021.03.09 1.2.2 EasyDL CPU加速版新增支持分类、高性能检测和均衡检测的量化压缩模型

2021.01.27 1.2.1 EasyDL经典版分类高性能模型升级；支持更多模型

2020.12.18 1.2.0 推理引擎升级；接口升级；性能优化

2020.09.17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2020.08.11 1.1.18 性能优化

2020.06.23 1.1.17 支持更多EasyDL专业版模型

2020.04.16 1.1.15 技术优化；升级 OpenVINO 版本

2020.03.12 1.1.14 新增声音识别python sdk

2020.02.12 1.1.13 新增口罩模型支持

2020.01.16 1.1.12 预测函数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2019.12.26 1.1.11 EasyDL 专业版支持 SDK 加速版

2019.12.04 1.1.10 支持图像分割

2019.10.21 1.1.9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2019.08.29 1.1.8 CPU 加速版支持

2019.07.19 1.1.7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2019.05.16 1.1.3 NVIDIA GPU 支持

2019.03.15 1.1.0 架构与功能完善

2019.02.28 1.0.6 引擎功能完善

2019.02.13 1.0.5 paddlepaddle 支持

2018.11.30 1.0.0 第一版！

2020-12-18: 【接口升级】 序列号的配置接口从1.2.0版本开始已升级为新接口，以前的方式被置为deprecated，并将在未来的版本中移除。

请尽快考虑升级为新的接口方式，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参考下文介绍以及demo工程示例，谢谢。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

式的数据需要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基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使用表格预测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安装

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resampy pydub six librosa

ffmpegffmpeg

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brotlipy==0.7.0 certifi==2020.6.20 joblib==1.0.1 kaggle==1.5.12 Pillow py4j pycosat python-

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dateutil python-slugify ruamel_yaml text-unidecode threadpoolctl flask pandas==1.0.5 scikit-learn==0.23.2 lightgbm==2.2.3  

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catboost==0.24.1 xgboost==1.2.0 numpy==1.19.5 scipy==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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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ml算法

安装（目前只支持python3.7） pip install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目标跟踪除外）：

不同cuda版本的环境，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安装安装

OpenVINOOpenVINO 使用  SDK 预测时必须安装。

1）请参考 1）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文档安装 2021.4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及后续部分

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2）运行之前，务必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cuda、cudnn安装 cuda、cudnn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依赖的版本为 cuda9.0、cudnn7。版本号必须正确。

安装 pytorch（torch >= 1.7.0)安装 pytorch（torch >= 1.7.0)

目标跟踪模型的预测必须安装pytorch版本1.7.0及以上（包含： 、 ）。

目标跟踪模型 还需安装依赖cuda、cudnn。

关于不同版本的pytorch和CUDA版本的对应关系：pytorch官网 目标跟踪模型还有一些列举在requirements.txt里的依赖（包括torch >=

1.7.0），均可使用pip下载安装。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安装说明：华为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安装说明：飞腾 Atlas300 除了需要安装BaiduAI_EasyEdge_SDK包，还需安装

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psutil==5.7.2 pypmml==0.9.7 torch==1.8.0 jieba==0.42.1 pyod==0.8.5 pyarrow==6.0.0 scikit-optimize==0.9.0 pyspark==3.3.0

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BaiduAI_TabularInfer-0.0.0-cp37-cp37m-linux_x86_64.whl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0.1的#CUDA10.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2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CUDA10.2的PaddlePaddle#CUDA10.2的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0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0的#CUDA11.0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1的#CUDA11.1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python -m pip python -m pip installinstall paddlepaddle-gpu paddlepaddle-gpu====2.22.2.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2.post112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CUDA11.2的#CUDA11.2的
PaddlePaddlePaddlePaddle

x86_64 CPU 加速版x86_64 CPU 加速版

sourcesource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opt/intel/openvino_2021/bin/setupvars.sh

Nvidia GPU 加速版Nvidia GPU 加速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x86_64 CPU 基础版x86_64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Nvidia GPU 基础版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 -U EasyEdge_Devkit_Atlas300-{{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 -U EasyEdge_Devkit_Phytium.Atlas-{{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cp36-cp36m-linux_aarch64.w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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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序列号激活3. 使用序列号激活

获取序列号 

修改  填写序列号

4. GPU 加速版4. GPU 加速版 使用 GPU 加速版，在安装完 whl 之后，必须：

1. 从这里下载 TensorRT7.0.0.11 for cuda9.0，并把解压后的 lib 放到 C++ SDK 的 lib 目录或系统 lib 目录

2. 运行时，必须在系统库路径中包含 C++ SDK 下的 目录。如设置

如果是使用 C++ SDK 自带的编译安装的 OpenCV，LD_LIBRARY_PATH 还需要包括 C++ SDK的 build 目录下的  目录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 ，运行时可能报错：

5. 测试 Demo5. 测试 Demo

5.1 图片预测5.1 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5.2 视频预测（适用于目标跟踪）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视频文件路径 / 摄像头id / 网络视频流地址，运行：

demo.pydemo.py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lib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cdcd  ${SDK_ROOT}${SDK_ROOT}

**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1. 安装 python wheel 包**
tartar -xzvf python/*.tar.gz -xzvf python/*.tar.gz
pip pip installinstall -U  -U {{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对应 Python 版本的 wheel 包}}

**2. 设置 LD_LIBRARY_PATH****2. 设置 LD_LIBRARY_PATH**
tartar -xzvf cpp/*.tar.gz  -xzvf cpp/*.tar.gz 
exportexport  EDGE_ROOTEDGE_ROOT==$($(readlink -f readlink -f $($(ls -h ls -h ||  grepgrep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baidu_easyedge_linux_cpp"))))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EDGE_ROOT$EDGE_ROOT/lib/lib

**3. 运行 demo****3. 运行 demo**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thirdparty/libthirdparty/lib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easyedge.so.0.4.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opencv_core.so.3.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RE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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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Demo HTTP 服务6.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video_type: 输入源类型 type:int**
**1 本地视频文件****1 本地视频文件**

**2 摄像头的index****2 摄像头的index**
**3 网络视频流****3 网络视频流**

**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video_src: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type: string**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video_typevideo_type}}  {{video_srcvideo_src}}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serial_keyserial_key}}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set_auth_license_keyset_auth_license_key(("这里填写序列号""这里填写序列号"))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license license==serial_keyserial_key))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py里::****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xxxx,, device device==xxxx,, engine engine==xxxx,, device_id device_id==xxxx))****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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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infer_cfg_file          infer_cfg_file=='infer_cfg.json''infer_cfg.json',,
          device_id          device_id==00,,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
              """"""
       Args:       Args: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device: BaiduAI.EasyEdge.Device，比如：Device.CPU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BaiduAI.EasyEdge.Engine， 比如： Engine.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str           config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label_file: str 标签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infer_cfg_file: 包含预处理、后处理信息的文件
   device_id: int 设备ID   device_id: int 设备ID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thread_num: int CPU的线程数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结构化数据使用说明

1007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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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图像分割

mask字段中，data_type为 时，返回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data_type为 时，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demo

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预测视频（目前仅限目标跟踪模型调用）

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 dict1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像素坐标(tlwh)

id dict2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id

score dict3 当前帧每一个类别的追踪目标的识别置信度

label dict4 class_idx(int)与label(string)的对应关系

class_num int 追踪类别数

预测声音预测声音

使用声音分类SDK需要安装额外依赖 pip 安装  音频默认格式支持wav文件预测，如果需要预测mp3等其他音频格式的数据需要

系统额外安装 （windows系统的ffmpeg已集成在sdk中无需额外安装，linux系统需要手动安装）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

  "name""name"::  "cat""cat",,
        "score""score"::  1.01.0,,
        "location""location"::  {{

          "left""left":: ... ...,,  
          "top""top":: ... ...,,  

          "width""width":: ... ...,,
          "height""height":: ... ...,,

        }},,
        "mask""mask":: ... ...
}}

numpynumpy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stringstring

defdef  infer_frameinfer_frame((selfself,, frame 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NoneNone))::
      """"""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视频推理(抽帧之后）

   :param frame:   :param frame:
   :param threshold:   :param threshold:

   :return:   :return:
   """   """

dictdict

resampy pydubresampy pydub

ffmpeg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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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的类别

升级模型升级模型 适用于经典版升级模型，执行 ，根据提示，输入模型路径、激活码、模型ID、模型版本，等待模型更新完毕即

可。

FAQFAQ

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Q: EasyDL 离线 SDK 与云服务效果不一致，如何处理？ A: 后续我们会消除这部分差异，如果开发者发现差异较大，可联系我们协助处理。

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Q: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A: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Q: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A: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Q: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Q: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

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defdef  infer_soundinfer_sound((selfself,,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

       Args:       Args: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sound_binary
           threshold: confidence           threshold: confidenc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bash update_model.shbash update_model.sh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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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情况三：Atlas Python SDK日志提示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或者其他类似so找不

到到 可以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加上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例如

查找安装包内libs和thirdpartylibs路径的方法如下(以华为Atlas300 SDK为例，其他SDK查找方法类似)：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表格预测

硬件支持：

Intel CPU 普通版 * x86_64

CPU 加速版 - Intel Xeon with AVX2 and AVX512 - Intel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 Intel Atom Processors with SSE * - AMD Core

Processors with AVX2

Intel Movidius MyRIAD2/MyRIAD X (仅支持Win10)

操作系统支持

普通版：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64位Windows Server2012及以上

加速版：64位 Windows 10，64位Windows Server 2019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协议

HTTP

更详细的环境说明可参考SDK内的 README.md

*intel 官方合作，拥有更好的适配与性能表现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2-09-15 | 1.7.0 | 新增支持表格预测 | | 2022-07-28 | 1.6.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2-05-27 | 1.5.1 | 新增支持BML Cloud小目标检测模型 | | 2022-05-18 | 1.5.0 | 修复各别机器下程序崩溃的问题 | | 2022-04-25 | 1.4.1 |

EasyDL, BML升级支持paddle2模型 | | 2022-03-25 | 1.4.0 | 优化模型算法 | | 2021-12-22 | 1.3.5 | CPU基础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demo程序优

化环境依赖检测 | | 2021-10-20 | 1.3.4 | CPU加速版推理引擎优化升级| | 2021-08-19 | 1.3.2 | 新增DEMO二进制文件 | | 2021-06-29 | 1.3.1 | 预

测引擎升级 | | 2021-05-13 | 1.3.0 | 模型发布新增多种加速方案选择；目标追踪支持x86平台的GPU及加速版；展示已发布模型性能评估报告 | |

2021-04-08 | 1.2.3 | 支持BML平台模型仓库本地上传模型 | | 2021-03-09 | 1.2.2| CPU加速版支持int8量化模型 | | 2021-01-27 | 1.2.1| 新增模型

支持；性能优化；问题修复 | | 2020.12.18 | 1.2.0 | 推理引擎升级 | | 2020-11-26 | 1.1.20 | 新增一些模型的加速版支持 | | 2020.10.29 | 1.1.20

| 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9-17 | 1.1.19| 支持更多模型 | | 2020.08.11 | 1.1.18 | 支持专业版

更多模型 | | 2020.06.23 | 1.1.17 | 支持专业版更多模型 | | 2020.05.15 | 1.1.16 | 优化性能，修复已知问题 | | 2020.04.16 | 1.1.15 | 升级引擎

版本 | | 2020.03.13 | 1.1.14| 支持EdgeBoardVMX | | 2020.02.23 | 1.1.13| 支持多阶段模型 | | 2020.01.16 | 1.1.12 | 预测默认使用推荐阈值| |

2019.12.26 | 1.1.11 | CPU加速版支持物体检测高精度 | | 2019.12.04 | 1.1.10 | 支持图像分割 | | 2019.10.21 | 1.1.9 | 支持 EasyDL 专业版 | |

2019.08.29 | 1.1.8 | CPU 加速版支持 | | 2019.07.19 | 1.1.7 | 提供模型更新工具 | | 2019.05.16 | 1.1.3 | NVIDIA GPU 支持 | | 2019.03.15 |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mportError: libavformat.so.58: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xxx/libs:/xxx/thirdpartylibs:/xxx/libs:/xxx/thirdpartylibs:$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    #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tips: 这里/xxx需要替换为真实路径，/xxx路径查找方法如下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pip3 show EasyEdge-Devkit-Atlas300  #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结果中会显示 Location 路径，也就是包的安装路径

**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libs和thirdpartylibs两个路径在 Location 所指示的路径 easyedge_CANN 子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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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架构与功能完善 | | 2019.02.28 | 1.0.6 | 引擎功能完善 | | 2019.02.13 | 1.0.5 | paddlepaddle 支持 | | 2018.11.30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必须安装：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2019

可选安装：

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Openvino (使用Intel Movidius必须)

使用 OpenVINO™ toolkit 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toolkit 文档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时可忽略 及

后续部分。

使用源码编译安装，请参考 Openvino Inference Engine文档编译安装 2020.3.1LTS（必须）版本。

安装完成后，请设置环境变量 为您设置的安装地址，默认是 ，并确保文件夹下的openvino

的快捷方式指到了2020.3.1LTS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60

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Configure the Model Optimizer

OPENVINO_HOMEOPENVINO_HOME 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C:\Program Files (x86)\IntelS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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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即

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输入Serial Num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

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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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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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include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include include <<stringstring>>****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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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图像分割图像分割 返回结果格式参考API调用文档 代码参考 https://github.com/Baidu-AIP/EasyDL-Segmentation-Demo

声音服务调用说明声音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mp3''./1.mp3',,  'rb''rb'))  asas f f::
    audio     audio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audioaudio))..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audio.mp3""./audio.mp3",,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audio  audio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audioaudio,,  00,, audio audio..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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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声音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基于HTTP集成基于HTTP集成

通过EasyEdge.exe启动服务后，参照上面的调用说明，通过HTTP请求集成到自己的服务中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include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include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define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define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audio.mp3""./audio.mp3";;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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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lib、dll、include四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基于c# dll集成基于c# dll集成

集成前提集成前提

解压开的SDK包中包含src\demo_serving_csharp、dll两个目录才支持基于c# dll集成

集成方法集成方法

参考src\demo_serving_csharp目录中的CMakeLists.txt进行集成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使用的是CPU加速版，需额外确保Openvino安装正确，版本为2020.3.1LTS版 如使用Windows Server，需确保开启桌面体验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

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7.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8. 勾选“开机自动启动”后，程序闪退

一般是写注册表失败。

可以确认下HKEY_CURRENT_USER下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能否写入（如果不能写入，可能被杀毒软件等工具管

制）。也可以尝试基于bin目录下的easyedge_serving.exe命令行形式的二进制，自行配置开机自启动。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故障处理

常见问题

训练相关问题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果是首次导入数据失败，请检查数据文件编码格式是否为UTF-8或GBK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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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非首次导入数据失败，请检查新导入文件的首行是否与首次导入时一致，即都为列名或都为数据

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

在实际业务场景中，数据的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即使用历史数据训练的模型不能正确对新的数据进行预测，此时需要收集新的数据并重新进

行模型训练

如果训练模型使用的数据量太小，导致训练数据不能正确反映全部的数据特征，也会导致上线模型的效果变差。

**如果线上请求数据与训练数据未发生显著的分布变化，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十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有，1、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

拒绝。2、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训练任务失败错误排查

表格预测一般是由于任务类型选择错误引起的。当训练任务失败时，请您检查选择的任务类型与目标列是否匹配，以下为各个任务类型对应的目

标：

算法类算法类

型型
目标列目标列

二分类
目标列是离散值，且只有两种可能的取值。如在精准营销场景中预测一个用户是否为潜在购买用户，其目标列仅存在“True”和“False”两

种取值，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属于二分类模型。

多分类
目标列是离散值，并具有有限的可能取值。如在用户分类场景中，根据用户的历史消费数据，将用户划分到不同消费偏好的类别中，

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属于多分类模型。 不建议将重复率很小的值或时间列作为目标列。不建议将重复率很小的值或时间列作为目标列。

回归
目标列是连续的实数范围，或者属于某一段连续的实数区间。如在销量预测场景中，销量值可能是某个取值范围内的任意值，解决该

问题的模型属于回归模型。目标列不能包含大量无法转成数值的异常值目标列不能包含大量无法转成数值的异常值

若您还是无法判断算法类型，请选择默认的自动。

时序预测
时序预测介绍

简介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定制时序预测模型，旨在帮助用户通过机器学习技术从历史数据中发现潜在规律，从而对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本文介绍时序预测时序预测模型： 相

较于表格数据预测使用的分类或回归模型，时序预测模型使用的训练数据中必须包含有效时序的特征，一般时序具有固定的频率，且在连续时间

范围内的每个时间点上都有一个值。

以下是关于时序预测模型的技术文档。

应用场景

销量预测：基于历史销量数据预测当期的销售量，进而帮助厂商制定更合理的生产或备货计划，从而提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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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量预测：基于给定路段的历史交通量数据推测未来的交通量，为交通运输规划与研究提供决策依据

价格预测：从历史数据中发现商品的变化规律以及影响价格的因素，从而为未来的商业行为提供支持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几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一步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如果文档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数据准备

时序数据集介绍

时序数据介绍时序数据介绍

时序数据包含有时序特征，常规时序数据是具有一定频率的并且在连续时间范围内的每个采样点上都有一个值。

一个时序数据集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时间序列，如下数据集包含一个品牌在A、B两个地区的每日销售数据:

上述数据内容可以分为A地区销量时序：

B地区销量时序：

一个时序数据集除具有时间特征以及一个标量特征外，还可以具有其它影响标量取值的特征，如在销量数据场景下，当天的气温、是否节假日等

因素也会影响销售数据：

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
9/3/2018,A,20009/3/2018,A,2000
9/3/2018,B,6009/3/2018,B,600

9/4/2018,A,23009/4/2018,A,2300
9/4/2018,B,5509/4/2018,B,550

9/5/2018,A,21009/5/2018,A,2100
9/5/2018,B,6509/5/2018,B,650

9/6/2018,A,24009/6/2018,A,2400
9/6/2018,B,7009/6/2018,B,700
9/7/2018,A,24509/7/2018,A,2450

9/7/2018,B,6509/7/2018,B,650

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
9/3/2018,A,20009/3/2018,A,2000

9/4/2018,A,23009/4/2018,A,2300
9/5/2018,A,21009/5/2018,A,2100

9/6/2018,A,24009/6/2018,A,2400
9/7/2018,A,24509/7/2018,A,2450

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datetime,area,sales_quantity

9/3/2018,B,6009/3/2018,B,600
9/4/2018,B,5509/4/2018,B,550
9/5/2018,B,6509/5/2018,B,650

9/6/2018,B,7009/6/2018,B,700
9/7/2018,B,6509/7/2018,B,650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结构化数据使用说明

1020

https://ticket.bce.baidu.com/#/ticket/create~productId=171


数据要求数据要求

目前仅支持CSV格式的数据文件

一次仅能上传一个文件，可以是一个CSV文件或由多个CSV文件压缩成的zip包

单个上传文件大小不能超过5GB

一个数据集包含的总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0GB

数据文件内容要求数据文件内容要求

当数据文件包含列名时，列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但不能以下划线开头。

文件内容以换行符（即字符“\n”，或称为LF）分隔各行，行内容以英文逗号（即字符“,”）分隔各列

必须包含要预测的值即目标列，且目标列的数据类型会决定模型的类型。

文件中文本列取值长度不能超过4096个字符。

文件必须至少包含两列，并至少包含一个日期列，总列数不得超过1000列。

数据集的总行数不能超过1000万行。

zip包中的多个CSV文件必须使用相同的编码格式，都包含列名或都不包含列名；且列的顺序必须保持一致

在扩充数据集时，新导入数据文件的首行与数据集的列名相同时，将被视为列名，否则将被视作数据。

创建时序数据集

在EasyDL经典版中，您可以在“数据总览”页面，完成数据集创建、数据导入等操作，为模型构建准备好数据。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数据集需要先定义，然后再导入数据。

1. 单击“数据总览”，进入数据集列表页面。

2. 单击“创建数据集”，进入数据集创建页面。

3. 输入数据集名称，单击“完成”结束创建。

完成创建后，可以在数据集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集。系统默认生成V1版本，当前数据内容为空，可以通过导入的方式向其中添加数据。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通过导入的方式可以向数据集中添加或追加数据。

1. 单击“数据总览”，进入数据集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导入数据集所在行的“导入”按钮，进入数据集导入页面。

3. 导入数据文件。

导入的数据文件可以是CSV文件或由CSV文件组成的压缩包文件。

如果导入的是CSV文件，支持数据预览，如果是压缩包格式，则不支持预览。

4. 根据数据文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列名设置。

设置首行为列名：将导入的数据文件中的首行作为列名。

设置首行非列名：此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列名，而将首行作为数据。

5. 单击“确认并返回”完成导入操作。

datetime,is_holiday,sales_quantitydatetime,is_holiday,sales_quantity

9/3/2018,Y,6009/3/2018,Y,600

9/4/2018,N,5509/4/2018,N,550

9/5/2018,N,6509/5/2018,N,650

9/6/2018,Y,7009/6/2018,Y,700

9/7/2018,N,6509/7/2018,N,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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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时序预测模型介绍

时序预测模型介绍时序预测模型介绍

时序预测模型是基于包含时间特征的结构化数据进行建模，系统会基于用户上传的数据使用预置算法进行模型构建与训练。当完成模型训练后，

系统不仅提供了常见的评估指标而且会生成可视化的预测序列效果图，帮助用户检查模型的好坏。对于达到业务要求的时序预测模型，可以部署

为在线服务，通过远程调用的方式对新的时间数据进行预测。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销量预测：基于历史销量数据预测当期的销售量，进而帮助厂商制定更合理的生产或备货计划，从而提高利润

交通流量预测：基于给定路段的历史交通量数据推测未来的交通量，为交通运输规划与研究提供决策依据

价格预测：从历史数据中发现商品的变化规律以及影响价格的因素，从而为未来的商业行为提供支持

创建模型

在EasyDL中，您可以在“模型中心”进行模型的创建。在EasyDL中模型可以包括多个版本，每次训练会生成一个版本。各个版本的模型之间相互独

立，可以分别进行版本发布等操作。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模型需要先创建，然后才能进行训练。

1. 单击“创建模型”，进入模型创建页面。

2. 填写模型创建信息，如下图所示。

模型名称：指定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公司或个人，并输入相关名称

所属行业：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应用场景：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邮箱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联系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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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用于记录模型创建的背景、用途等方面的信息。

3. 单击“下一步”完成模型创建。

完成创建后，可以在模型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模型。新建的模型不包含任何版本的模型，在训练后会生成新的模型版本。

训练模型

EasyDL提供的的时序预测算法不仅性能高、可扩展，还针对速度、规模和准确性进行了优化，可以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进行训练。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在准备好数据集并创建模型后，可以创建训练任务。

1. 单击“训练模型”，进入模型训练页面。

2. 填写模型训练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的数据集中仅包含时间和数值两列，则训练参数配置如下所示：

选择模型：选择要训练的模型

选择数据集：选择训练模型使用的数据集

选择目标列：从数据集中选择表示时序的日期时间列

选择时间间隔：请根据序列中相邻两个样本点的时间间隔进行设置

选择目标列：需要被预测的随时间而变化的列

滑动窗口大小：表示使用多久的历史数据生成预测数据

预测长度：要预测的序列的长度，该长度因小于滑动窗口大小

如果选择的数据集中除时间和数值外还有其它列，则训练参数配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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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仅包含一个序列的训练任务，其需要配置分组字段：

分组字段用于将数据集划分为具有相同时间戳的多个时序

最迟支持设置两个分组字段

分组字段只能为类别列

3. 单击“开始训练”启动训练任务。

启动训练任务后，系统会在模型下的列表中创建一个新的模型版本，新建的版本处于“训练中”的状态，当处于“训练完成”状态时表示模型已完

成训练。

4.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时序预测

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查看模型

训练任务结束后，可以查看模型的各项指标，以确定模型是否满足要求。不同类型的模型包含了不同的指标，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查看

关键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查看模型查看模型

对于“训练完成”的模型，可以查看其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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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我的模型”，进入模型列表页面。

2. 单击待查看模型的“历史版本”，进入模型版本列表页面。

3. 点击待查看模型版本所在行的“完整评估结果”，系统展示评估结果页面。

预测结果包括整体评估以及详细评估：

整体评估：提供了包括MAE、MSE、MAPE、R2 Score四项数值指标

详细评估：则给出了预测结果的可视化表示，其中预测序列包含了预测部分的对比以及差值情况；完整序列则不仅仅包含了生成的预测

序列部分，也包含了用于生成预测序列的已知序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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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模型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

校验模型校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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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任务成功完成后，即可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校验。

1. 单击“校验模型”，进入模型校验页面。

2. 选择要校验的模型及其版本。

3. 单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对于单序列模型，系统会自动生成校验数据

对于多序列模型，可以通过上传CSV文件来填充测试数据，但每次测试时只能包含一个序列的数据

4. 单击“预测”，可以在右侧结果面板中查看预测结果。

校验示例如下所示：

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整体说明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通过API进行调用。

公有云API公有云API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或硬件设备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

将模型发布为API后，将获得1000次免费调用次数，如需更多调用量，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公有云部署

如何发布时序预测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选择模型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选择版本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提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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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反馈。反馈。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接口赋权接口赋权

在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为接口赋权，需要登录EasyDL控制台中创建一个应用，获得由一串数字组成的appid，然后就可以参考接

口文档正式使用了

同时支持在「公有云服务管理」-「权限管理」中为第三方用户配置权限

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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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调用文档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表格数据预测模型，实现表格数据预测。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化表格数据预测API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详情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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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接口：

具体示例如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data 是 object -
待预测数据，待预测数据是由各个特征序列组成的对象。若训练时设置了分组字段，一次API请求中的数据

必须同一个分组的序列。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results 否 object 预测结果数组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

    "include_req": false,    "include_req": false,

    "data": <待预测数组>    "data": <待预测数组>

}}

{{

    "data": {    "data": {

      "datetime":       "datetime": 

        [ "2015-09-09 15:33:00", "2015-09-09 15:38:00" , "2015-09-09 15:43:00"],        [ "2015-09-09 15:33:00", "2015-09-09 15:38:00" , "2015-09-09 15:43:00"],

      "sales_quantity":       "sales_quantity": 

        [ "10", "15" , "20"]        [ "10", "15" ,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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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data格式错误等等，可检查下请求数据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

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故障处理

训练任务失败错误排查

时序预测任务失败，一般主要是由于时间列格式错误或配置错误导致的，您可以参照如下内容检测您的数据或配置是否正确：

时间列要求时间列要求

在创建时序预测任务时，所使用的数据集的时间列应为Date类型并以yyyy-MM-ddyyyy-MM-dd开头，否则会造成训练任务失败. 如 "yyyy-MM-dd'T'HH:mm:ssX"

"yyyy-MM-dd HH:mm:ss" "yyyy-MM-dd" 等等

时间间隔时间间隔

选择时间列与目标列后，系统会根据数据的前100行去推断时间间隔，但是难免会推断错误。

预处理阶段会根据选择的时间间隔对数据进行重新采样，若选择了过大的时间间隔，降采样会导致数据过短。反之，过小的时间间隔会导致数据

分布异常，合理的选择时间间隔是保证预测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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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长度时间序列长度

时序预测通常会采用历史的一段时间的数据作为特征，因此数据长度必须满足一定要求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训练与评估样本数据长度必须满足一定要求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训练与评估样本。

当时序数据为分组数据时，每个分组会作为一个单独的时间序列，因此需要保证每个分组的时间序列足够长每个分组的时间序列足够长。

另外选取了不适当的时间间隔，降采样后也会导致数据量不够的情况。

分组字段分组字段

为了确保每个时间列有充分的数据，限制了平均每个分组至少包含20条数据每个分组至少包含20条数据，若数据中存在大量超短时序数据，请您提前做好筛选。

窗口长度与预测长度窗口长度与预测长度

时序模型的输入为窗口长度中的各个特征，输出为预测长度的目标列。因此当数据中的时间序列较短的时候，请您合理地降低窗口长度和预测长合理地降低窗口长度和预测长

度度，有助于模型有充足的样本进行预测。

EasyDL OCR使用说明

EasyDL OCR介绍

功能介绍

EasyDL文字识别，可定制识别图片中的文字信息，结构化输出关键字段内容，极大提升OCR模型训练效率，满足个性化卡证票据识别需求

数据标注数据标注

创建数据集并上传真实图片，定义数据识别字段作为标注标签，在图片中框选对应的 Key/Value 内容区域，自动识别框选区域内容完成转写，

标注人员对识别结果进行查验纠正即可完成标注

数据生成数据生成

基于已标注数据，将图中已框选 Value 区内容进行抹除，选择对应的字体、字号、颜色，并根据该字段的内容选择相匹配的语料库，即可完成

虚拟数据生成底板的创建，并基于此底板生成任意张版式相同内容不同的虚拟数据，快速扩充数据集规模，结合真实数据一同用作模型训练集

模型训练与管理模型训练与管理

支持根据使用场景需求创建多个的识别模型，选择包含已标注数据及虚拟数据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即可自动排队完成训练，同时输出预测准确

率供参考；也可扩充数据集对现有模型进行迭代训练，产出新版本

服务部署服务部署

对训练完成的模型可上传真实数据进行模型校验，效果满意后即可一键发布上线，自动分配机器资源完成部署，并生成标准API接口供业务调

用

特色优势

零门槛操作

提供一站式流程化训练，并预置最佳预训练模型及训练参数，无需算法基础、无需关注算法细节即可完成模型训练

高精度效果

基于百度丰富的商用模型实训经验，预置最佳实践产出的预训练模型，并基于百度自研的 EnDet 实体检测模型进行训练，模型平均准确率可达

90% 以上

低成本数据

提供可视化数据管理平台，对上传图片进行智能预标注，仅需核对修改即可完成标注，并可基于一张标注图片批量生成虚拟数据，快速扩充训练

集，启动模型训练

超灵活部署

支持多种部署方式，公有云服务可一键部署，即刻生成 Restful API，毫秒级调用响应，高并发承载；同时，完整平台支持私有化部署，可用于搭

建企业内部 AI 中台；也可支持产出模型容器化打包进行本地部署，快速完成项目交付

应用场景

证照电子化审批：证照电子化审批：对政府、金融、企业等审批流程中涉及到的各种证照，如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特种设备审批证等，进行定制训练，快速

提取关键信息完成线上审批，实现 7*24 小时无间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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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报销电子化：财税报销电子化：对不同金融或税务机构发型的各类财务发票、银行单据进行定制训练，快速实现财税凭证的录入，大幅度节约凭证邮寄、录

入成本，实现线上电子化报税报销

保险智能理赔：保险智能理赔：对不同版式的保单或不同地区、不同医疗系统开具的医疗票据进行定制训练，实现保险理赔相关材料的快速录入，降低人力成

本，提升保险理赔的业务安全性及快捷性

API文档

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和 url

二选一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后进行urlencode，要求base64编码和urlencode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

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jpeg/png/bmp格式

url

和

image

二选一

string -

图片完整URL，URL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URL对应的图片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

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jpeg/png/bmp格式，当image字段存在时url字段失效，不支持https的图

片链接。当image字段存在时 url 字段失效

modelI

d
是 string -

模型 ID，自训练产出模型的唯一标示，可用于调用指定的已发布模型进行结构化识别，可在「我的模

型」页查看并复制使用

detect_

directio

n

是 string
true/fal

se

是否开启图像方向矫正功能，可选值有：

- true：- true：开启图像方向矫正功能，可自动矫正不同旋转角度的图片进行识别；

- false：- false：关闭图像矫正功能，如要识别的内容均为正向图片，建议可关闭此功能避免误矫正。

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ai_custom/v1/ocr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ai_custom/v1/ocr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OCR使用说明

1033

http://ai.baidu.com/docs#/Auth
https://ai.baidu.com/easydlocr/mlist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int 调用请求的唯一日志id，如需技术支持进行问题排查请反馈此id以快速进行问题定位

error_code int 0代表成功，如果有错误码返回可以参考错误码列表排查问题

error_msg string 如果error_code具体的失败信息，可以参考下方错误码列表排查问题

result Object 识别返回的结果，每一个key代表识别字段名称，对应的value为该字段的识别结果

+ “key” Array 识别内容，“key”为数据标注时创建的字段名称，将不同版式的内容进行归一化输出

++ probability Object 字段的置信度，包括平均和最小置信度

+++ average int 字段的平均置信度

+++ min int 字段的最小置信度

++ location Object 字段在原图上对应的矩形框位置

+++ top int 字段文本框左上角点的上边距

+++ left int 字段文本框左上角点的左边距

+++ width int 字段文本框的宽度

+++ height int 字段文本框的高度

++ word string 字段识别结果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
        "log_id""log_id"::"161648117706127""161648117706127",,

        "result""result"::{{
                "收款卡号""收款卡号"::[[

                        {{
                                "probability""probability"::{{

                                        "average""average"::0.99726772308349610.9972677230834961,,
                                        "min""min"::0.69641600773987160.6964160077398716
                                }},,

                                "location""location"::{{
                                        "top""top"::404404,,

                                        "left""left"::451451,,
                                        "width""width"::303303,,

                                        "height""height"::6161
                                }},,
                                "word""word"::"119086830765501""119086830765501"

                        }}
                ]],,

                "日期""日期"::[[
                        {{

                                "probability""probability"::{{
                                        "average""average"::00,,
                                        "min""min"::00

                                }},,
                                "location""location"::{{

                                        "top""top"::-1-1,,
                                        "left""left"::-1-1,,

                                        "width""width"::00,,
                                        "height""height"::00
                                }},,

                                "word""word"::"20180330""201803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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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控制台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控制台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建议用户参照文档自查生成sign的方式是否正确，或换用控制台中ak sk的方式调用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216100 invalid param 请求中包含非法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102 service not support 请求了不支持的服务，请检查调用的url

216110 appid not exist appid不存在，请确保调用接口所使用的应用归属于创建模型的百度云账号，且已开通该接口权限

216200 empty image 图片为空，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216201 image format error 上传的图片格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BMP，请进行转码或更换图片

216202 image size error
上传的图片大小错误，现阶段我们支持的图片大小为：base64编码后小于4M，分辨率不高于

4096*4096，请重新上传图片

216630 recognize error 识别错误，请再次请求，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控制台提交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82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可能是图片尺寸过大文字太多识别超时，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在控制台提交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模型长期未调用需激活，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5分钟后再次请求，即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

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EasyDL 跨模态使用说明

EasyDL跨模态整体介绍

概述

Hi，您好，欢迎使用百度EasyDL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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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L平台的跨模态模型定制能力，基于文心·跨模态大模型的领先语义理解技术，为企业/开发者提供一整套跨模态定制与应用能力。

当前EasyDL平台提供了1种模型定制能力：

图文匹配：定制图文匹配模型，对文本及图片信息进行深度理解，计算两者的匹配度

EasyDL平台后续将提供更多类型的跨模态模型定制能力。

产品优势

可视化操作

无需深度学习专业知识，通过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Step 1 创建模型Step 1 创建模型 确定模型名称，记录希望模型实现的功能。

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Step 2 上传并标注数据 不同类型的任务对应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您可以上传未标注数据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标注工具进行标注。或直接上传各任

务的标注数据。

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Step 3 训练模型并校验效果 选择部署方式与算法，用上传的数据一键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后，可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Step 4 发布模型Step 4 发布模型 根据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将模型以云端API的方式发布使用

更详细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各类模型的技术文档

高精度效果

EasyDL跨模态任务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等

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灵活的部署方案

训练完成后，可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上。

训练完成的模型存储在云端，可通过独立Rest API调用模型，实现AI能力与业务系统整合

具有完善的鉴权、流控等安全机制，GPU集群稳定承载高并发请求

图文匹配
整体介绍

任务简介

定制图文匹配模型，可实现视觉、文本跨模态理解能力，计算图文匹配度。您只需提供图片及文本的训练数据，即可训练获得图文匹配模型。

更多详情访问：EasyDL跨模态方向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内容质量评论：计算互联网内容中图片与文案的匹配程度，进而量化评价内容质量，可应用于电商、广告营销、互联网社区等领域

图文素材推荐：基于对已有图文素材的匹配度分析，在用户进行内容创作时，推荐相匹配的图片或文案素材

其他：尽情脑洞大开，训练你希望实现的图文匹配模型

技术特色

图文匹配模型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图像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文心大模型是百度发布的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是千行百业AI开发的首选基座大模型。文心大模型既包含基础通用的大模型，也包含了面向重

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的大模型，还提供丰富的工具与平台，支撑企业与开发者进行高效便捷的应用开发。“知识增强”是文心的核心特色，文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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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多元数据中持续学习，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训练效率和理解准确率都得到大幅提升，并具备了更好的可解释性。

使用流程

训练模型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全程可视化简易操作，在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定制模型。 

数据准备

创建数据集并导入

创建数据集创建数据集 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先在数据总览【创建数据集】。输入数据集名称（限制50汉字），默认生成数据集版本V1，标注类型为图文

匹配，配置后点击“完成”，成功创建一条空的图文匹配数据集。

导入数据导入数据 创建数据集后，在「数据总览」页面中，找到该数据集，点击右侧操作列下的「导入」，即可进入导入数据页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导

入数据：

导入未标注的数据，在线进行数据标注

直接导入标注好的数据

不论您上传无标注信息的数据或有标注信息的数据，都需要以下述格式要求进行上传。 同时目前 有标注信息 上传格式仅支持 json（平台通用）

导入未标注的数据导入未标注的数据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支持上传图片、压缩包

目前支持图片类型为jpg, png, bmp, jpeg，图片大小限制在14M以内。

图片长宽比在3:1以内，其中最长边小于4096px，最短边大于30px。

上传已标注文件要求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 BOS 导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支持选择线上已有的数据集，包括其他图像类模型的数据集

BOS目录导入格式要求：请确保将全部图片已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请确保将全部图片已保存至同一压缩包，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压缩前源文件大小限制5G以内；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

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图片类型支持jpg/png/bmp/jpeg，单图需小于14M，长宽比小于 3:1，其中最长边需要小于4096px，最短边需要大于30px

您的账户下图片数据集大小限制为10万张图片，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跨模态使用说明

1037



导入已标注的数据导入已标注的数据 本地导入本地导入 上传压缩包，标注格式仅支持 json（平台通用）

上传已标注文件要求格式为zip格式压缩包，同时压缩前源文件大小在5GB以内

压缩包内需要包括图片源文件（jpg/png/bmp/jpeg）及同名的json格式标注文件，详细请见示例压缩包 已有数据集已有数据集 支持选择百度云BOS导

入、分享链接导入、平台已有数据集导入，标注格式仅支持 json（平台通用）

BOS目录导入格式要求：请确保将全部图片已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层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包括压缩包格式等）不导入

分享链接导入请确保将全部图片已保存至同一压缩包，压缩包仅支持zip格式，压缩前源文件大小限制5G以内；仅支持来自百度BOS、阿里

OSS、腾讯COS、华为OBS的共享链接

图片类型支持jpg/png/bmp/jpeg，单图需小于14M，长宽比小于 3:1，其中最长边需要小于4096px，最短边需要大于30px

您的账户下图片数据集大小限制为10万张图片，如果需要提升数据额度，可在平台提交工单 

在线标注

在线标注在线标注 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Step 1 进入标注页面 上传未标注的数据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标注页面：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查看与标注」，即可进入标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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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Step 2 进行文本标注

针对尚未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

选中右侧文本框输入描述文本，文本长度限制在32个汉字。

点击保存文字描述，点击下一张图片，您将开始对下一张图片进行文本描述。

针对已进行标注的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标注修改：

进入需修改标签的文本标注页面，选中右边文本框重新编辑描述文本，文本长度限制在32个汉字。

点击保存文字描述，点击下一张图片，您将开始对下一张图片进行文本描述。

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Step 3 查看标注信息 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已标注的文本信息：

在「数据总览」页面，该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点击「查看」，进入查看标注页面后，点击「有标注信息」，即可查看标注图文的相应情况

点击图文视角切换，转换为文字列表信息，点击查看，可查看标注图文的相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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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创建模型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在模型中心目录中选择「创建模型」，填写模型名称、模型归属、所属行业、应用场景、邮箱地址、联系方式、功能描述等信息，即可

创建模型。

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若需要创建超过10个以上的模型，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

交工单反馈。

模型创建成功后，即可在「我的模型」中看到刚刚创建的模型。

注：

1.创建模型后可持续新增模型版本，因此不必每次训练模型都创建模型。

2.目前单个用户在每种类型的模型下最多可创建10个模型，每个模型均支持多次训练。

3.如果您是企业用户，建议您按照真实企业信息进行填写，便于EasyDL团队后续更好的为您服务。

发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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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完成数据的标注，或提交已标注的数据后，即可在「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训练模型」，开始模型的训练。

按以下步骤操作，启动模型训练：

Step 1 选择模型Step 1 选择模型 选择此次训练的模型 Step 2 训练配置Step 2 训练配置

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选择「公有云部署」。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您可以根据训练的需求，选择「高精度」或「高性能」算法。不同的算法将影响训练时间、预测速度与模型准确率。

如果您选择了高精度的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更高，少于1000条样本同样有很好的效果。使用高精度的算法训练模型将会耗时更久，实验环

境下1000个样本，预计在20-60分钟左右完成训练

高性能算法即将对外提供。高性能算法即将对外提供。相同训练数据量的情况下，训练耗时更短，模型预测速度更快。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0min内完成训练.同

样的数据量情况下，效果比高精度的模型4-5%

「高精度」算法内置文心大模型，将大数据预训练与多源丰富知识相结合，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海量文本数据中词汇、结构、语义

等方面的新知识，实现模型效果不断进化

Step 3 添加数据Step 3 添加数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可选择多个数据集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和您选择的模型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的是高性能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10min内完成训练；如果您选择

的是高精度的模型，使用10000条训练样本，将在20-60min完成训练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上传不包含在训练集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更客观的模型效果评估结果。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添加自定义测试集的目的：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

能一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

真实的反映模型效果

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Step 4 训练模型Step 4 训练模型

点击「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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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选择的算法、训练环境有关

训练环境可选择GPU P40或GPU V100。其中GPU P40可以免费使用；GPU V100训练速度更快，需要付费使用，可参考价格说明

模型训练过程中，可以设置训练完成的短信提醒并离开页面

平台提供付费算力，付费算力可用于模型训练，可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算力使用时长。

各类算力价格如下：

优惠政策：

为回馈开发者长期以来对EasyDL平台的大力支持，训练算力将针对单账户 x 单操作台粒度提供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例如，每账户享有跨模态图

文匹配操作台5小时免费训练时长）。

同时，用户此前购买的算力小时包仍生效使用，支持算力小时包和储值两种付费方式。算力按分钟计费，账单金额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训练失

败、训练状态为排队中时长均不纳入收费时长。

评估效果

模型评估模型评估

可通过模型评估报告或模型校验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在线校验：可以在左侧导航中找到【校验模型】，在线校验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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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评估结果」页面中将记录整体评估与详细评估的报告，包括该模型整体的Mean Recall、Recall@1 、Recall@5、Recall@10等指标。

整体评估中，各指标的释义如下：

Mean Recall：通过模型计算得到top1、top5、top10匹配结果的召回率平均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模型效果越好

Recall@1 :通过模型计算得到top1匹配结果的召回率平均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模型效果越好

Recall@5:通过模型计算得到top5匹配结果的召回率平均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模型效果越好

Recall@10:通过模型计算得到top5匹配结果的召回率平均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模型效果越好

如果在训练阶段，使用的数据集中，数据集总量在100条以内，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效果评估报告的参考价值较小，建议您训练时数据量准备

充足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在完成训练后，发布模型前，可以先进行模型校验，以确保模型在实际环境中能获得预期的性能。操作方法如下：

1. 在左侧「模型中心」目录中点击「校验模型」，进入校验模型页面

2. 选择需要校验能力的模型、部署方式、版本，点击「启动模型校验服务」

3. 校验服务启动后，在左侧上传图片，右侧文本框内输入文本，点击「校验」后，识别结果栏将输出匹配度结果，您可参考匹配度说明了解匹

配度的分析方法。

匹配度说明

如何运用匹配度分析？

图文匹配旨在为您选出“图片—文本”匹配度最优组合。因此，您可通过“一张图片 vs 多段文本”或“多张图片 vs 一段文本”进行多次校验模型，选出

最满意的图文匹配组合。

例：

通过上传一张图片，计算一张图片与多段文本的匹配度。经分析，上传的图片和5段文本匹配度大小不一，您可以根据模型给出的匹配度结合

自身感受选出最满意的组合；

如下表所示，前三段文字描述包含了图片主体“猫”和“蝴蝶”，以及主体关系“追”，因此图文匹配度较高；第四段文字仅包含主体，未说明关系，第

五段文字仅抽象的描述了主体属性，因此导致图文匹配度较低。

也可以针对同一段文本，计算文本与多张图片的匹配度，通过排序得到最相关的图片。

如下图所示，前三张图片符合“水墨画”特点，同时图片主体包含“熊猫”和“竹子”，以及主体关系“吃”，因此图文匹配度较高；后两张不符合“水墨

画”特点，因此导致图文匹配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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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优化

通过模型迭代、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能够提升模型效果。 **模型迭代***模型迭代**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通常会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

为此平台提供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

法，多次训练，以获得适合业务需求的模型效果。

如果模型已经是上线状态，依然支持模型迭代，只是需要在训练完毕后更新线上服务接口，在接口地址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优化效果。

**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图文标注匹配数量不少于10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试

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模型部署

发布公有云API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训练完毕后可以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发布模型」，依次进行以下操作即可发布公有云API：

1. 选择模型

2. 选择部署方式「公有云部署」

3. 选择版本

4. 自定义服务名称、接口地址后缀

5. 申请发布

发布模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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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完成发布完成 申请发布后，通常的审核周期为T+1，即当天申请第二天可以审核完成。

如果需要加急、或者遇到莫名被拒的情况，请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调用公有云API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868826008）联系群管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基于自定义训练出的图文匹配模型，实现个性化图文匹配相似度计算。模型训练完毕后发布可获得定制API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在EasyDL——控制台创建应用

2、应用列表页获取AK SK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进行自定义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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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需以json方式请求。注意：如果出现336001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需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名字段名

称称
必须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ext 是 string 文本，utf-8编码，支持txt格式，文本长度限制为32个字

image 是 string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

请求示例代码请求示例代码

{{
    "text": "<UTF-8编码文本>",    "text": "<UTF-8编码文本>",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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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EasyDL 图文匹配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EasyDL 图文匹配 调用模型公有云API Python3实现
""""""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base64import base64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
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使用 requests 库发送请求
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使用 pip（或者 pip3）检查我的 python3 环境是否安装了该库，执行命令
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pip freeze | grep requests
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若返回值为空，则安装该库
pip install requestspip install requests
""""""

###### 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目标文本的 本地文件路径，UTF-8编码，最大长度4096汉字
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地址，例如：./example.txt】"TEXT_FILEPATH = "【您的测试文本地址，例如：./example.txt】"

###### 目标图片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jpg/png/bmp格式###### 目标图片的 本地文件路径，支持jpg/png/bmp格式
IMAGE_FILEPATH = "【您的测试图片地址，例如：./example.jpg】"IMAGE_FILEPATH = "【您的测试图片地址，例如：./example.jpg】"

###### 服务详情 中的 接口地址###### 服务详情 中的 接口地址
MODEL_API_URL = "【您的API地址】"MODEL_API_URL = "【您的API地址】"

###### 调用 API 需要 ACCESS_TOKEN。若已有 ACCESS_TOKEN 则于下方填入该字符串###### 调用 API 需要 ACCESS_TOKEN。若已有 ACCESS_TOKEN 则于下方填入该字符串
###### 否则，留空 ACCESS_TOKEN，于下方填入 该模型部署的 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会自动申请并显示新 ACCESS_TOKEN###### 否则，留空 ACCESS_TOKEN，于下方填入 该模型部署的 API_KEY 以及 SECRET_KEY，会自动申请并显示新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您的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您的ACCESS_TOKEN】"
API_KEY = "【您的API_KEY】"API_KEY = "【您的API_KEY】"
SECRET_KEY = "【您的SECRET_KEY】"SECRET_KEY = "【您的SECRET_KEY】"

PARAMS = {}PARAMS = {}
print("1. 读取目标文本 '{}'".format(TEXT_FILEPATH))print("1. 读取目标文本 '{}'".format(TEXT_FILEPATH))
with open(TEXT_FILEPATH, 'r') as f:with open(TEXT_FILEPATH, 'r') as f:
text_str = f.read()text_str = f.read()
print("将读取的文本填入 PARAMS 的 'text' 字段")print("将读取的文本填入 PARAMS 的 'text' 字段")
PARAMS["text"] = text_strPARAMS["text"] = text_str

print("2. 读取目标图片 '{}'".format(IMAGE_FILEPATH))print("2. 读取目标图片 '{}'".format(IMAGE_FILEPATH))
with open(IMAGE_FILEPATH, 'rb') as f:with open(IMAGE_FILEPATH, 'rb') as f:
base64_data = base64.b64encode(f.read())base64_data = base64.b64encode(f.read())
base64_str = base64_data.decode('UTF8')base64_str = base64_data.decode('UTF8')
print("将 BASE64 编码后图片的字符串填入 PARAMS 的 'image' 字段")print("将 BASE64 编码后图片的字符串填入 PARAMS 的 'image' 字段")
PARAMS["image"] = base64_strPARAMS["image"] = base64_str

if not ACCESS_TOKEN:if not ACCESS_TOKEN:
print("3. ACCESS_TOKEN 为空，调用鉴权接口获取TOKEN")print("3. ACCESS_TOKEN 为空，调用鉴权接口获取TOKEN")
auth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auth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oauth/2.0/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s"\
"&client_id={}&client_secret={}".format(API_KEY, SECRET_KEY)"&client_id={}&client_secret={}".format(API_KEY, SECRET_KEY)
auth_resp = requests.get(auth_url)auth_resp = requests.get(auth_url)
auth_resp_json = auth_resp.json()auth_resp_json = auth_resp.json()
ACCESS_TOKEN = auth_resp_json["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auth_resp_json["access_token"]
print("新 ACCESS_TOKEN: {}".format(ACCESS_TOKEN))print("新 ACCESS_TOKEN: {}".format(ACCESS_TOKEN))
else:else:
print("3. 使用已有 ACCESS_TOKEN")print("3. 使用已有 ACCESS_TOKEN")

print("4. 向模型接口 'MODEL_API_URL' 发送请求")print("4. 向模型接口 'MODEL_API_URL' 发送请求")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format(MODEL_API_URL, ACCESS_TOKEN)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format(MODEL_API_URL, ACCESS_TOKEN)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request_url, json=PARAMS)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request_url, json=PARAMS)
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response_json = response.json()
response_str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indent=4, ensure_ascii=False)response_str = json.dumps(response_json, indent=4, ensure_ascii=False)
print("结果:\n{}".format(response_str))print("结果:\n{}".format(response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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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字段名称 必须必须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当请求错误时返回

score 否 number 图像与文本信息的匹配度，数值为0-1之间

错误示例错误示例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49285136）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649285136）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

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接

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费的

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文本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文本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

（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

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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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者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

失败

图片/音频/文本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

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4
输入文本或图

片大小不合法

文本超出大小限制，每个文本限制512个字符（包括汉字、字符、数字或字母），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图片超出大小限制，图片限4M以内，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

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336005
文本或图片解

码失败
文本编码错误，请检查并修改文本格式；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text字段缺失（未上传文本）；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868826008）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零售版服务介绍

简介

EasyDL是百度大脑中的一个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EasyDL零售版是EasyDL针对零售场景推出的行业版。EasyDL零售版提供三种服务，分别为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和货架拼接服务。

定制模型服务定制模型服务是EasyDL零售版的一项服务，专门用于训练货架合规性检查、自助结算台、无人零售货柜等场景下的定制化AI模型，训练出的模型

将以API的形式为客户提供服务。该服务包含以下2种定制模型：

1. 商品检测模型商品检测模型

适用场景：适用于适用于货架、端架、挂架等场景的商品陈列规范核查，支持识别商品基本信息，陈列顺序、层数、场景，统计排面数

量和占比

服务功能：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的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商品在图片中的坐标位置；商品识别的置信度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和货架总层数；商品陈列顺序；货架是否拍摄完整判断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商品的排面数及排面占比率；每层货架可识别商品数量及未知商品数量；货架的总空位数、每层货架空位数

及货架利用率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2. 地堆检测模型地堆检测模型

适用场景：适用于堆箱、堆头、地龙等场景的商品陈列规范核查，支持识别商品基本信息，可视商品计数，纵深商品计数和占地面积

服务功能：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的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商品在图片中的坐标位置；商品识别的置信度；陈列顺序；可视商品计

数，纵深商品计数和占地面积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是EasyDL零售版的一项服务，按商品品类提供无需训练即可使用的商品检测API，适用于货架合规性检查场景，接口返回商品

的名称及在图片中的位置。目前已支持检测饮品品类的商品，支持品类和数量还在持续扩充中。

货架拼接服务货架拼接服务基于百度EasyDL深度学习算法，支持将多个货架局部图片或视频，组合为完整货架图片。同时支持输出在完整货架图中的商品检测

结果，包含SKU的名称和数量，适用于需要在长货架进行商品检测的业务场景。

翻拍识别服务翻拍识别服务能够识别出通过手机翻拍出的商品陈列照片，比如商品货架陈列图片和地堆商品陈列图片，可降低人工审核人力，高效审核零售业

务中通过翻拍原有图片来造假的图片。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049



价签识别服务价签识别服务能够识别货架和促销活动中的价签信息，可识别各个价签在图片中的像素位置，以及价签内商品名称和价格，可用于洞察商品在线

下渠道分销的价格区间。

功能介绍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AI模型训练平台AI模型训练平台

专门用于定制货架合规性检查、自助结算台、无人零售货柜等零售场景下识别商品的高精度AI模型。

全可视化操作全可视化操作

所有模型训练相关的操作都可以在网页上进行，无需编程，仅需五步即可部署定制化AI模型。

预置的商品库预置的商品库

预置近千种商品单品图可供客户在创建SKU时选择，用于合成训练数据，极大降低了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成本。

可自定义商品可自定义商品

客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属于自己的商品，商品信息支持完全自定义，充分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全面的商品信息全面的商品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

简单易用简单易用

无需训练，直接调用云服务API即可获得商品检测AI能力。

全面的商品信息全面的商品信息

接口支持返回商品的完整信息，包括商品名称、规格、品类及商品在图片中的位置。

货架拼接服务

拼接和商品检测相结合拼接和商品检测相结合

支持将多个货架局部图片或视频，组合为完整货架图片，并支持输出在完整货架图中的商品检测结果，包含SKU的名称和数量。

丰富的服务方式丰富的服务方式

支持三种服务方式：云服务API、完全开源的SDK以及可以直接体验的手机APP。

适用场景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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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合规性检查货架合规性检查

精准识别出货架、冰柜和端架上陈列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为品牌商分析陈列排面占比，重点SKU分销率、缺货率、合格率提供数据支撑。

互动营销互动营销

训练定制的商品识别，实现对C端用户提交的商品图片进行识别，配合游戏规则完成闯关/抽奖式的互动营销。

技术优势

免费训练与测试免费训练与测试

平台提供大量免费的GPU训练资源，及每天500次免费调用量，用于模型迭代和效果验证，有效降低项目开发和测试成本。

高可用模型效果高可用模型效果

针对零售场景专项算法调优，结合图像合成与增强技术提升模型泛化能力，模型准确率可达97%+，保证模型在生产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

预置模型和数据预置模型和数据

平台提供直接可用的商品检测API，覆盖常见商品品类；提供大量预置单品图数据，可用于训练定制模型，有效提升项目落地效率。

企业级安全保障企业级安全保障

数据加密与隔离，完善的服务调用鉴权，为客户的数据和模型提供企业级安全保障。

功能完善且丰富功能完善且丰富

全面覆盖各类零售场景的商品识别需求，应对不同场景的业务需求提供多种可选服务类型。

与EasyDL物体检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EasyDL零售版是EasyDL专门针对零售场景下识别商品推出的版本，相比于物体检测模型，零售版更贴合快消零售场景下的业务需求，专门用于

训练货架合规性检查、自助结算台、无人零售货柜等场景下的定制化商品检测AI模型，训练出的模型可发布成云服务API，服务支持四种功能：商

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和商品排面占比统计，适用于识别货架中的商品信息，商品计数和陈列顺序等，辅助货

架商品陈列合规检查，如铺货率、陈列情况等。

相同点相同点

同为检测模型，接口支持返回目标物体的名称和物体在图片上的位置。

不同点不同点

模型算法不同：零售版的模型算法专门根据零售行业的场景和业务需求做了专项优化，基于百度大脑大规模零售数据预训练，并利用商品增强

合成技术将SKU单品图合成实景货架图，有针对性的提高了训练商品检测模型的精确度。

训练数据不同：零售版的数据除了需要标注的实景业务图片外，支持为每个SKU标签上传单品图。SKU单品图用来降低实景图即训练数据采集

和标注成本的。为了让模型能够完整地识别一个SKU，需要训练的图片中出现这个SKU的各个角度的样子，这意味着需要从实际业务场景中采

集大量的图片，并且进行大量的标注工作。为了降低这部分的成本，我们通过数据合成和增强技术，只需为SKU上传各个角度的单品图，且单单

品图无需进行任何标注品图无需进行任何标注，即可让模型学习到这个SKU各个角度的样子。合成图片过程在训练阶段自动完成，无需操作操作和进行标注合成图片过程在训练阶段自动完成，无需操作操作和进行标注。EasyDL

零售版平台预置了近千种商品，每个商品预置了50张左右的单品图，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再自行上传单品图。

云服务API功能不同：零售版云服务API支持四种功能：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和商品排面占比统计；物体

检测云服务API仅支持商品基本信息识别。

购买指南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EasyDL零售版的各项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QPS叠加包」、「购买调用量次数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

只需在相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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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4.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5.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

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

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月调用量<=15 0.009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月调用量<=150 0.008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0<月调用量 0.007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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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4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2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5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商品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43,650元，明细如下：

前15万次落入0~15w阶梯，单次调用0.009元/次，费用为1,350元；

中间15万~150万次落入15~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8元/次，费用为10,800元；

最后150万~600万次落入大于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7元/次，费用为31,500元；

共计43,650元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的费用为360,000元，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4元/次，费用为240,000元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319,65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05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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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商品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地堆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3.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

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

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1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5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地堆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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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地堆检测API定制地堆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96,000元，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16元/次，费用为96,000元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132,00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6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地堆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当前限时免费，免费额度如下：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免费调用额

度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饮品检测 500次/日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

查询

如果需要更多调用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

系群管

日化品检

测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

查询

如果需要更多调用量，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

系群管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开放邀测饮品检测API和日化品检测API，使用前请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开通权

限。

翻拍识别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

价格如下：

调用量调用量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调用 0.05元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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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 累计1000次 1~2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

如果对调用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调用价格更低单次调用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万次 490 元 4 1年

10万次 4,800 元 4 1年

100万次 45,000 元 4 1年

500万次 212,500 元 4 1年

1000万次 420,000 元 4 1年

2000万次 800,000 元 4 1年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次0.05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价签识别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

价格如下：

调用量调用量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调用 0.05元 2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2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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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价签识别 累计1000次 1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

如果业务上对调用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调用价格更低单次调用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万次 475 元 2 1年（366天）

5万次 2,250 元 2 1年（366天）

10万次 4,250 元 2 1年（366天）

20万次 8,000 元 2 1年（366天）

50万次 18,750 元 2 1年（366天）

100万次 35,000 元 2 1年（366天）

500万次 150,000 元 2 1年（366天）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次0.05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2，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100元/天

按月购买 2000元/月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货架拼接服务

货架拼接服务支持按任务数后付费、任务次数包预付费和并发任务叠加包预付费三种计费方式。

价目表 - 按任务数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2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价

格如下：

任务数任务数 价格（元）价格（元）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拼接任务 0.2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注：任务启动后失败和运行前终止不计费，任务成功和运行后终止会计费用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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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服务 免费任务额度免费任务额度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货架拼接 累计200次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注：任务成功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任务次数包

如果对拼接任务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任务价格更低单次任务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千次 200 元 1 1年

1万次 1,900 元 1 1年

10万次 18,000 元 1 1年

100万次 150,000 元 1 1年

500万次 600,000 元 1 1年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任务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个任务0.2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并发任务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并发任务数限制为1，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并发任务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并发任务价格每并发任务价格

按天购买 2元/天

按月购买 40元/月

购买 并发任务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任务次数包

购买的并发任务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余额不足提醒与欠费处理

余额不足提醒

根据您历史的账单金额，判断您的账户余额（含可用代金券）是否足够支付未来的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系统将在欠费前三天、两天、一天发送

续费提醒短信，请您收到短信后及时前往控制台财务中心充值。

欠费处理

北京时间整点检查您的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本次账单的费用（如北京时间11点整检查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10点至11点的账单费用），若

不足以支付，即为欠费，欠费时系统会发送欠费通知。

欠费后您开通付费的产品将进入欠费状态，只能使用每日的免费额度，超过额度的请求系统将不再响应，且不再保证并发处理。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服务介绍

简介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定制商品检测服务是EasyDL零售版的一项服务，专门用于训练货架合规性检查、自助结算台、无人零售货柜等场景下的定制化商品检测AI模型，

训练出的模型将以API的形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服务支持四种功能：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和商品排面占比统

计，适用于识别货架中的商品信息，商品计数和陈列顺序等，辅助货架商品陈列合规检查，如铺货率、陈列情况等。

功能介绍

AI模型训练平台AI模型训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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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定制货架合规性检查、自助结算台、无人零售货柜等零售场景下识别商品的高精度AI模型。

全可视化操作全可视化操作

所有模型训练相关的操作都可以在网页上进行，无需编程，仅需五步即可部署定制化AI模型。

预置的商品库预置的商品库

预置近千种商品单品图可供客户在创建SKU时选择，用于合成训练数据，极大降低了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成本。

可自定义商品可自定义商品

客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属于自己的商品，商品信息支持完全自定义，充分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全面的商品信息全面的商品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

使用流程

1. 创建模型

2. 创建SKU

3. 实景图片上传和标注

4. 训练并校验模型

5. 发布模型，获得定制的商品检测API

特色优势

免费训练与测试免费训练与测试

平台提供大量免费的GPU训练资源，及每天500次免费调用量，用于模型迭代和效果验证，有效降低项目开发和测试成本

高可用模型效果高可用模型效果

针对零售场景专项算法调优，结合图像合成与增强技术提升模型泛化能力，模型准确率可达97%+，保证模型在生产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

预置模型和数据预置模型和数据

平台提供直接可用的商品检测API，覆盖常见商品品类；提供大量预置单品图数据，可用于训练定制模型，有效提升项目落地效率

企业级安全保障企业级安全保障

数据加密与隔离，完善的服务调用鉴权，为客户的数据和模型提供企业级安全保障

适用场景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总层数以及商品的陈列顺序，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总层数以及商品的陈列顺序，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059



货架合规性检查货架合规性检查

精准识别出货架、冰柜和端架上陈列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为品牌商分析陈列排面占比，重点SKU分销率、缺货率、合格率提供数据支撑

互动营销互动营销

训练定制的商品识别，实现对C端用户提交的商品图片进行识别，配合游戏规则完成闯关/抽奖式的互动营销

与标准商品检测服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相同点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和定制商品检测服务的API使用方式相同，API的请求参数和返回参数一致。

不同点不同点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提供不需要训练即可直接使用的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服务需要客户自行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训

练和优化模型，才能获得可用的商品检测API，适用于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无法满足业务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支持四项服务功能：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和商品排面占比统计；标准商品检测服务仅

支持商品基本信息识别。

购买指南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EasyDL零售版的各项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QPS叠加包」、「购买调用量次数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

只需在相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4.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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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三项服务，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费。商品陈列层数识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别和商品陈列场景识别两项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

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按实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月调用量（万次）月调用量（万次）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月调用量<=15 0.009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月调用量<=150 0.008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150<月调用量 0.007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4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2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商品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43,650元，明细如下：

前15万次落入0~15w阶梯，单次调用0.009元/次，费用为1,350元；

中间15万~150万次落入15~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8元/次，费用为10,800元；

最后150万~600万次落入大于150w阶梯，单次调用0.007元/次，费用为31,500元；

共计43,650元

2.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的费用为360,000元，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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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4元/次，费用为240,000元

3.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319,65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050元/月

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商品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定制地堆检测模型云服务API支持以下三项功能，启停服务功能的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货架场景：货架、端架（小方货架）；冰柜场景：立式冰柜；地堆场景：堆箱、割箱、地龙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模型发布的云服务API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

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注：为保证老用户可正常使用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对于服务功能上线前已经开通付费的定制模型API，默认对各项服务功能开通付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费。商品陈列场景识别服务功能，需在EasyDL零售版模型训练后台启动后方可使用，启动方法请见 服务功能文档服务功能文档，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启动后发生调用才会按实

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际调用次数进行收费。

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选择开启的功能不同，单次接口调用价格不同，详情如下：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按月调用量阶梯计费，调用单价按照自然月累积调用量所落阶梯区间而变化。月初，上月累积的调用量清零，重

新开始累积本月调用量。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1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单次调用额外收取费用

单次调用价格（元）单次调用价格（元）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0.006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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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EasyDL零售版各项服务都具有免费调用额度，开通付费后，免费调用额度仍保留，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地堆检测服务免费额度如下：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定制地堆检测服务 累计1000次 1~2，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费用举例费用举例

从2019-3-1至2019-3-31，定制地堆检测API定制地堆检测API在三种服务功能都开启的情况下，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已除去免费额度），那么费用如下：

1.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费用为96,000元，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16元/次，费用为96,000元

2.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费用为，明细如下：

月调用量为600万次，单次调用0.006元/次，费用为36,000元

综上，三月费用合计132,000元。

价目表 - QPS叠加包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6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QPS叠加包前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QPS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购买QPS叠加包提升的额度对定制地堆检测API的所有服务功能均有效

快速训练一个模型

简介

本文档介绍使用EasyDL零售版商品检测快速训练一个识别可口可乐的商品检测模型，基本流程如下：

1.创建模型

2.创建SKU

3.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

4.训练模型

5.发布模型

6.使用模型API

步骤1.创建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进入创建模型页面

在EasyDL零售版商品检测产品主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到模型训练页，下面会出现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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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如果您没有登录百度智能云，则会跳转到百度智能云登录页面，没有百度账户的客户请先注册百度账户。登录后，会跳转到模型概览

页，点击【商品检测】卡片上的【立即定制】按钮，会跳转模型训练页面的创建模型页。

第二种，如果您已登录，会直接进入到【我的模型】页，该页面能够管理已经创建的模型，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页

面。

创建模型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后你会看到如下图中展示的内容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模型名称

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

模型是属于公司的，还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是前者，请填写公司名称

应用场景

提示：请根据真实业务应用场景选择请根据真实业务应用场景选择，选择的场景将会关联后端数据增强算法，若不确定，请选择“其他”

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邮箱地址

用于联系到您的邮箱地址

联系方式

有效的联系方式将有助于后续模型上线的人工快速审核，以及更快的百度官方支持，推荐填写个人手机号码

功能描述

描述改模型将要应到的业务场景，详细的描述，在获取官方支持时，能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准确的使用建议

像下图展示的一样完成所有填写项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完成模型创建，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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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创建SKU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创建SKU，SKU是客户需要检测的商品，在训练品台上有两个作用，其一是“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用于标注训练数

据的标签，二是SKU的单品图片用于商品增强合成技术，提高模型效果。

完成上一个步骤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这时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由于模型还未训练，所以模型列表中没有显示模型的效果，

在训练模型前，需要先完成SKU的创建。

点击左侧列表中的【我的SKU】进入SKU管理页面，点击【创建SKU】按钮进入创建SKU页面，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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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调用API接口识别SKU时，识别结果中SKU的名字是以“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的形式返回的，所以在填写SKU名称、品牌名称提示：在调用API接口识别SKU时，识别结果中SKU的名字是以“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的形式返回的，所以在填写SKU名称、品牌名称

和规格参数时避免这三项内容重复。和规格参数时避免这三项内容重复。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SKU名称

SKU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品牌名称

SKU的品牌名称，如可口可乐，乐事，伊利等

规格参数

SKU的规格，如330ml，500g，20片等

商品品类

可选择的有饮品、药品、保健品、零食、香烟、调味品、日用品和其他

包装类型

可选择的有瓶装、罐装、袋装、盒装和其他

商品编号

如果您自身的业务系统中有现成SKU对应的商品编码，比如商品条形码，可以填在该填写框中，之后模型接口将支持返回该内容，用于您快速

匹配SKU

SKU单品图

SKU的单品图不是模型训练的必须数据SKU的单品图不是模型训练的必须数据，其作用为用来合成实景图，连同手工标注的实景图一起用于训练，降低实景图即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

成本。拍摄角度和上传张数基本原则是覆盖实际检测场景可能出现的角度，具体请参考SKU单品图数据文档中进行单品图采集。

当每个SKU的实景图大于20张时，可以先不上传SKU单品图进行训练，后续提升模型效果以补充实景图为主，如果无法提供足量的实景图数

据，可以通过上传SKU单品图来提升模型效果。

完成填写和上传SKU单品图上传后，页面内容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创建SKU】按钮完成创建，点击后回到【我的SKU库】，SKU列表中的SKU图数需要大约5秒的时间进行计算，刷新页面即可显示SKU单品

图片数。

步骤3.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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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训练数据是SKU在货架上的实景图，需要客户从真实的业务场景中采集，这些图片在被正确标注

中，可以用于训练成模型。

完成上一个步骤后，在左侧列表中点击【实景图上传/标注】进入上传和标注页面，在上传前请在实景图集选择栏内创建实景图集，如下图所示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实景图集名称

实景图集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选择类型

实景图集的类型，请与创建模型时选择的应用场景保持一致，上传时只上传跟选择类型相同的实景图。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

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完成创建实景图集后，页面显示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点击页面上【标注】为该实景图集上传作为训练数据的实景图，点击【标注示例】右侧的上传图片上传图片上传实景图。

上传完需要标注的图片后，EasyDL零售版的在线标注工具提供了辅助标注功能，该功能可以使用平台预置模型和用户自训练定制模型预先为未标

注的图片进行预标注，来降低整体标注工作的成本，如下图所示，使用方式请参考实景图标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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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

实景图的详细采集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

实景图片需要是从真实业务场景中采集来的数据

支持上传的图片格式为jpg，png，jpeg，bmp，大小限制为4M

建议图片尺寸：最长不超过4096px，最小不低于30px，长宽比3：1以内

标注基本要求如下：标注基本要求如下：

实景图的具体标注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标注规范文档

完整并仅仅框选要识别的SKU

标注框不要框选到其它SKU或是价目标签等非要识别的SKU的干扰信息

在实景图中出现的所有要识别的SKU必须全部标注，不能遗漏

完成所有实景图的标注后，返回到【我的SKU库】可以查看到SKU列表中【实景图数】列显示标注了该SKU的实景图片的数量，如下图所示

步骤4.训练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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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图片所示，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训练模型】，需要先后完成下面三项选择：

1. 选择要训练的模型

2. 选择需要想要模型支持检测的SKU，选择完成后，下方左侧会显示已添加的SKU，右侧会显示包含已添加SKU的实景图集

3. 选择要参与训练的实景图集

完成选择后，点击【开始训练】按钮页面跳转至【我的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模型已进入训练状态，将鼠标移至状态"训练中"右边

的小问号上，可以查看训练进度，训练进度数值只是作为参考，所以推荐打开短信通知功能，这样就第一时间知晓模型训练完成了。

训练完成后，可以点击校验和申请发布。

步骤5.发布模型

这个步骤将会介绍如何将训练好的模型发布为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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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训练好后，点击模型列表内对应模型「操作」列中的「申请发布」，或是在左侧导航栏点击「发布模型」可以进入发布模型页面，如上图

所示。在对应选项中选择和输入相应内容发起模型发布的申请：

1. 选择模型（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

2. 选择版本（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

3. 服务名称（必填）

为发布的服务命名，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

4. 接口地址（必填）

自定义服务的API URL，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

5. 其他要求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输入要求描述

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完成发布模型申请。提交申请后，模型列表内该模型的申请状态和服务状态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申请状态申请状态 服务状态服务状态 状态描述状态描述

审核中 未发布 服务刚申请发布，模型在审核中

审核成功 发布中 服务通过审核，进入系统自动发布阶段

审核成功 已发布 服务发布成功

审核失败 未发布
服务未通过审核，通常为模型训练结果mAP < 0.6，如需申诉，可以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

管

提示：第一次申请发布的模型需要人工审核，通常4小时内完成，如果希望加急上线，请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管高优

审核。非第一次申请发布的模型，如果模型训练结果mAP>0.6，则会自动通过审批。审批完成后，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自动完成发布。

步骤6.使用模型API

发布成功后，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配置服务功能」，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可以获取模型的云服务API URL，API使用方式请参考API调用方法文档。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070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Rk38n3n39


在该页面可以为模型的云服务API配置服务功能，支持以下四项功能：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总层数以及商品的陈列顺序，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接口单次调用的费用，根据开启的功能不同而不同，详情可见购买指南文档。

可在页面随时开启和关闭可选的功能，变更功能后约5分钟生效，生效后单次调用费用按变更后的功能计费，接口将返回变更后的功能字段，详

情可见API调用方法文档。

模型创建

进入模型训练页面

在EasyDL零售版产品主页点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到模型训练页，下面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您没有登录百度智能云，则会跳转到百度智能云登录页面，没有百度账户的客户请先注册百度账户。登录后，会跳转到模型概览

页，点击【商品检测】卡片上的【立即定制】按钮，会跳转模型训练页面的创建模型页。

第二种，如果您已登录，会直接进入到【我的模型】页，该页面能够管理已经创建的模型，点击左侧列表中的【创建模型】进入创建模型页

面。

创建模型

进入创建模型页面后你会看到如下图中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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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模型名称

模型的名称

模型归属

模型是属于公司的，还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是前者，请填写公司名称

应用场景

提示：选择模型将要应用的场景，请根据真实应用场景选择，选择的场景将会关联后端数据增强算法，若不确定，请选择“其他”提示：选择模型将要应用的场景，请根据真实应用场景选择，选择的场景将会关联后端数据增强算法，若不确定，请选择“其他”

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邮箱地址

用于联系到您的邮箱地址

联系方式

有效的联系方式将有助于后续模型上线的人工快速审核，以及更快的百度官方支持，推荐填写个人手机号码

功能描述

描述改模型将要应到的业务场景，详细的描述，在获取官方支持时，能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准确的使用建议

像下图展示的一样完成所有填写项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完成模型创建，创建完成后会跳转到【我的模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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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备

SKU创建

在Web页面创建SKU在Web页面创建SKU

单个创建SKU单个创建SKU

在模型训练页面，点击左侧列表中的【我的SKU】进入SKU管理页面，点击【创建SKU】按钮进入创建SKU页面。

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

提示提示：SKU识别结果中，SKU的名字是以“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的形式返回的，在填写SKU名称、品牌名称和规格参数时，请避免这

三项内容重复。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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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名称

SKU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品牌名称

SKU的品牌名称，如可口可乐，乐事，伊利等

规格参数

SKU的规格，如330ml，500g，20片等

商品品类

可选择的有饮品、药品、保健品、零食、香烟、调味品、日用品和其他

包装类型

可选择的有瓶装、罐装、袋装、盒装和其他

商品编号

如果您自身的业务系统中有现成SKU对应的商品编码，比如商品条形码，可以填在该填写框中，之后模型接口将支持返回该内容，用于您快速

匹配SKU

SKU单品图

SKU的单品图将用于商品增强合成，拍摄角度和上传张数基本原则是覆盖实际检测场景可能出现的角度，请参考「SKU单品图数据要求」文档

中进行单品图采集。如果不上传，将会降低模型的识别效果，可以点击页面上的【示例图片】查看SKU单品图样张。

完成填写和上传SKU单品图上传后，页面内容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创建SKU】按钮完成创建，点击后回到【我的SKU库】，SKU列表中的SKU图数需要大约5秒的时间进行计算，刷新页面即可显示SKU单品

图片数。

批量创建SKU批量创建SKU

在模型训练页面，点击左侧列表中的【我的SKU】进入SKU管理页面，点击【本地批量上传】按钮进入批量上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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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看到如下图展示的内容：

按照要求上传SKU标签信息文件即可，建议下载示例文件修改后上传，以保证编码为UTF-8。建议下载示例文件修改后上传，以保证编码为UTF-8。如果是自建的文件，可以参考编码查看和修改方法文

档进行编码修改。

提示提示：将文档上传前，请确认UTF-8编码的文档内的文字没有乱码。

使用API管理SKU数据使用API管理SKU数据

SKU的创建、删除、查询和上传SKU单品图均可以通过调用API实现，API使用方法请参考文档SKU管理API。

文档编码查看和修改方法

本文档介绍如何查看一个文档的编码以及修改编码的方法。

使用示例文件使用示例文件

进入SKU本地批量上传页面，点击页面上的下载示例文件下载示例文件，下载后在源文件中删除示例SKU后，再添加进需要创建的SKU信息。

查看和修改CSV文件的编码查看和修改CSV文件的编码

提示：提示：将文档上传前，请确认UTF-8编码的文档内的文字没有乱码。

下载Visual Studio Code，在Visual Studio Code打开csv文档，右下角可看到文件的编码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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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UTF-8，点击显示编码格式的区域，输入框会弹出两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Save with Encoding」，会弹出编码选择，选择「UTF-8」后即可。

查看和修改Excel文件的编码查看和修改Excel文件的编码

提示：提示：将文档上传前，请确认UTF-8编码的文档内的文字没有乱码。

由于Excel的默认编码和操作系统以及软件版本有关，建议使用示例文件修改后上传，如果没有使用，又无法正常上传至平台，可以将源文件另存

为CSV文件后，参考修改CSV文件的编码的方法转换成UTF-8的CSV文件进行上传。

SKU标签组

创建标签组创建标签组

直接创建标签组直接创建标签组

在模型训练页面，点击左侧列表中的【我的SKU】进入SKU管理页面，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创建分组】创建空白标签组，创建成功

后，可在【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显示新建的标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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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示：此时创建的标签组内没有SKU记录。

导入SKU时创建标签组导入SKU时创建标签组

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全部SKU库】，在SKU列表中左侧勾选SKU，再点击【导入标签组】。

如果您之前还没有创建过标签组，您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内容。填写标签组名称，点击【确定】，创建新的标签组并自动导入选中SKU记录到该

标签组，成功创建的标签组可以在【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显示。

如果您之前已经创建过标签组，您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点击【创建新分组】状态栏为【ON】状态，再填写标签组名称，点击【确定】，创建新的标签组并自动导入选中SKU记录到该标签组，成功创建

的标签组可以在【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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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标签组编辑标签组

导入SKU导入SKU

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中【全部SKU库】，在SKU列表中左侧勾选SKU，再点击【导入标签组】。

选择需要导入SKU的标签组，点击【确定】，完成导入，此时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选中想要查看的标签组，便可以浏览该标签组中的

SKU。

移除SKU移除SKU

移除单个SKU移除单个SKU

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选中一个标签组，在SKU列表中「操作」列点击【移除】。

确认后即可将该SKU从改标签组中移除，移除SKU并不会删除SKU库中的SKU，该SKU仍然会被保留在“全部SKU库”中。移除SKU并不会删除SKU库中的SKU，该SKU仍然会被保留在“全部SKU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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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移除SKU批量移除SKU

同样的，您也可以选中该标签组中一个或多个SKU的，再点击批量移除，实现对批量SKU从该标签组中移除的作用。移除SKU并不会删除SKU库移除SKU并不会删除SKU库

中的SKU，移除的SKU仍然会被保留在“全部SKU库”中。中的SKU，移除的SKU仍然会被保留在“全部SKU库”中。

重名名标签组重名名标签组

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点击【编辑】按钮修改标签组的名称。

点击【完成】即可完成编辑，如下图所示。

删除标签组删除标签组

点击【当前标签组】下拉列表，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此标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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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删除该标签组，删除SKU标签组后，该标签组下的SKU仍然会保留在“全部SKU库”中。删除SKU标签组后，该标签组下的SKU仍然会保留在“全部SKU库”中。

SKU单品图数据要求

简介简介

训练一个定制商品检测模型需要准备两类数据：SKU单品图片和实景图片。本文档将详细介绍训练一个定制商品检测模型的数据要求，如规格、

大小、尺寸等，并提供相应的图片样例。另外，可以参考实景图标注规范文档文档内容，了解各个业务场景的数据如何正确标注。

点击下载数据采集与标注规范长图，一张图看懂如何采集和标注数据，让您不走弯路，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商品检测模型。

SKU单品图指的是单个商品的图片，不是模型训练必须的数据不是模型训练必须的数据，SKU单品图的作用是用来合成实景图，连同手工标注的实景图一起用于训练，降

低实景图即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成本。

当每个SKU的实景图大于20张时，可以先不上传SKU单品图进行训练，后续提升模型以补充实景图为主，如果无法提供足量的实景图数据，

可以通过上传SKU单品图来提升模型效果。

为了让模型能够完整地识别一个SKU，需要训练的图片中出现这个SKU的各个角度的样子，这意味着需要从实际业务场景中采集大量的图片，并

且进行大量的标注工作。为了降低这部分的成本，我们通过数据合成和增强技术，只需为SKU上传各个角度的单品图，且单品图无需进行任何标

注，即可让模型学习到这个SKU各个角度的样子。

平台上预置了近千个SKU，每个预置的SKU已匹配了50张左右各角度的单品图，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再自行上传单品图，可根据训练结果补齐识

别效果不好角度的单品图。

格式要求格式要求

图片的格式为：jpg、jpeg、png、bmp，图片大小不超过4M。

分辨率大小要求分辨率大小要求

图片分辨率大小建议达到1920×1080以上，拍摄相机像素200W以上，保证图片上的SKU清晰不模糊。

图片内容要求图片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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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要求要求

图中SKU数量图中SKU数量 图片上仅可出现一个SKU

背景背景 纯色，且背景颜色与SKU主体有区分度

角度角度 覆盖到实际检测场景中SKU可能出现的差异性较大的所有角度

光照光照 覆盖到实际检测场景中SKU可能出现的差异性较大的光照条件，比如灯光的颜色

下面举两个例子：

1. 当要检测的SKU是罐装可口可乐时，背景不可以是非纯色或是纯红色，如下图所示：

2. 当业务场景是货架陈列审核，且货架上的商品无确定的展示面时，单品图需要覆盖到可能在货架上出现的所有差异性较大的角度，考虑到拍

摄角度，一个SKU需要覆盖到水平视角、俯视视角和仰视视角，如下图所示：

各场景单品图推荐拍摄角度和上传图片数各场景单品图推荐拍摄角度和上传图片数

拍摄角度和上传张数基本原则是覆盖实际检测场景可能出现的角度，请根据实际业务场景的情况灵活调整单品图的拍摄角度和上传图片数。

场景场景 推荐拍摄角度推荐拍摄角度 推荐上传图片数推荐上传图片数

普通货架/货柜审核普通货架/货柜审核 水平视角、俯视视角和仰视视角 10 张

无人零售货柜无人零售货柜 俯视视角 10 张

智能结算台智能结算台 水平视角、俯视视角，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仰视视角 每个角度各10 张

地堆商品审核地堆商品审核 可尽量在实景图中覆盖需要检测的角度 无需上传单品图

单品图片样例单品图片样例

以一个货架上瓶装商品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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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I管理线上SKU数据使用API管理线上SKU数据

SKU的创建、删除、查询和上传SKU单品图均可以通过调用API实现，API使用方法请参考文档SKU管理API。

实景图上传

使用平台在线上传图片使用平台在线上传图片

SKU在货架上的实景图是模型训练需要用到的训练数据，需要客户从真实的业务场景中采集，这些图片在被正确标注中，可以用于训练成模型。

在完成SKU创建后，可在模型训练页面左侧列表中点击【实景图上传/标注】进入上传和标注页面，在上传前请在实景图集选择栏内创建实景图

集，如下图所示

需要填写的项目如下：

实景图集名称

实景图集的名称，可适当填入SKU细节，例如：原味可乐，番茄味薯片，奥运版纯牛奶等

选择类型

实景图集的类型，请与创建模型时选择的应用场景保持一致，上传时只上传跟选择类型相同的实景图。可选项为普通货架/货柜、智能结算

台、无人零售柜、地堆商品和其他

完成创建实景图集后，页面显示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082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1k38n3kej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ak38n3l2f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1001/models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annotate/1001/10010/retail-handwork


点击页面上【标注】为该实景图集上传作为训练数据的实景图，点击【标注示例】右侧的加号上传实景图。

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实景图基本要求如下：

实景图的详细采集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

实景图片需要是从真实业务场景中采集来的数据

支持上传的图片格式为jpg，png，jpeg，bmp，大小限制为4M

建议图片尺寸：最长不超过4096px，最小不低于30px，长宽比3：1以内

标注基本要求如下：标注基本要求如下：

标注工具的使用方式，请参考实景图标注文档，实景图的具体标注要求，请参考实景图标注规范文档

完整并仅仅框选要识别的SKU

标注框不要框选到其它SKU或是价目标签等非要识别的SKU的干扰信息

在实景图中出现的所有要识别的SKU必须全部标注，不能遗漏

完成所有实景图的标注后，返回到【我的SKU库】可以查看到SKU列表中【实景图数】列显示标注了该SKU的实景图片的数量，如下图所示

使用API线下上传图片使用API线下上传图片

实景图也可以使用线下标注工具标注好后，通过API上传至EasyDL零售版训练平台，也可以通过API创建和删除实景图集，API使用方法请参考文

档实景图管理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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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图数据要求

简介简介

训练一个定制商品检测模型需要准备两类数据：SKU单品图片和实景图片。本文档将详细介绍训练一个定制商品检测模型的数据要求，如规格、

大小、尺寸等，并提供相应的图片样例。另外，可以参考实景图标注规范文档文档内容，了解各个业务场景的实景图片如何正确标注。

点击下载数据采集与标注规范长图，一张图看懂如何采集和标注数据，让您不走弯路，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商品检测模型。

实景图指的是从业务场景中采集的图片，这些图片需要手动标注，只有标注的图片才会被用于训练，下面给出一些场景中的图片样例：

格式要求格式要求

图片的格式为：jpg、jpeg、png、bmp，图片大小不超过4M。

图片内容要求图片内容要求

上传标注的图片内容需要跟实际业务检测图片来源一致，比如货架上商品陈列审核业务，上传标注的图片是业务员巡店时拍摄的图片；无人货柜

业务，上传标注的图片是货柜里摄像头采集的实际投放时摆放了商品的图片；智能结算台业务，上传标注的图片是结算台日常结算时拍摄的图

片。

采集设备要求采集设备要求

采集设备推荐与实际业务中拍摄图片的设备一致。比如，智能结算台业务场景，采集设备推荐为结算台；无人货柜业务场景，采集设备推荐为货

柜；普通货架/货柜审核业务场景，采集设备推荐为手机。

分辨率大小要求分辨率大小要求

实景图中能够清晰看清每一个要识别的SKU能够清晰看清每一个要识别的SKU，各场景的推荐图片分辨率如下：

场景场景 推荐图片分辨率推荐图片分辨率

普通货架/货柜审核普通货架/货柜审核 1920×1440以上

地堆商品审核地堆商品审核 1920×1440以上

无人零售货柜无人零售货柜 1280×720以上

智能结算台智能结算台 1280×720以上

以普通货架/货柜审核场景为例，如下图所示：

拍摄角度要求拍摄角度要求

在保证清晰度的前提下，实景图采集时的拍摄角度建议与实际检测时保持一致实景图采集时的拍摄角度建议与实际检测时保持一致。普通货架/货柜审核场景需要注意，图片尽量从正面拍摄，角度

可以少量倾斜，但不要倾斜过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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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上传标注图片数推荐上传标注图片数

在第一次训练时，建议每个SKU至少有20张实景图，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的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作为

训练集，剩余的30%作为测试集，如果标注的训练数据不足，可能会导致某个SKU的精确度远低于其它SKU，或是训练结果出现mAP、精确率、

召回率全都为0的情况。

第一次训练后，通过调取服务接口测试模型效果，根据测试结果，不断补足识别效果达不到的需求的SKU实景图，这个过程可参考模型优化方法

文档和使用模型优化工具处理识别效果不佳的实景图片。

实景图片样例实景图片样例

普通货架/货柜陈列审核场景普通货架/货柜陈列审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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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堆商品陈列审核场景地堆商品陈列审核场景

无人货柜场景无人货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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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结算台场景智能结算台场景

使用API管理实景图数据使用API管理实景图数据

实景图也可以使用线下标注工具标注好后，通过API上传至EasyDL零售版训练平台，也可以通过API创建和删除实景图集，API使用方法请参考文

档实景图管理API。

SKU管理API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商品检测服务中的SKU管理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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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SKU管理API概览SKU管理API概览

SKU管理API包含以下API：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HTTP方法HTTP方法 API URLAPI URL 说明说明

SKU创建 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create 用于创建SKU

SKU更新 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update 用于更新SKU

SKU列表 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list 用于列出所有SKU，可获得SKU的所有信息

SKU删除 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delete 用于删除指定SKU

SKU数据添加API 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addentity 用于为指定SKU上传单品图片

SKU创建APISKU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SKU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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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ku_na

me
是 string SKU名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brand_

name
是 string 品牌名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specs 是 string 规格参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categor

y
是 string

商品品类：饮品 drink，药品 medicine，保健品 healthcare products，零食 snacks，香烟 cigarette，调味品

condiment，日用品 daily necessities，其它 other

packag

e_type
是 string 包装类型：瓶装 bottled，罐装 canned，袋装 bagged，盒装 boxed，桶装 barrel，其它 other

product

_code
否 string 商品编号，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packag

e_imag

e_url

否 string

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该字段输入失效，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该字段输入失效，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图片大小

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通过URL上传SKU包装图时，请确保图片

链接有外网访问权限，否则图片将会上传失败，若需要补充SKU包装图，可使用SKU更新API。

packag

e_imag

e

否 string

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图片数据，将图片转化为

base64编码上传，要求图片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

去掉头部。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sku_id 是 int 创建的SKU ID

SKU更新APISKU更新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更新SKU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upd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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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ku_id 是 string SKU的ID，SKU完成创建时刻获取，或可通过SKU列表接口查询

sku_na

me
是 string SKU名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brand_

name
是 string 品牌名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specs 是 string 规格参数，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categor

y
是 string

商品品类：饮品 drink，药品 medicine，保健品 healthcare products，零食 snacks，香烟 cigarette，调味品

condiment，日用品 daily necessities，其它 other

packag

e_type
是 string 包装类型：瓶装 bottled，罐装 canned，袋装 bagged，盒装 boxed，桶装 barrel，其它 other

product

_code
否 string 商品编号，长度限制100个字符，支持英文、数字和- & ' . + * ( ) % / #

packag

e_imag

e_url

否 string

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该字段输入失效，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该字段输入失效，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图片大小

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通过URL上传SKU包装图时，请确保图片

链接有外网访问权限，否则图片将会上传失败，若需要补充SKU包装图，可使用SKU更新API。

packag

e_imag

e

否 string

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和package_image二选一，当package_image字段存在时，以package_image字段为准。图片数据，将图片转化为

base64编码上传，要求图片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

去掉头部。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sku_id 是 int 创建的SKU ID

SKU列表APISKU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获取已创建的SKU列表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tart 是 int 起始位置

num 是 int 结果数量，最大数量为100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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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total_num 是 int 返回结果数

results 是 array 返回结果

+sku_id 是 int SKU ID

+sku_name 是 string SKU名称

+brand_name 是 string 品牌名称

+specs 是 string 规格参数

+category 是 string 商品品类

+package_type 是 string 包装类型

+product_code 否 string 商品编号

+status 是 string
SKU状态：新建 new，上传SKU单品图片中 uploading，错误 error，正常 normal，训练中

training

+entity_count 是 int SKU单品图数量

SKU删除APISKU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SKU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ku_id 是 string SKU的ID，SKU完成创建时刻获取，或可通过SKU列表接口查询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SKU数据添加APISKU数据添加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为SKU上传单品图片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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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ku_id 是 string SKU ID

entity_content 是 string SKU单品图的base64编码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sku/addentity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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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无效的参数xx，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实景图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实景图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实景图集暂时不能被修改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实景图集的权限

406008 [xx] quota exceeded xx配额超限

406009 sku does not exist SKU不存在

406010 sku already exists SKU已存在

406011
sku can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SKU暂时不能被修改

实景图管理API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EasyDL零售版的定制商品检测服务中的实景图管理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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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实景图集管理API实景图集管理API

实景图集管理API包含以下API：

接口名称接口名称
HTTP方HTTP方

法法

请求请求

BodyBody
API URLAPI URL 说明说明

实景图集创建 POST JSON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cr

eate
用于创建实景图集

实景图集列表 POST JSON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li

st

用于列出所有实景图集，可获得实景图集的所

有信息

实景图集删除 POST JSON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d

elete
用于删除指定实景图集

实景数据添加

API
POST JSON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a

ddentity
用于为指定实景图集上传实景图片

实景图集创建API实景图集创建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创建实景图集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crea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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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yp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类型，SKU_DETECTION

dataset_

nam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utf-8字符

scene 是 string
应用场景，不同场景对应内容为：普通货架/货柜 general shelf/container，智能结算台 smart self-checkout，无人

零售柜 smart vending machine，地堆商品 type genus，其它 other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dataset_id 是 int 创建的实景图集ID

实景图集列表API实景图集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获取已创建的实景图集列表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start 是 int 起始位置

num 是 int 结果数量

typ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类型，SKU_DETEC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list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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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total_num 是 int 返回结果数

results 是 array 返回结果

+dataset_id 是 int 实景图集id

+dataset_nam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名称

+typ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类型

+status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状态：新建 new，上传实景图片中 uploading，错误 error，正常 normal，训练中

training

+special_status 是 string 特殊状态，商品检测模型值为空

+scen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场景

实景数据添加API实景数据添加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为实景图集上传标注好的图片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dataset_id 是 int 实景图集id

typ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类型，SKU_DETECTION

entity_conte

nt
是 string 实景图片的base64编码

entity_name 是 string 实景图片名称

appendLabe

l
否

boolea

n
确定添加标签的行为：追加(true)、替换(false)。默认为追加(true)

labels 否 array SKU标签数据，如果不传该参数，则上传的为无标注信息的图片如果不传该参数，则上传的为无标注信息的图片

+label_nam

e
否 string

SKU标签名称，请先参考SKU创建文档完成SKU创建，格式为：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例如：雪碧_可口

可乐_500ml

+left 否 int 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像素)

+top 否 int 标注框左上角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像素)

+width 否 int 标注框的宽度(像素)

+height 否 int 标注框的高度(像素)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addentity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ad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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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实景图集删除API实景图集删除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该接口可用于删除实景图集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dataset_id 是 string 实景图集ID

type 是 string 实景图集类型，SKU_DETECTION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必选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错误码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OSTPOST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delete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retail/dataset/delete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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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

未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

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4060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错误

406001 param[xx] invalid 无效的参数xx，请检查相关参数

406002 dataset not exist 实景图集不存在

406003 dataset already exists 实景图集已存在

406004
dataset can 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实景图集暂时不能被修改

406006
no permission to modify

the dataset
没有修改实景图集的权限

406008 [xx] quota exceeded xx配额超限

406009 sku does not exist SKU不存在

406010 sku already exists SKU已存在

406011
sku cannot be modified

temporarily
SKU暂时不能被修改

数据相关常见问题

为什么建议每个SKU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为什么建议每个SKU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

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的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作为训练集，剩余的30%作为测试集，如果标注的训练数

据不足，可能会导致某个SKU的精确度远低于其它SKU，或是训练结果出现mAP、精确率、召回率全都为0的情况。

SKU单品图是用来做什么的？SKU单品图是用来做什么的？

SKU单品图用来降低实景图即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成本的，为了让模型能够完整地识别一个SKU，需要训练的图片中出现这个SKU的各个角度的

样子，这意味着需要从实际业务场景中采集大量的图片，并且进行大量的标注工作。为了降低这部分的成本，我们通过数据合成和增强技术，只

需为SKU上传各个角度的单品图，且单品图无需进行任何标注，即可让模型学习到这个SKU各个角度的样子。由百度提供的SKU预置了50张左右

的单品图，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再自行上传单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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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单品图需不需要标注？SKU单品图需不需要标注？

SKU单品图不要标注，只需要参考「SKU单品图数据要求」文档采集并上传至相应的SKU即可。

SKU单品图和实景图分别是什么样的图片？SKU单品图和实景图分别是什么样的图片？

SKU单品图是单个商品的摆拍图，要求背景为纯色；实景图是商品在真实业务场景里的图片，比如商品在超市货架上的图片。具体两类图片的数

据要求，请参考「SKU单品图数据要求」和「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

每个账号允许创建多少个SKU？每个账号允许创建多少个SKU？

每个账号默认允许创建的SKU数量为50个，如果需要增加SKU数量，请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解决。

数据标注

在线标注工具介绍

本文档介绍EasyDL零售版在线标注工具中各个功能的简介。

在线标注工具页面布局在线标注工具页面布局

可以使用EasyDL零售版在线标注工具进行标注，在线标注工具提供的多种功能提高标注效率，如下图图所示，下面会对Banner区域（红）、实景

图预览区（黄）、图片标注区（蓝）、SKU标签区（绿）四个区域的功能进行介绍。

在线标注工具介绍在线标注工具介绍

Banner区域Banner区域

从左至右依次为：

1. 返回图集库

点击后返回实景图集库，如果当前图片的标注信息未保存，将会丢失

2. 全部

该Tab显示图集下的所有图片，包含无标注信息、待确认、有标注信息的所有图片

3. 无标注信息

该Tab显示图集下的所有未标注的所有图片，该Tab下的图片不会参与模型训练该Tab下的图片不会参与模型训练

4. 待确认

该Tab显示辅助标注功能预标注后的图片，该Tab下的图片不会参与模型训练该Tab下的图片不会参与模型训练，关于辅助标注的功能详情请见产品文档

5. 有标注信息

该Tab显示手动标注和在「待确认」Tab下确认后的图片，该Tab下的图片会参与模型训练该Tab下的图片会参与模型训练

6. 快速复核

该功能可将「有标注信息」下图片上所有标注框，按照SKU分类后汇总展示，并支持修改或删除标注信息，可用于快速复核标注是否准确，关

于快速复核的功能详情请见产品文档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099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dataset/retail/retail-dataset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wkbj2dnwl#%25E5%259C%25A8%25E7%25BA%25BF%25E6%25A0%2587%25E6%25B3%25A8-%25E8%25BE%2585%25E5%258A%25A9%25E6%25A0%2587%25E6%25B3%25A8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wkbj2dnwl#%25E5%259C%25A8%25E7%25BA%25BF%25E6%25A0%2587%25E6%25B3%25A8-%25E8%25BE%2585%25E5%258A%25A9%25E6%25A0%2587%25E6%25B3%25A8


7. 辅助标注

该功能可预先给未标注的实景图标上无标签的橙色辅助标注框和有标签的非橙色标注框，关于辅助标注的功能详情请见产品文档

8. 设置

标注辅助线，勾选后，标注时会有辅助线更精确地画标注框

预览包装，勾选后，鼠标HoverSKU标签或是标注框时，右侧标签栏会显示SKU包装图，SKU包装图

极速预览，勾选后，平台对1M以上单图自动进行压缩后展示，可以一定程度提升图片加载速度

8. 标注说明

实景图上传API，可以通过API上传未标注和已标注的实景图，点击后跳转至该说明文档

实景图集标注规范，详细说明实景图如何正确标注，点击后跳转至该说明文档

标注工具使用方法，详细说明在线标注工具的使用方法，点击后跳转至该说明文档

9. 切换数据集

可在此处切换实景图集

实景图预览区实景图预览区

从左至右依次为：

1. 按SKU筛选

可以按照SKU标签筛选包含该SKU标注信息的实景图

2. 卡片视图

默认状态，仅在页面左侧显示实景图片缩略图，点击可以切换图片，切换时不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切换时不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如需保存该图片上

的标注信息，可以通过「保存」按钮或是「左右切换」按钮进行保存

3. 拓展卡片视图

点击后，可以预览所有图片，该视图下可批量删除图片，或快速定位图片，切换图片时不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切换图片时不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

图片标注区图片标注区

从左至右依次为：

1. 多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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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同时选择多个标注框，点击右侧标签后，为选中的多个标注框一次性附上标签

2. 单选标注

可在图片上进行画框标注，可选择一个已存在的标注框，点击右侧标签后，为选中的一个标注框一次性附上标签

3. 清除

可清除单张图片上的橙色辅助标注框

4. 拖动

可以拖动图片，配合放大、缩小工具使用调整图片显示

5. 删除

可删除当前显示的实景图片

6. 全屏

开启全屏标注

7. 缩小

将图片缩小显示

8. 放大

将图片放大显示

9. 保存

当实景图标标注或是已有标注发生变化时，可点击，保存当前图片的标注信息，快捷键S

10. 左右切换

上一张/下一张图片，切换图片时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切换图片时会自动保存该图片上标注信息的修改内容

SKU标签区SKU标签区

1. 切换标签组

选择标签组后，标签栏内仅显示该标签组包含的SKU，可用于缩小SKU标签显示范围，方便查找。标签组功能详情请见产品文档

2. 创建SKU

点击后，可在当前页面创建SKU

3. 搜索栏

可以搜索包含关键字的SKU，支持按SKU名称、品牌名称、规格参数进行搜索，方便找到常用的标注标签，可配合锁定和置顶工具使用

4. SKU标签列表

标签显示优先级：锁定的标签 > 置顶的标签 > 图上有标注框的标签 > 最新创建的标签，优先级越高，展示位置越靠前。

鼠标放在标签上停留几秒可以显示完整的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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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可将所选标签置顶，方便标注时选择需要标注的常用标签，置顶后，标签底色为蓝色

锁定

用于锁定该SKU标签，锁定后，单选标注和多选标注选择中的标注框都将以锁定的标签命名，锁定后的标签，底色为蓝色，位于标签栏

最上方，优先级高于「置顶」的标签

快捷键

位于标签列表的前10个标签，快捷键依次为1至0，在画完或选中标注框后，可通过键盘上快捷键快速给标注框选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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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总览快捷键总览

S键：保存当前标注内容

方向左键：切换至上一张图片，并保存当前图片标注内容

方向右键：切换至下一张图片，并保存当前图片标注内容

数字键1~9：给标注框打上对应键位的标签

实景图标注

实景图的标注工作可以在EasyDL零售版平台上完成，也可以在线下完成后上传到平台上，下面将分别介绍两种方法。

在线标注-辅助标注在线标注-辅助标注

辅助标注介绍辅助标注介绍

EasyDL零售版的在线标注工具提供了辅助标注功能，该功能可以使用平台预置模型和用户自训练定制模型预先为未标注的图片进行预标注，来降

低整体标注工作的成本。在EasyDL零售版的实景图上传/标注页面可以使用该功能进行标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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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标注功能提供两种预标注方式的选择，一种是通用检测模型，另一种是通用检测模型+自训练定制模型，如下图所示：

启动辅助标注启动辅助标注

选项1. 通用检测模型

选择「通用检测模型」可预先给未标注的实景图未标注的实景图标上无标签无标签的橙色辅助标注框，如下图所示：

注：只为需要识别的SKU的所有橙色辅助标注框附上标签，不需要识别的不处理不影响训练注：只为需要识别的SKU的所有橙色辅助标注框附上标签，不需要识别的不处理不影响训练

在参考实景图上传文档将图片上传至平台后，在页面选择需要辅助标注的图片量，由于图片量越大，完成辅助标框所需时间越长，两个选项的相

应建议如下：

前100张图片（低于100张则标注全部图片量，可在5分钟左右完成）前100张图片（低于100张则标注全部图片量，可在5分钟左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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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第一次标注不同包装类型的商品时（如瓶装、袋装、盒装等），建议选该选项

需要立刻开始标注图片时，建议选该选项

全部图片（图片越多，完成所需时间越长）全部图片（图片越多，完成所需时间越长）

未标注的图片量很大，可以等待数小时后在进行标注时，建议选该选项

注：图片量和所需完成时间的关系大致为：所需时长=未标注图片量/100 * 5 (分钟)

选项2. 通用检测模型+自训练定制模型

选择「通用检测模型」可预先给未标注的实景图未标注的实景图标上无标签无标签的橙色标注框和有标签有标签的蓝色标注框，如下图所示：

此选项需要选择自训练定制模型的版本，建议选择mAP值高的版本建议选择mAP值高的版本。

注：支持选择2019年9月1日后完成训练的模型版本，建议选择mAP数值高的模型版本

点击启动后，页面如下图所示，后台开始根据所选择的图片范围标注图片，此时可以去往其它页面或是退出该页面，比如标注其它实景图集中的

图片，但是只允许同时对一个图集启动辅助标框功能但是只允许同时对一个图集启动辅助标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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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以点击「终止」按钮终止辅助标框进程，终止后图片将恢复至启动前状态。

完成辅助标注完成辅助标注

辅助标注完成后，选择到相应启动辅助标注功能的图集后，显示如下页面：

点击「前往标注」按钮后，会进入到标注页面，使用辅助标注功能处理的图片会被归类到待确认的分类Tab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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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图片上会出现橙色的无标签标注框，如果选择了「通用检测模型+自训练定制模型」，则部分可识别的商品会被打上蓝色的有标签标注

框。

确认辅助标注图片确认辅助标注图片

对于两类辅助标注的结果，需要做如下两个操作：

1. 标注橙色标注框

对于橙色无标签的标注框，标注方式为选中一个标注框，点击右侧标签进行标注。标注方式为选中一个标注框，点击右侧标签进行标注。

注：只为需要识别的SKU的所有橙色辅助标注框附上标签，不需要识别的不处理不影响训练注：只为需要识别的SKU的所有橙色辅助标注框附上标签，不需要识别的不处理不影响训练。

2. 核对蓝色标注框

对于蓝色有标签的标注框，需要核对每一个标注框的标签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需要选中标注错误的标注框，再在右侧为标注框选择正确的标如果不正确，需要选中标注错误的标注框，再在右侧为标注框选择正确的标

签签。

核对标注好图片后，点击「确认并保存当前图片」或「切换并保存」按钮，该张图片会被保存到「有标注信息」Tab下。

标注栏工具也提供了多选标注功能，可以选中多个标签后进行标注，详情见「标注工具的使用」部分。

异常处理：还原所有未确认图片异常处理：还原所有未确认图片

如果发现很多图片上大量的辅助标注框位置都不准确，可以点击「还原所有未确认图片」按钮，按钮位置如下图所示，将所有还没有确认的图片

全部还原到「未标注」的图片分类Tab下，图片上的橙色辅助标注框也将被清空，这种情况建议不使用辅助标框功能，用一般标注进行标注，也

可以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将不准确的情况反馈给我们，帮助我们优化提升该功能。

在线标注-手动标注在线标注-手动标注

对于辅助标注功能无法满足的图片，可以参考标注工具使用方法文档，使用在线标注工具手动标注。

线下标注线下标注

线下标注数据上传线下标注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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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打算使用线下的标注工具（如标注精灵、labelme等）标注数据或是已有一些标注好的数据，可以参考实景图管理API文档将线下标注好的

数据上传至EasyDL零售版训练平台。

货架场景实景图标注规范

简介简介

数据的标注质量决定了模型的效果，本文档详细介绍各个场景采集的实景图应该如何标注。可以参考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了解各个业务场景的

数据采集规范。

点击下载数据采集与标注规范长图，一张图看懂如何采集和标注数据，让您不走弯路，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商品检测模型。

实景图标注原则实景图标注原则

标注框的要求标注框的要求

标注框是标注时的最小单位，需要能够完全覆盖目标SKU的最小矩形框，如下图所示：

SKU被遮挡时的标注方法SKU被遮挡时的标注方法

无人零售货柜和智能结算台业务场景中，只标注商品露出来的部分。普通货架/货柜审核场景，建议只标注露出部分超过70%且具备识别特征的

SKU，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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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SKU需要标注相似SKU需要标注

普通货架/货柜审核场景中，实景图上容易出现与目标SKU很相似的SKU，这些SKU也建议进行标注，能够降低模型将这些相似的SKU识别为目标

SKU的可能性。相似SKU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同品牌不同系列、口味、包装1. 同品牌不同系列、口味、包装

2. 不同规格的同款产品2. 不同规格的同款产品

3. 过于相似的竞品3. 过于相似的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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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误标注和漏标注避免误标注和漏标注

误标注即将非目标SKU标注为目标SKU，漏标注即实景图上目标SKU没有全部被标注出来，标注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情况发生，较多的误标注和

漏标注会严重影响模型效果。下图为漏标情况：

地堆场景实景图标注规范

简介简介

数据的标注质量决定了模型的效果，本文档详细介绍各个场景采集的实景图应该如何标注。可以参考实景图数据要求文档，了解各个业务场景的

数据采集规范。

实景图标注原则实景图标注原则

以下图举例，如果需要识别的是「青岛纯生」、「青岛白啤」、「青岛经典10度」三种箱装SKU。

正确的标注方式如下图所示：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10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ck38n3k6n


1. 区分顶箱SKU和非顶箱SKU创建标签1. 区分顶箱SKU和非顶箱SKU创建标签

需要创建如下四个SKU，【SKU名称】、【品牌名称】、【规格参数】通过【_】连接：

1）箱装经典10度_青岛啤酒_500ml

2）箱装经典10度-顶箱-顶箱_青岛啤酒_500ml

3）箱装白啤_青岛啤酒_500ml

4）箱装白啤-顶箱-顶箱_青岛啤酒_500ml

5）箱装纯生_青岛啤酒_500ml

6）箱装纯生-顶箱-顶箱_青岛啤酒_500ml

注：【SKU名称】、【品牌名称】、【规格参数】中「顶箱」或「topbox」需用符号「-」连接在文字最后，如【原味可乐-顶箱】或【原味可

乐-topbox】

2. 区分顶箱SKU和非顶箱SKU标注2. 区分顶箱SKU和非顶箱SKU标注

3. 完全覆盖目标SKU的最小矩形框3. 完全覆盖目标SKU的最小矩形框

4. 避免误标注和漏标注4. 避免误标注和漏标注

误标注即将非目标SKU标注为目标SKU，漏标注即实景图上目标SKU没有全部被标注出来，标注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情况发生，较多的误标注和较多的误标注和

漏标注会严重影响模型效果漏标注会严重影响模型效果。

快速复核标注

本文档介绍EasyDL零售版在线标注工具中快速复核功能，在完成标注后，可以使用该功能对标注的图片进行复核，检查标注的是否正确。

该功能可将【有标注信息】下图片上所有标注框，按照SKU分类后汇总展示，并支持修改或删除标注信息，可用于快速复核标注是否准确。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1. 功能入口1. 功能入口

进入标注页面后，在下图所示位置，点击「快速复核」

2. 启动快速复核2. 启动快速复核

点击「快速复核」后即启动该功能，启动后需等待一段时间，等待过程中，不可返回实景图标注和中断流程，可以通过新开页面的方式进行其他等待过程中，不可返回实景图标注和中断流程，可以通过新开页面的方式进行其他

操作操作，如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可以提交工单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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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完成后，您将看到如下页面，每一个标注框将以小图的形式显示。

3. 复核标注3. 复核标注

Step1. 选择需要复核的标签Step1. 选择需要复核的标签

可以滑动或是通过搜索框查找需要复核的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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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KU标签后，下方将仅显示这个SKU的小图（即该SKU标注过的每一个标注框内容）

鼠标悬停在小图上，可以显示该小图（标注框）的SKU标签名称

也可以通过点击「放大」，查看大图，以查看更多商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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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修正或删除标注Step2. 修正或删除标注

1）修正标注1）修正标注

选中单个或是多个同类标注错误的图片

在右侧标签栏选择正确SKU标签，选择后，图片会变为「已修改」状态

此时，在切换到修改后的SKU标签时，可以发现有修改过来的小图（标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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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标注2）删除标注

如果发现误标注且不属于需要标注的小图，可以删除标注。选中单个或多个小图，点击删除按钮删除

删除后，图片的状态变为「已删除状态」

3）一些其它支持的操作3）一些其它支持的操作

从左至右分别是：

撤回上一步：取消上一步的操作（修改、删除）

重做上一步：重做上一步的操作（修改、删除）

还原本页所有操作：取消当前页上的所有操作（修改、删除）

4. 完成复核4. 完成复核

应用所有更改应用所有更改

当复核完所有SKU时，可以点击「应用所有更改」完成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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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本次标签复核结果将覆盖实景图集原有标签，并自动同步到实景图集。

放弃所有更改放弃所有更改

如果不想将复核所做的修改应用到实景图中，可以点击「放弃更改」或是「返回实景图标注」。

确认后，所有修改的内容将会丢失。

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操作说明

在完成创建模型和实景图上传和标注后，即可开始训练模型。在模型训练页面，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训练模型】进入模型训练页面，您会看到如

下图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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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图片所示，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训练模型】，需要先后完成下面三项选择：

1. 选择要训练的模型

2. 选择需要想要模型支持检测的SKU，选择完成后，下方左侧会显示已添加的SKU，右侧会显示包含已添加SKU的实景图集

3. 选择要参与训练的实景图集

完成选择后，点击【开始训练】按钮页面跳转至【我的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模型已进入训练状态，将鼠标移至状态"训练中"右边

的小问号上，可以查看训练进度，训练进度数值只是作为参考，所以推荐打开短信通知功能，这样就第一时间知晓模型训练完成了。

训练完成后，可以使用校验模型功能上传少数几张实景图验证模型效果，也可以直接申请发布模型。

训练时长与等待时间说明

EasyDL训练平台各类模型均是使用GPU集群进行训练，一个模型训练通常需要几十分钟至几个小时不等，在EasyDL零售版中，训练时长与参与训

练的SKU单品图和实景图片数量有关，下表为各种训练数据量级所需要的大致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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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实景图片数训练实景图片数 SKU是否上传单品图SKU是否上传单品图 训练平均时长训练平均时长

6000以上 是 10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6000以上 否 10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4000~6000 是 10小时左右

4000~6000 否 8小时左右

2000~4000 是 6小时左右

2000~4000 否 4小时左右

1000~2000 是 5小时左右

1000~2000 否 3小时左右

500~1000 是 4小时左右

500~1000 否 2小时左右

100~500 是 3小时左右

100~500 否 1小时左右

100以内 是 3小时左右

100以内 否 1小时以内

注：上述训练时长为多次训练的平均值，仅供参考，建议开启短信通知（如下图），以便模型训练完成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通知到您。

模型效果评估

简介

在参考模型训练操作说明文档完成模型训练后，可参考此文档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训练结果

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训练

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去对测试数据进行检测，检测得到的结果跟人为标注的结果进行比对，得到页面显示的mAP，精确率和召回率。

提示：训练数据，即上传标注的实景图片越接近真实业务里需要预测的图片，模型训练结果越具有参考性。

模型版本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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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好后，可以在模型列表中看到SKU的F1-score分布情况，如果需要了解更为详细的模型效果表现，可以在模型列表中点击「查看版本详查看版本详

情情」。

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模型版本的基础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模型ID

训练版本

训练图片数

训练SKU数

训练完成时间

训练算法

SKU F1-score分布SKU F1-score分布

直观展示模型中SKU F1-score的分布，F1-score是模型中一个SKU的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可以作为判断模型中各SKU效果的指标，通

常情况下：

F1-score>85%时，可满足商品计数需求

F1-score>60%时，可满足统计商品分销需求

模型整体效果模型整体效果

页面上显示的分销准确率、mAP、召回率和精确率数值，是模型里所有SKU在建议阈值下的平均值页面上显示的分销准确率、mAP、召回率和精确率数值，是模型里所有SKU在建议阈值下的平均值，建议阈值可以在模型的「模型整体F1-score

走势图」中查看。四项指标的含义分别为：

分销准确率分销准确率

按图片粒度统计分销准确率，即单张评估图片中正确识别出所有SKU种类的平均概率。

分销准确率 = 一张图片内正确识别的SKU种类数/(人工标注出的SKU种类数 U 模型识别出的SKU种类数)

mAPmAP

mAP在[0,1]区间，越接近1模型效果越好，mAP不高也不说明模型里所有的SKU识别效果不好。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19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出其精确

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precision(AP)的值。

“mean”的意思是对每个类的AP再求平均，得到的就是mAP的值。

精确率精确率

对于一个SKU而言，精确率越高，说明模型识别出是这个SKU的所有结果中，正确数量的占比越高。如果精确率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是如果精确率为1，说明识别出的所有结果都是

对的，但不说明该SKU全部都被识别出来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对的，但不说明该SKU全部都被识别出来了，可能会存在漏识别。

召回率召回率

对于一个SKU而言，召回率越高，说明模型越完整地识别出这个SKU。如果召回率为1，说明这个SKU全部都被模型识别出来了，但不表示识别出如果召回率为1，说明这个SKU全部都被模型识别出来了，但不表示识别出

是这个SKU的结果都是对的，可能会存在误识别是这个SKU的结果都是对的，可能会存在误识别。

模型整体F1-score走势图模型整体F1-score走势图

F1-score是模型中一个SKU的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在以相同权重考虑precision和recall的情况下，用来衡量一个模型的效果。

该曲线图展示了模型中各SKU在不同阈值下的F1-score平均值，根据该曲线可以得到阈值的最优值，即图中显示的「建议阈值建议阈值」。模型列表和整

体评估展示的三项模型效果指标数据，均是模型在「建议阈值建议阈值」下的结果。另外，在模型发布后，调用服务API时可通过请求参数中threshold调

节阈值，默认为建议阈值。

阈值阈值（threshold），是正确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果返回。

训练及评估数据明细训练及评估数据明细

由于训练过程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所以模型训练存在一定的随机性。系统会随机抽取70%的标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30%作为测试数据，所以模型训练存在一定的随机性。明细数据列表中

展示了该模型版本训练时的图片数据和标注框的分布情况，帮助用户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各个SKU的指标对应的数据量，以便针对性补充训练数据

来优化模型。该表单支持下载，以便用作模型报告的制作。表单中的各列含义如下：

No. ：SKU在表单中的序号

精确率 Precision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SKU的数量/模型预测为该SKU的总数精确率 Precision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SKU的数量/模型预测为该SKU的总数

召回率 Recall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SKU的数量/SKU客观存在的总数召回率 Recall = 模型正确预测为该SKU的数量/SKU客观存在的总数

F1-score = 2*Precision*Recall/(Precision+Recall)F1-score = 2*Precision*Recall/(Precision+R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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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SKU的标签名称，名称品牌规格

训练图片数：实际用于训练模型的各个SKU的图片数量（训练模型时选择所有图集中含有图片总量的70%）

训练标注框数：实际用于训练模型的图片中，各个SKU的标注框数

评估图片数：用于评估个SKU训练效果的图片数量（训练模型时选择所有图集中含有图片总量的30%），即用来得到模型各项指标（mAP、

Precision、Recall、F1-score）的评估集

评估标注框数：用于评估的图片中，各个SKU的标注框数

F1-score：每个SKU的F1-score，F1-score是模型中一个SKU的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可以作为判断模型中各SKU效果的指标，通常情

况下：

F1-score>85%时，可满足商品计数需求

F1-score>60%时，可满足统计商品分销需求

操作：查看详情，可查看所有参与训练和评估的图片

模型优化

优化方法

简介简介

模型训练好后，必经的一个过程是模型优化，EasyDL零售版已专门根据零售业务场景中的数据调优了模型算法，所以优化EasyDL零售版训练的

模型，不需要理解和调优模型算法中的各种参数，仅需要优化训练数据即可。优化一个EasyDL零售版的商品检测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

行：

1. 前提 - 正确采集实景图和单品图，并正确标注实景图

2. 补充实景图 - 使用EasyDL零售版提供的模型优化工具 (云服务数据回流) 补充实景图

3. 补充SKU单品图 - 上传SKU识别不好的角度的单品图

4. 重新训练模型 - 补充好数据后用新旧数据一起重新训练模型

5. 重新发布模型 - 将新训练的模型版本发布为API后测试模型效果

6. 重复优化 - 根据测试结果重复2-5步骤直到模型效果可商用

1. 前提1. 前提

数据质量是保证模型效果的前提，在EasyDL零售版中，数据质量涉及实景图和单品图的图片质量，以及实景图的标注质量，开始模型优化前，请开始模型优化前，请

先学习如何采集合格的图片和进行合格的标注先学习如何采集合格的图片和进行合格的标注，各个参考文档如下：

实景图采集：实景图数据要求

实景图标注：实景图标注规范

SKU单品图：SKU单品图数据要求

点击下载数据采集与标注规范长图，一张图看懂如何采集和标注数据，让您不走弯路，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商品检测模型。

2. 补充实景图2. 补充实景图

推荐使用EasyDL零售版提供的模型优化工具 - 云服务数据回流工具，参考使用文档优化工具补充实景图来优化模型。

3. 补充SKU单品图3. 补充SKU单品图

在上一步使用云服务数据回流工具时，发现SKU识别效果较差的角度，参考文档SKU单品图数据要求采集SKU相应角度的单品图并上传到对应

SKU。

4. 重新训练4. 重新训练

在补充了相应数据后，在模型列表中「操作」列中点击「训练」，选择需要检测的SKU和所有需要训练的实景图集，包括上一次训练的图集和新

增的图集（如果优化模型的数据是存在新的实景图集中），确认选择无误后开始训练。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21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1001/10010/dcl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ck38n3k6n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kk38n3kmh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4k38n3lqu
https://aipe-easydl-doc.cdn.bcebos.com/sku-annotation-guide.jpg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1001/10010/dcl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Jk38n3mn7
https://ai.baidu.com/easydl/app/1001/10010/dcl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4k38n3lqu


提示提示：重新训练之前训练或发布过的模型，训练过程中和训练后均不会影响之前训练的模型版本，训练之前发布的版本API接口依旧有效，也

可以选择发布之前训练过的其他模型版本。

同一个模型所有训练的版本均可以在模型列表中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在模型列表中点击「全部版本」图标后进入到模型全部版本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可在页面上查看所有版本的训练集和选择发布任意已经成功

训练好的版本。

5. 重新发布模型5. 重新发布模型

模型重新训练好后，如果之前发布过的模型版本还在测试，可以直接重新发布，用新的版本执行下一步；如果之前发布过的模型版本已经上线到

生产环境，请参考下面注意注意内容，确保不影响线上生产环境的情况下，执行重新发布。

注意注意：重新发布模型后，服务API URL不会变化，模型自动切换为新发布的训练版本，如果服务API已上线生产环境，发布新版本前，请先在如果服务API已上线生产环境，发布新版本前，请先在

模型列表和完整评估报告中，确认新版本的模型指标和各SKU的精确度与已上线版本是更优或者相差不大的，以确保新发布版本的模型效果模型列表和完整评估报告中，确认新版本的模型指标和各SKU的精确度与已上线版本是更优或者相差不大的，以确保新发布版本的模型效果

不会对线上业务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不会对线上业务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6. 重复优化6. 重复优化

根据每次优化数据后的模型测试结果，重复2-5步骤直到模型效果可商用。

优化工具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云服务数据回流功能来优化商品检测模型。

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

EasyDL零售版云服务数据回流功能，可用于查找云服务模型识别错误的数据，纠正结果并将其加入模型迭代的训练集，实现训练数据的持续丰富

和模型效果的持续优化。

提示提示：模型发布成功后，才可以开通该功能，如果模型还未发布，可以参考文档模型发布发布一个模型。

使用步骤使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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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的使用步骤如下：

1. 开通功能

2. 筛选数据

3. 修正标注

4. 优化模型

步骤1. 开通功能步骤1. 开通功能

开通此项功能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发布模型页面，发布模型时勾选「同意云服务调用数据管理服务条款并开通服务」，发布后即可开通这项功

能；二是在左侧导航栏「数据中心」点击「云服务调用数据」，在页面上选择已发布已发布的定制商品检测模型接口，选择后仔细阅读服务条款，接受

后即可开通这项功能。如下两张图所示：

「云服务调用数据」页面

「发布模型」页面

数据查看说明数据查看说明

服务开通后，次日服务开始生效，生效后接口调用的数据可在次日通过网页查看。

举例： 如果您在2019年8月29日开通该功能，该功能将于2019年8月30日生效，如果在30日调用过接口，那么30日使用该接口识别过的图片，

将在31日0点后可以在网页上查看到。

步骤2. 筛选数据步骤2. 筛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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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选择想要查询的接口调用时间和要筛选的SKU标签，筛选条件可以根据模型的阈值和业务的情况而定，筛选出的图片会显示在页面

上。 举个例子，比如调用接口识别图片时，设置的阈值（threshold）是0.6，业务上认为置信度达到80%以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结果，那么这里置

信度填写的标签应该是0~80%。这样，所有调用识别的图片中，含有该SKU标签且置信度在60%~80%的图片就会被筛选出显示在页面上。

阈值（threshold），是正确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果返回。在调用接口时，可以通过

参数「threshold」设定，如果不填，则默认设置为推荐阈值，推荐阈值可以在「我的模型」页模型的「完整评估结果」里查看。

步骤3. 修正标注步骤3. 修正标注

如上图所示，选择一张图片点击查看，可以看到图中三个识别结果都是误识别，点击「重新标注」后，在弹窗内选择需要将该图片添加到的实景

图集，如下图所示：

推荐每次将用于优化模型的图片都添加至一个新的实景图集中每次将用于优化模型的图片都添加至一个新的实景图集中，可以点击「新建实景图集」新增一个图集，比如新建一个名称叫「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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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表示用于放8月27日优化模型的图片，这样便于标注和在训练模型时直接勾选上这个实景图集。点击「提交」后，可以点击实景图集的

名称立刻跳转去标注页面，也可以点击「继续处理数据」留在该页面继续处理其它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步骤4. 迭代模型步骤4. 迭代模型

将所有需要修正标注的图片都标注好后，去到我的模型页，在需要优化的模型表里，点击「训练」，如下图所示：

点击后会跳转至训练页面，如下图所示，新增勾选添加了这部分修正标注的图片的图集即可，比如如果是将这些图片放在实景图集「优化

0827」，那么勾选最初训练这个模型的实景图集的同时勾选这个新的图集，确认选择无误后，点击开始训练，训练完成后即完成了一次模型优

化。

模型发布

在完成模型训练后，即可将模型发布为云服务API，发布成功后调用API即可获得模型支持的商品检测能力。模型训练完成后，可以在我的模型列

表中发起模型上线申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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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模型列表内对应模型「操作」列中的「申请发布」，或是在左侧导航栏点击「发布模型」可以进入发布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在对应选项中选择和输入相应内容发起模型发布的申请：

1. 选择模型（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只能选择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

2. 选择版本（必选）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只能选择完成训练且没有发布过的版本

3. 服务名称（必填）

为发布的服务命名，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服务名称不得多于20个字符

4. 接口地址（必填）

自定义服务的API URL，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接口地址需要多于5个字符但不能超过20个字符，仅限英文

5. 其他要求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输入要求描述

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完成发布模型申请。提交申请后，模型列表内该模型的申请状态和服务状态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申请状态申请状态 服务状态服务状态 状态描述状态描述

审核中 未发布 服务刚申请发布，模型在审核中，申请发布后，会自动通过审核申请发布后，会自动通过审核

审核成功 发布中 服务通过审核，进入系统自动发布阶段，约5分钟左右完成发布约5分钟左右完成发布

审核成功 已发布 服务发布成功

发布成功后，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配置服务功能」，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可以获取模型的云服务API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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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可以为模型的云服务API配置服务功能，详情见服务功能文档

点击右侧「API文档」可以快速跳转至API文档，参考文档调用API获取商品检测AI能力。

模型使用

服务功能

在完成模型发布后，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配置服务功能」，如下图：

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可以获取模型的云服务API，API使用方式请参考API调用方法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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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可以为模型的云服务API配置服务功能，支持以下三项功能：

商品基本信息识别（必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信息（商品名称、品牌、规格）、编号和置信度

商品陈列层数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货架总层数以及商品的陈列顺序，货架类型支持：货架、端架和立式冰柜内货架

商品陈列场景识别（可选）

接口支持识别商品陈列的场景，场景类型支持：普通货架、挂钩货架、斜口篮货架、端架、立式冰柜、地堆、割箱、地龙

商品排面占比统计（可选）

接口支持统计商品排面数/占比、未识别商品数、总空位数、每货架层的空位数及货架利用率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可选）

识别商品陈列照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

接口单次调用的费用，根据开启的功能不同而不同，详情可见购买指南文档。

可在页面随时开启和关闭可选的功能，变更功能后约5分钟生效，生效后单次调用费用按变更后的功能计费变更功能后约5分钟生效，生效后单次调用费用按变更后的功能计费，接口将返回变更后的功能字段，详

情可见API调用方法文档。

体验H5

简介简介

在完成模型发布后，可以将模型云服务API快速集成进H5页面中体验模型效果。

生成体验H5页面生成体验H5页面

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体验H5」，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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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选择一个已创建的APPID授权继续。

如果还未在百度智能云创建任何APP，请按照页面弹窗提示，前往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应用列表，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

创建完成后，即可继续下一步，配置H5相关页面，如下图所示：

完成配置后，即可扫描弹框内的二维码进行体验模型服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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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次体验识别将消耗个人账号下的调用次数

H5页面功能介绍H5页面功能介绍

扫描二维码后，可看到下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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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图片后，可以选择本地相册照片，也可以拍摄照片，上传后，将会使用发布的模型云服务API对图片进行识别，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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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景识别结果，在服务功能开启了「商品陈列场景识别」的云服务API的H5页面可以支持返回该结果

2. 置信度过滤设置，根据调整的值，查看图片上的商品识别结果，比如图中设定的66%，置信度大于0.66的识别结果将返回，体现在页面上的

是会出现蓝色的检测框

3. 商品数量统计结果，在服务功能开启了「商品基本信息识别」的云服务API的H5页面可以支持返回该结果

4. 商品数量/层数结果切换按钮，在服务功能开启了「商品陈列层数识别」的云服务API的H5页面可以支持该选项，点击「查看商品层数」后，

可以查看各个商品陈列所在货架层数，显示如下图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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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API

在完成模型发布后，即可调用云服务API获取商品检测AI能力，可以点击模型列表内「操作」列中的「服务详情」获取API URL，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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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可以获取模型的云服务API URL。

API使用方式详细介绍请参考API调用方法文档

API文档

商品检测API调用方法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商品检测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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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零售版进行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上线，上线成功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和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

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0~1

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默认值为建议阈值默认值为建议阈值，请在 我的模型列表-完整评估结果 查看推荐阈值。阈值

（threshold），是正确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果返

回。

split_sh

elf
否

boolea

n

True/Fa

lse

True表示区分货架节数，False表示不区分货架节数。默认为False。当未开通货架层数识别货架层数识别服务功能时，传

该参数不生效。

提示：image参数中“去掉头部”指的是图片经base64编码后的头部信息「data:image/jpeg;base64,」，如下图所示：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排面数：同层同列去重后的SKU检测数量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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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模型服务功能可参考服务功能文档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返回结果为JSON格式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需要开需要开

启的模启的模

型服务型服务

功能功能

recaptu

re_scor

e

否 float
图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评分。翻拍判定方法：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如果

recapture_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进行设定阈值

商品陈

列翻拍

识别

statistic

s
否 object{} 对于整张图片的综合识别统计结果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known

_sku_n

um

否 int 定制模型识别的SKU总数量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unkno

wn_sku

_num

否 int 定制模型未识别的SKU总数量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known

_sku_fa

cing

否 int
定制模型识别的SKU总排面数量，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

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unkno

wn_sku

_facing

否 int
定制模型未识别的SKU总排面数量，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

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vacan

cy_num
否 int 货架上的空位数量，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hare

_of_she

lf

否 floa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SKU的排面占比=

(known_sku_facing)/(known_sku_facing+

unknown_sku_facing)。

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known

_sku_pr

oportio

n

否 floa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SKU的数量占比=

(known_sku_num)/(known_sku_num+

unknown_sku_num)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utilizat

ion
否 float

货架利用率=

(known_sku_num)/(known_sku_num+

unknown_sku_num+vacancy_num)。

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冰柜、端架、普通货架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ku_co

unt
否

array[o

bjec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各类SKU的总数和排面占比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name 否 string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SKU标签，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为在EasyDL零售版上创建SKU时填写的

内容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ku_c

ode
否 string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SKU编码，为在EasyDL零售版上创建SKU时填写的内容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36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lkaffxcod


ode
统计

+sku_n

um
否 in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各类SKU的总数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propor

tion
否 floa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各类SKU的数量占比=

sku_num/(known_sku_num+unknown_sku_num)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ku_fa

cing
否 in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各类SKU的总排面数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ku_s

os
否 float

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识别的各类SKU的排面数量占比=

sku_facing/(known_sku_facing+

unknown_sku_facing)。

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helf_in

fo
否

array[o

bject]

各组货架的每层货架的详细统计信息，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

考意义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shelf 否 int 商品所在货架编号，”-1“表示未识别到货架，编号为图中货架最左从往右数依次增大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_i

nfo
否

array[o

bject]
各货架层的详细空位数信息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 否 int 商品所在层数编号，”-1“表示未识别到层数，编号为从图中货架最上层往下依次增大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

_vacanc

y

否 int 每一层的空位数量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

_known

_sku_n

um

否 int 每一层的可识别SKU数量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

_unkno

wn_sku

_num

否 int 每一层的未知SKU数量

商品排

面占比

统计

layer_c

ount
否

array[o

bject]
图片中，各货架的总层数，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shelf 否 int 商品所在货架编号，”-1“表示未识别到货架，编号为图中货架最左从往右数依次增大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layer_

num
否 int 货架的总层数，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冰柜、端架、普通货架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layer_to

p
否 int 判断是否拍摄到货架最上一层，0表示未拍摄到，1表示拍摄到，-1表示图片中未识别到货架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layer_c

omplete
否 int 表面货架是否拍摄完整，0表示不完整，1表示完整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图片中包含的陈列场景类型。返回所有场景去重后的集合，"GE"表示端架，"shelf"表示货架，"freezer"表 商品陈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37



scenes 否
array[st

ring]

图片中包含的陈列场景类型。返回所有场景去重后的集合，"GE"表示端架，"shelf"表示货架，"freezer"表

示冰柜，"TG"表示地堆，"cutbox"表示割箱，"DL"表示地龙，"HS"表示挂钩货架，"OBS"表示斜口篮货

架，"unknown"表示未识别到场景

商品陈

列场景

识别

log_id 是 int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results 否
array[o

bject]
图片中每个商品的详细信息 -

+name 否 string 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scene 否 string

表示该SKU所在的陈列场景。"GE"表示端架，"shelf"表示货架，"freezer"表示冰柜，"TG"表示地

堆，"cutbox"表示割箱，"DL"表示地龙，"HS"表示挂钩货架，"OBS"表示斜口篮货架，"unknown"表示未识

别到场景

商品陈

列场景

识别

+shelf 否 int
商品所在货架编号，"-1"表示未识别到货架，编号为图中货架最左从往右数依次增大，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

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layer 否 int
商品所在层数编号，"-1"表示未识别到层数，编号为从图中货架最上层往下依次增大，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

列场景（如堆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sku_s

n
否 string

商品的陈列排序序号，返回"A-B"或"A-B-C"，如"2-1"或"2-1-1"，其中A、B、C分别为数字，A代表同一货架

层的横向顺序，从左至右依次增大；B代表同一货架的层纵向序号，从下至上依次增大；如果存在大商品上

下陈列有小商品或包含小商品的情况，会出现C，从左至右依次增大。如果图片为非货架陈列场景（如堆

箱、割箱、地龙等），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商品陈

列层数

识别

+sku_c

ode
否 string 商品编号，由用户在模型训练页面创建SKU时自定义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score 否 float 置信度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locatio

n
否 object{} 每个商品在图上的像素位置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left 否 int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像素距离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top 否 int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像素距离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width 否 int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像素宽度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heig

ht
否 int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像素高度

商品基

本信息

识别

建议翻拍判定方法建议翻拍判定方法

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如果recapture的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通常有两中对应的业务模式：

注：以下数值均为建议值，实际应用的阈值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进行设定

1.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错放一个的，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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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允许错放过一些翻拍的图片，但是查到的一定要对，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98甚至0.99。

地堆检测API调用方法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商品检测模型发布后获得的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请求URL： 请首先在EasyDL零售版进行定制商品检测模型训练，完成训练后申请上线，上线成功后可在服务列表中查看并获取url。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和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

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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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0~1

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默认值为建议阈值默认值为建议阈值，请在 我的模型列表-完整评估结果 查看推荐阈值。阈值

（threshold），是正确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果返

回。

提示：image参数中“去掉头部”指的是图片经base64编码后的头部信息「data:image/jpeg;base64,」，如下图所示：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开启模型服务功能可参考服务功能文档

排面数：同层同列去重后的SKU检测数量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需要开启的模型需要开启的模型

服务功能服务功能

recapture_sc

ore
否 float

图片是对手机屏幕翻拍的可能性评分。翻拍判定方法：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

如果recapture_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

进行设定阈值

商品陈列翻拍识

别（可选）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cenes 否
array(st

ring)

图片中包含的陈列场景类型。返回所有场景去重后的集合，“GE”表示端架，“shelf”表示货

架，“freezer”表示冰柜，“TG”表示地堆，“cutbox”表示割箱，”DL“表示地龙，"unknown"表示未

识别到场景

商品陈列场景识

别（可选）

results 否
array(o

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sn 否 number
堆头的序号，从左至右依次增加。举例：如果模型检测出图片存在两个堆头，那边两个堆头

从左至右的stack_sn分别为1和2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info 否
array(o

bject)
各个堆头的检测结果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type 否 number 堆头陈列的类型：1为KA可识别长宽；2为非KA可计数；-1为其它（不可计数和不可计长宽）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hei

ght
否 number 该堆头的高度（Y轴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wid

th
否 number 该堆头的宽度（列数，X轴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dep

th
否 number 该堆头的纵深（Z轴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area 否 number 该堆头的占地面数量 = width * depth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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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否 number 该堆头的占地面数量 = width * depth
别（必选）

++stack_sku

_num
否 number 该堆头中的可识别SKU的含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sku

_num_visible
否 number 该堆头中的可识别SKU的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tack_sku

_info
否

array(o

bject)
堆箱内含有SKU的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ame 否 string SKU标签名称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cod

e
否 string SKU编码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t

h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堆头中的含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t

hout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堆头中的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info 否
array(o

bject)
各个堆头中，各列的检测结果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loc_in

fo
否

array(o

bject)
各列的深（Z轴）和高（Y轴）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n 否
array(o

bject)
列的序号，从左至右依次增加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dept

h
否 number 列的纵深（Z轴数量）SKU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heig

ht
否 number 列的高度（Y轴数量）SKU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num_i

nfo
否

array(o

bject)
各列中各类SKU信息和数量结果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n 否 number 列的序号，从左至右依次增加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ku_

num
否 number 该列的可识别SKU的含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ku_

num_visible
否 number 该列的可识别SKU的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ku_

info
否

array(o

bject)
列内各类SKU的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ame 否 string SKU标签名称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co

de
否 string SKU编码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

th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列中的含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

thout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列中的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_col_info 否
array(o

bject)
各列中，各子列子列的检测结果，每个纵深（Z轴）列为一个子列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col_sn 否 number 列的序号，从左至右依次增加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_col_sn 否 number 子列的序号，从内到外，依次增加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_col_sk
否 number 该列的可识别SKU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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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num
否 number 该列的可识别SKU纵深总数量

别（必选）

+++s_col_sk

u_num_visibl

e

否 number 该列的可识别SKU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必

选）

+++s_col_sk

u_info
否

array(o

bject)
当前子列内包含SKU的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ame 否 string SKU标签名称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co

de
否 string SKU编码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

th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子列中的纵深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um_wi

thout_depth
否 number 该类SKU在该子列中的可见总数量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info 否
array(o

bject)
该堆头中的所有商品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name 否 number SKU标签名称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code 否 number SKU编码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cene 否 string
该SKU的陈列场景，“GE”表示端架，“shelf”表示货架，“freezer”表示冰柜，“TG”表示地

堆，“cutbox”表示割箱，”DL“表示地龙，"unknown"表示未识别到场景

商品陈列场景识

别（可选）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location 否
array(o

bject)
该SKU在原图中的像素位置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像素距离（px）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像素距离（px）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像素宽度（px）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像素高度（px）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threed_lo

cation
否

array(o

bject)
该SKU在堆头中的三维位置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heig

ht
否 number SKU所在堆头中的3D位置，Y轴高度（从下往上数第几个SKU）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widt

h
否 number SKU所在堆头中的3D位置，X轴宽度（从左往右数第几个SKU）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sku_dep

th
否 number SKU所在堆头中的3D位置，Z轴深度（从里往外数第几个SKU）

商品基本信息识

别（必选）

建议翻拍判定方法建议翻拍判定方法

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如果recapture的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通常有两中对应的业务模式：

注：以下数值均为建议值，实际应用的阈值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进行设定

1.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错放一个的，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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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允许错放过一些翻拍的图片，但是查到的一定要对，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98甚至0.99。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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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

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is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

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

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649285136）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

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

疑问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或代码格式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

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

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或音频、文本格式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通过QQ群（1009661589）或工单联

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输入失败/分词错

误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

（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翻拍识别服务
服务介绍

简介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能够识别出通过手机翻拍出的商品陈列照片，比如商品货架陈列图片和地堆商品陈列图片，可降低人工审核人力，高效审核零

售业务中通过翻拍原有图片来造假的图片。

适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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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识别以下类型的商品陈列翻拍图片：

货架/货柜上商品陈列图片

地堆商品陈列图片

使用须知

服务价格详情请见购买指南

服务接口调用方法请见API文档

购买指南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EasyDL零售版的各项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QPS叠加包」、「购买调用量次数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

只需在相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计费方式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目前支持下列三种计费方式:

1. 按调用量后付费

2. 调用量次数包预付费

3. QPS叠加包预付费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

价格如下：

调用量调用量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调用 0.05元 4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4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 累计1000次 1~2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2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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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

如果业务上对调用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调用价格更低单次调用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万次 490 元 4 1年（366天）

10万次 4,800 元 4 1年（366天）

100万次 45,000 元 4 1年（366天）

500万次 212,500 元 4 1年（366天）

1000万次 420,000 元 4 1年（366天）

2000万次 800,000 元 4 1年（366天）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次0.05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4，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50元/天

按月购买 1200元/月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API文档

API调用方法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如何使用翻拍识别API，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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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_token

接口调用接口调用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商品陈列翻拍识别商品陈列翻拍识别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v1/retail/recapture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Access Token获取”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注意：如果出现336001和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与其他图像识别服务不同的是定制化图像识别服务以json方式请

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提示：image参数中“去掉头部”指的是图片经base64编码后的头部信息「data:image/jpeg;base64,」，如下图所示：

PHP

JAVA

Python3

C++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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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分类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分类名称，结果会返回“recapture”和“original”两类，recapture为翻拍，original为原图。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分别返回“recapture”和“original”两类的置信度

建议翻拍判定方法建议翻拍判定方法

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如果recapture的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设定一个判定为翻拍图片的阈值，即如果recapture的score大于这个值，则认为这张图片是翻拍。通常有两中对应的业务模式：

注：以下数值均为建议值，实际应用的阈值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进行设定注：以下数值均为建议值，实际应用的阈值请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和实测结果进行设定

1.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错放一个的，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8~0.95。

2. 业务里查翻拍的原则是允许错放过一些翻拍的图片，但是查到的一定要对，那么可以把认为是翻拍的阈值放在0.98甚至0.99。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php<?php<?php<?php
/**/**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发起http post请求(REST API), 并获取REST请求的结果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url
 * @param string $param * @param string $param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return - http response body if succeeds, else false.
 */ */
functionfunction  request_postrequest_post(($url$url  ==  '''',,  $param$param  ==  ''''))
{{
        ifif  ((emptyempty(($url$url))  ||||  emptyempty(($param$param))))  {{
                returnreturn  falsefalse;;
        }}

        $postUrl$postUrl  ==  $url$url;;
        $curlPost$curlPost  ==  $param$param;;
        // 初始化curl// 初始化curl
        $curl$curl  ==  curl_initcurl_init(());;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CURLOPT_URL,,  $postUrl$postUrl));;
        curl_setoptcurl_setopt(($curl$curl,,  CURLOPT_HEADERCURLOPT_HEADER,,  00));;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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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

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

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

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或音频、文本格式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

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输入失败/分词错

误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

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门店拜访SDK（原货架拼接服务）
服务介绍

简介

百度门店拜访SDK主要包含货架拼接和门脸文字识别两个主要功能，下面是详细介绍。

货架拼接

货架拼接服务基于百度EasyDL深度学习算法，支持将多个货架局部图片或视频，组合为完整货架图片。同时支持输出在完整货架图中的商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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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包含SKU的名称和数量，适用于需要在长货架进行商品检测的业务场景。

拼接方式介绍拼接方式介绍

货架拼接服务支持三种拼接方式：

1. 图片拼接-手机端实时拼接：拍摄图片进行拼接，可实时获得拼接结果

2. 图片拼接-云端非实时拼接：拍摄图片进行拼接，需要2~3分钟获得拼接结果

3. 视频拼接-云端非实时拼接：拍摄视频进行拼接，需要2~3分钟获得拼接结果

下面为货架拼接的效果图：

使用方式介绍使用方式介绍

货架拼接服务提供以下三种使用方式：

云服务API，面向云端非实时拼接方式，可参考货架拼接文档API调用方法

可二次开发的SDK，支持iOS和Android，可参考文档iOS SDK和Android SDK

可以直接使用的体验APP，包含上述三种拼接方式的体验功能

使用须知使用须知

1. 使用货架拼接服务前请先参考文档快速训练一个模型或模型发布完成模型发布，货架拼接服务中需要使用商品检测服务输出完整货架图中的

商品检测结果

2. 商品检测服务接口升级更新后，货架拼接服务会自动更新

3. 视频/图片-非实时拼接方式，每个账号共可免费使用200次货架拼接，SDK和体验APP均会消耗账号内的调用次数

4. 视频/图片-非实时拼接方式，每个账号仅支持同时进行一个拼接任务，超出需排队等待

体验APP功能简述体验APP功能简述

1. 支持拍摄一个或多个货架局部视频/图片进行拼接

2. 视频/图片-非实时拼接方式支持返回拼接后的完整图片，所有图片拼接去重后的商品识别结果

3. 图片拼接-手机端实时拼接支持实时拼接效果预览，所有图片拼接去重后的商品识别结果，不支持输出所有图片拼接的大图

4. 体验APP仅支持同时进行一个非实时拼接任务，超出需要排队等待

门脸文字识别

门脸文字识别功能支持识别图片中的门脸文字信息，包含门脸名称和描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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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使用须知

目前该服务处于邀请使用邀请使用状态，请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申请邀测，提供公司名称和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应用列表创建

应用的APPID，如下图：

使用方式介绍使用方式介绍

门脸文字识别功能提供以下三种使用方式：

云服务API，需完成邀测申请

可二次开发的SDK，支持iOS和Android，可参考文档iOS SDK和Android SDK

可以直接使用的体验APP

购买指南

货架拼接服务支持按任务数后付费、任务次数包预付费和并发任务叠加包预付费三种计费方式。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货架拼接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任务次数包」、「购买并发任务叠加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只需在相

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价目表 - 按任务数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2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智能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

用，价格如下：

任务数任务数 价格（元）价格（元）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拼接任务 0.2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注：任务启动后失败和运行前终止不计费，任务成功和运行后终止会计费用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服务服务 免费任务额度免费任务额度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说明说明

货架拼接 累计200次 1 只允许一个拼接任务在运行，超出限制的任务排队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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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任务成功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任务次数包

如果对拼接任务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任务价格更低单次任务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并发任务数限制并发任务数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千次 200 元 1 1年

1万次 1,900 元 1 1年

10万次 18,000 元 1 1年

100万次 150,000 元 1 1年

500万次 600,000 元 1 1年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任务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个任务0.2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并发任务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并发任务数限制为1，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并发任务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并发任务价格每并发任务价格

按天购买 2元/天

按月购买 40元/月

购买 并发任务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并发任务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体验APP

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EasyDL零售版的门店拜访体验APP（原货架拼接体验APP）如何获取和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生成体验APP

在完成模型发布后，在EasyDL零售版上货架拼接服务页面上可以生成货架拼接体验APP，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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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生成体验APP」按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弹窗：

需要选择两项内容：

选择服务：选择的服务用于对拼接的图片进行商品检测，该服务更新后，货架拼接服务会自动更新。一个商品检测服务只能被绑定到一个货架一个商品检测服务只能被绑定到一个货架

拼接体验APP上拼接体验APP上

选择应用：用于为体验APP鉴权，如未创建，请前往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应用列表进行创建

点击「生成体验APP」按钮后，可以看到页面上出现体验APP列表，可以在列表中看到该体验APP的状态为「生成中」，生成体验APP通常需要五

分钟左右，如下图所示

使用体验APP

体验APP生成后，在体验APP列表中「操作」一列点击下载后会弹出下载二维码，使用手机摄像头扫码二维码后下载到手机使用。

更新体验APP

如果用于绑定体验APP的应用（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创建的应用）被删除，体验APP的鉴权将会失效，体验APP列表中的状态将会变为「不可

用」，体验APP也将无法使用。如需继续使用该APP，可以在体验APP列表中更新该APP，点击「更新」后在弹窗内选择新的应用即可。

API文档

API调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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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EasyDL零售版的货架拼接服务API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零售版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API总览API总览

接口列表接口列表

API名称API名称 描述描述 APIAPI

创建任务 开始拼接整个流程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create

上传图片 上传货架局部图片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upload

开始任务 启动货架拼接离线任务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start

查询结果 查询任务运行状态或者结果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query

终止任务 终止正在进行或者等待的任务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terminate

任务列表 列出所有状态的任务列表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list

任务状态 task_status任务状态 task_status

状态状态 描述描述

Created 已创建的任务

Queued 排队中的任务

Running 正在拼接的任务

Success 拼接成功的任务

Failure 拼接失败的任务

Terminated 被手动终止的任务

启动任务后，免费阶段，无论任务成功、失败、终止均会消耗免费任务数；付费使用阶段，仅对拼接成功和手动终止的任务进行计费。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API使用方法API使用方法

创建任务API创建任务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创建货架拼接任务，开始整个拼接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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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create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api_url 是 string 商品检测服务的url 无

row_image_nu

ms
是

array[num

ber]

各行待拼接货架图片的数量，array长度为货架图片的行数，array[i]为

第i行的货架图片数量

行数不大于3，行内图片数量不大于

60

detection_thre

shold
否 float 商品检测服务的阈值

默认值为商品检测服务的阈值，取值

范围[0，1]

nms_iou_thres

hold
否 float 检测框矫准去重的阈值 默认值为0.3, 取值范围[0.2,0.8]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task_id 否 string 新建任务对应的id

log_task_id 否 string 用于demo显示的任务id,用于问题定位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Body返回示例：

POSTPOST

{{

 "api_url": "http://xxxxx",  "api_url": "http://xxxxx", 
 "row_image_nums": [3, 3, 4], "row_image_nums": [3, 3, 4],

 "detection_threshold": 0.3, "detection_threshold": 0.3,
 "nms_iou_threshold"：0.45 "nms_iou_threshold"：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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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图片API上传图片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为指定任务上传待拼接的货架图

提示提示：只有在Created状态的任务才可以上传图片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upload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参数类参数类

型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row 是 number
图片对应行的

index
取值从0开始，需小于创建任务参数row_image_nums的长度

column 是 number
图片在行内所在

的index
取值从0开始，需小于创建任务参数row_image_nums[row]的取值

image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

base64编码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

4096px,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

Body请求示例：

{{
 "log_id": xxxxxx, "log_id": xxxxxx,
 "task_id":  "xxxxx", "task_id":  "xxxxx",
 "log_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status": "Created"
}}
{{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error_code": 336204, "error_code": 336204,
 "error_msg":  "api name authentication failed" "error_msg":  "api name authentication failed"
}}

POSTPOST

{{
    "task_id": "xxxx",    "task_id": "xxxx",
    "row": 1,     "row": 1, 
    "column": 2,    "column": 2,
    "image": "xxx=="    "image": "xxx=="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56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upload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接口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Body返回示例：

开始任务API开始任务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开始执行货架拼接任务

提示提示：只有在Created状态的任务可以启动，若启动任务数到达用户的上限（默认为1，即同时只可以启动一个拼接任务），任务进入Queued

状态。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star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Body请求示例：

{{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task_status": "Created"    "task_status": "Created"
}}
{{
    "log_id": xxxxx,    "log_id": xxxxx,
    "error_code": 336201,    "error_code": 336201,
    "error_msg": "unknown task id"    "error_msg": "unknown task id"
}}

POSTPOST

{{
    "task_id": "xxxx"    "task_id": "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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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missed_location 否 array 缺失图片对应行和列的index

Body返回示例：

查询结果API查询结果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查询任务运行的状态或者结果信息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query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Body请求示例：

{ # 启动成功{ # 启动成功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task_status": "Running"    "task_status": "Running"

}}
{ # 用户已运行的货架拼接任务已达上限，排队等待{ # 用户已运行的货架拼接任务已达上限，排队等待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task_status": "Queued"    "task_status": "Queued"
}}

{ # 货架图片未全部上传{ # 货架图片未全部上传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error_code": 336211,    "error_code": 336211,
    "error_msg": "some images missed",    "error_msg": "some images missed",
    "missed_location": [[0, 2], [1, 3]]  # [[row, column]...]    "missed_location": [[0, 2], [1, 3]]  # [[row, column]...]

}}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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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log_task_id 否 string 用于demo显示的任务id,用于问题定位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task_result 否 dict 任务拼接结果

+image_url 否 string 拼接成功后大图的url

+preview_image_url 否 string 拼接成功后大图预览图的url，压缩到1M以下，用于快速预览

+bbox 否 array 在拼接大图上的商品检测框

++name 否 string 商品名称

++score 否 float 检测框置信度

++sku_code 否 string 商品对应的sku code

++location 否 dict 检测框的位置

+++left 否 number 检测框的左上角像素点的横坐标

+++top 否 number 检测框的左上角像素点的纵坐标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框的高度

+++width 否 number 检测框的宽度

+sku_stat_info 否 array 在拼接大图上的商品检测框的统计信息

++name 否 string 商品名称

++sku_code 否 string 商品对应的sku code

++count 否 number 检测对应商品的数量

++proportion 否 float 统计商品在完整图片中的排面占比

+stitch_error_code 否 array[number] 拼接错误码

+fail_msg 否 string 拼接失败的错误信息

stitch_error_code取值stitch_error_code取值

stitch_error_codestitch_error_code 描述描述

0 拼接成功

100 水平矫正失败

200 竖直矫正失败

300 拼接失败，可能原因相邻图像重叠度不足30%

400 显存不足(OOM)，图片数量过多

500 GPU所能分配的单张图片的显存不足，单张图片太大

Body返回示例：

{{
    "task_id": "xxxx"    "task_id": "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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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任务API终止任务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终止正在进行或者排队的任务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terminate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 # 任务(已创建/排队中/运行中/已取消){ # 任务(已创建/排队中/运行中/已取消)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log_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task_status": "Created/Queued/Running/Terminated" "task_status": "Created/Queued/Running/Terminated"
}}
{ # 拼接任务运行成功{ # 拼接任务运行成功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log_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status": "Success",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image_url": "https://xxxx",  "image_url": "https://xxxx",
  "preview_image_url": "https://xxxx",  "preview_image_url": "https://xxxx",
  "bbox": [{  "bbox": [{
      "name": "xxx",      "name": "xxx",
      "score": xxx,      "score": xxx,
   "sku_code": "xxx",   "sku_code": "xxx",
   "location": {   "location": {
           "left": xxx,           "left": xxx,
           "top": xxx,           "top": xxx,
           "width": xxx,           "width": xxx,
           "height": xxx            "height": xxx 
    }    }
   }, ... ],   }, ... ],
   "sku_stat_info":[{   "sku_stat_info":[{
   "sku_code": "xxx",   "sku_code": "xxx",
      "name": "xxx",      "name": "xxx",
    "count": n    "count": n
   }, ...],   }, ...],
   "stitch_error_code":  [100, ...]   "stitch_error_code":  [100, ...]
 } }
}}
{ # 拼接任务运行失败{ # 拼接任务运行失败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log_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status": "Failure"，
    "task_result": {    "task_result": {
     "fail_msg": "image stitch job running timeout"     "fail_msg": "image stitch job running timeout"
 } }
}}
{ # 请求错误{ # 请求错误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error_code": 336201,    "error_code": 336201,
    "error_msg": "unknown task id"    "error_msg": "unknown task id"
}}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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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Body返回示例：

任务列表API任务列表API

接口描述接口描述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任务列表，多个条件取交集；按照创建时间倒序。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接口URL：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tasks/image_stitch/list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

    "task_id": "xxxx"    "task_id": "xxxx"
}}

{{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task_status": "Terminated" "task_status": "Terminated"

}}

PO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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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s 否 array[string] 只返回指定id的任务信息 无

begin_time 否 number 只返回begin_time以后创建的任务信息 时间戳

end_time 否 number 只返回end_time之前创建的任务信息 时间戳

Body请求示例：

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error_code 否 number 错误码

error_msg 否 string 错误描述

tasks_info 否 array 任务列表

+task_id 否 string 任务id

+log_task_id 否 string 用于demo显示的任务id,用于问题定位

+task_status 否 string 任务状态

+create_time 否 number 任务创建时间

Body返回示例：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图片大小超4M导致报错，错误返回以下内容：

货架拼接服务错误码如下表：

{{

 "task_ids": ["xx", "xxx"], "task_ids": ["xx", "xxx"],

 "begin_time": 1562763431, "begin_time": 1562763431,

 "end_time": 1562763842 "end_time": 1562763842

}}

{{

    "log_id": xxxx,    "log_id": xxxx,

 "tasks_info": [ "tasks_info": [

  {  {

   "task_id": "xxx",   "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log_task_id":  "xxx",

   "task_status": "Created/Queued/Running/...",   "task_status": "Created/Queued/Running/...",

   "create_time": 1562763842   "create_time": 1562763842

  }, ...  }, ...

 ] ]

}}

{{

  "error_code": 336210,  "error_code": 336210,

  "error_msg": "invalid image size"  "error_msg": "invalid image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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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_cerror_c

odeode
error_msgerror_msg 描述描述

336200 internal error 内部错误，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201 unknown task id 未知的任务id

336202 invalid param: 'param_name' 请求参数'param_name'的参数值不合法

336203
missing param:

'param_name'
请求参数'param_name'缺失

336204
api name authentication

failed
api name和app_id认证失败

336205
current task status not

support {action}.

当前任务状态不支持对应的操作：只有Created状态下的任务可以进行加图和启动任

务，Created/Queued/Running状态下的任务可被终止

336206 invalid base64 加图操作：错误的base64图片编码

336207 failed loading image 加图操作：加载图片失败

336208 invalid image format 加图操作：不支持的图片格式，支持格式: bmp、jpg、jpeg、png

336209 invalid image shape 加图操作：不支持的图片形状，货架图片长宽需大于等于200

336210 invalid image size 加图操作：不支持的图片大小，图片大小不超过4M

336211 some images missed 启动拼接任务：货架图片缺失

336212 invalid json 请求数据格式不正确

SDK文档

SDK介绍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门店拜访（原货架拼接）iOS、Android SDK的获取方式和系统支持，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获取SDK获取SDK

在EasyDL零售版的门店拜访SDK页面（原货架拼接服务）直接下载，如下图所示：

iOS系统支持iOS系统支持

系统：iOS 9.0 以上

硬件：armv7 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 （暂不支持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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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系统支持Android系统支持

系统：Android Level 22以上

iOS_SDK

简介简介

本文档描述货架拼接iOS SDK如何使用。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系统：iOS 9.0 以上

硬件：armv7 arm64 （Starndard architectures）（暂不支持模拟器）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2.22 5.0.0 更名为门店拜访SDK，新增门脸文字识别功能、防窜拍功能

2021.12.22 4.1.0 新增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功能

2021.10.20 4.0.0 新增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

2021.03.09 3.0.1 新增光线和手机方向检测功能

2020.12.30 3.0.0 新增支持拍摄图片，云端拼接功能

2020.11.12 2.0.0 新增支持排面统计占比

2019.08.30 1.0.0 支持拍摄视频，端上抽帧，云端拼接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库依赖库依赖

SDK依赖以下静态库/动态库，需正确集成至项目中并配置Framework Search Paths / Header Search Paths / Library Search Paths：

opencv2.framework：OpenCV V4.5.2，必须引入

libmontage_algo.a：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库，可选引入，集成时请一并拷贝头文件目录montage_algo至项目合适路径

libEasyDL.a：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可选引入，集成时请一并拷贝头文件目录EasyDL至项目合适路径

libpaddle_api_full_bundled.a：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可选引入，集成时请一并拷贝头文件目录paddlelite至项目合适路径

libEasyDL.a 和 libpaddle_api_full_bundled.a 需同时引入才可支持模糊图像检测

集成摄像头相关逻辑集成摄像头相关逻辑

UI部分包括摄像头代码均开源，可参考以下文件，用户拷贝相关代码至项目中即可，并修改相应文件名以避免符号冲突：

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ImagePickerViewController：云端拼接拍照逻辑，重合度算法开源

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MBStitchCameraViewController：手机端实时拼接拍照逻辑，拼接等相关算法依赖 libmontage_algo.a

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VideoStitchViewController#startUIImagePicker()：云端拼接视频逻辑入口，参考该方法内对系统

UIImagePickerController的使用

拍照拼接参数配置拍照拼接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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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获取重合度有"ahash","phash","dhash"三种算法，返回0~100之间的数值，越大表示重合度越高。不同算法返回的数值有区别，需相应调整

阈值

手机倾斜XY轴指左右倾斜，Z轴是前后倾斜，当倾斜角度过大会影响拼接效果

设置只有手机倾斜角度、待拍摄图片与上一张图片重合度、环境光线亮度等条件符合要求才拍摄图片，保证拍摄效果

相机默认为每秒30帧，修改kSkipFrames的值调节做重合度对比的速度，避免卡顿或拍摄状态切换过快

视频拼接参数配置视频拼接参数配置

体验APP中对视频截取帧的频率为1秒1帧，由于每个视频的帧数不能大于60，所以体验APP不能拼接长度大于60s的视频。开发者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截帧的频率，并相应限制视频长度。调整频率方法：

并在合适的地方提示视频长度限制：

SDK工程结构SDK工程结构

SDK调用流程SDK调用流程

获取鉴权获取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 easydl-stitch-ios/EasyDLStitch/EasyDLStitchParams.h// easydl-stitch-ios/EasyDLStitch/EasyDLStitchParams.h

###### define kThreshold 75 // 判断重合的阈值,0~100之间###### define kThreshold 75 // 判断重合的阈值,0~100之间

###### define kStrategy "phash" // 重合算法,类型：["ahash","phash","dhash"]###### define kStrategy "phash" // 重合算法,类型：["ahash","phash","dhash"]

###### define kThetaZ 60 // 手机倾斜Z轴角度阈值###### define kThetaZ 60 // 手机倾斜Z轴角度阈值

###### define kThetaXY 20 // 手机倾斜XY轴角度阈值###### define kThetaXY 20 // 手机倾斜XY轴角度阈值

###### define kOverLapControl true // 是否与遮罩重合才可以拍照###### define kOverLapControl true // 是否与遮罩重合才可以拍照

###### define kOrientationControl true // 是否手机持握方向符合要求才可以拍照###### define kOrientationControl true // 是否手机持握方向符合要求才可以拍照

###### define kSkipFrames 3 // 跳过视频帧比对的数量，比如3为每3帧比对一次###### define kSkipFrames 3 // 跳过视频帧比对的数量，比如3为每3帧比对一次

###### define kBrightnessLow -3 // 光线强度阈值，-99~99之间###### define kBrightnessLow -3 // 光线强度阈值，-99~99之间

###### define kBrightnessHigh 5 // 光线强度阈值，-99~99之间###### define kBrightnessHigh 5 // 光线强度阈值，-99~99之间

###### define kBrightnessControl false // 是否光线符合要求才可以拍照###### define kBrightnessControl false // 是否光线符合要求才可以拍照

// 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StitchViewController.m// 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StitchViewController.m

static int frameInterval = 1;//截帧间隔（秒）static int frameInterval = 1;//截帧间隔（秒）

UIAlertController *actionSheet = [UIAlertController alertControllerWithTitle:@"选择对象(视频长度不能超过60s)" message:nilUIAlertController *actionSheet = [UIAlertController alertControllerWithTitle:@"选择对象(视频长度不能超过60s)" message:nil  

preferredStyle:UIAlertControllerStyleActionSheet];preferredStyle:UIAlertControllerStyleActionSheet];

EasyDL-Image-Stitching-iOSEasyDL-Image-Stitching-iOS

|- LIB|- LIB

    |- include    |- include

        |- montage_algo/ // 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库头文件        |- montage_algo/ // 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库头文件

        |- EasyDL/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头文件        |- EasyDL/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头文件

        |- paddlelite/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头文件        |- paddlelite/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头文件

    |- libs    |- libs

        |- opencv2.framework           // OpenCV库        |- opencv2.framework           // OpenCV库

        |- libmontage_algo.a           // 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库        |- libmontage_algo.a           // 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库

        |- libEasyDL.a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        |- libEasyDL.a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

        |- libpaddle_api_full_bundled.a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        |- libpaddle_api_full_bundled.a // 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引擎

|- EasyDLStitch|- EasyDLStitch

    |- images/              // 资源文件    |- images/              // 资源文件

    |- easydl-stitch-ios/   // Demo工程文件    |- easydl-stitch-ios/   // Demo工程文件

    |- RES/    |- RES/

        |- conf.json       // API配置文件        |- conf.json       // API配置文件

        |- fuzzy_model/    // 模糊图像检测模型        |- fuzzy_model/    // 模糊图像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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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下载SDK包后，填写ak、sk等信息。在RES/conf.json相应位置填入：

云端非实时拼接调用流程云端非实时拼接调用流程

1. 创建任务：开始拼接整个流程

2. 加货架图：上传图片

3. 开始任务：启动货架拼接离线任务

4. 查询任务：查询拼接任务的状态和结果

其他：

1. 取消任务：取消正在进行或者等待的任务

2. 任务列表：查询所有状态的任务列表

3. 终止任务：终止正在进行或者等待的任务

调用API调用API

云端拼接API的调用逻辑已封装在EasyDLStitchApiServiceEasyDLStitchApiService文件中，以下为SDK调用货架拼接API的方法说明。货架拼接API接口的返回值及其他信息

参见文档货架拼接API调用方法。

创建拼接任务创建拼接任务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是否必

需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api_url 是 string 商品检测服务的url 无

row_image_nu

ms
是

array[num

ber]

各行待拼接货架图片的数量，array长度为货架图片的行数，array[i]为

第i行的货架图片数量

行数不大于3，行内图片数量不大于

60

detection_thre

shold
否 float 商品检测服务的阈值

默认值为商品检测服务的阈值，取值

范围[0，1]

nms_iou_thres

hold
否 float 检测框矫准去重的阈值 默认值为0.45, 取值范围[0.2,0.8]

{{
  "ak": "Mz0zhObvEZ6lnG1K3renXXXX", // API Key的值  "ak": "Mz0zhObvEZ6lnG1K3renXXXX", // API Key的值

  "sk": "188fRHYvLPmlPrNCDpBnkhL3ydXXXXX", // Secret Key的值  "sk": "188fRHYvLPmlPrNCDpBnkhL3ydXXXXX", // Secret Key的值

  "api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detection/XXXX"  //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API  "api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detection/XXXX"  //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API
}}

- (void)createSplic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void)createSplic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FailureBlock)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66

https://ai.baidu.com/ai-doc/REFERENCE/Ck3dwjhhu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tk38n3j9h


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row 是 number 图片对应行的index 取值从0开始，需小于创建任务参数row_image_nums的长度

column 是 number 图片在行内所在的index 取值从0开始，需小于创建任务参数row_image_nums[row]的取值

image 是 string 上传图片的base64编码

启动拼接任务启动拼接任务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查询任务状态查询任务状态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查询任务列表查询任务列表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s 否 array[string] 只返回指定id的任务信息 无

begin_time 否 number 只返回begin_time以后创建的任务信息 时间戳

end_time 否 number 只返回end_time之前创建的任务信息 时间戳

终止任务终止任务

其中config为参数，后面两个回调block。参数取值及描述：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描述描述 参数值限制参数值限制

task_id 是 string 货架拼接任务id 无

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

1. 准备目录

- (void)uploadImage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void)uploadImage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FailureBlock)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void)startSplic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void)startSplic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FailureBlock)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void)queryTaskResult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void)queryTaskResult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FailureBlock)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void)list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void)list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void)terminat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void)terminateTaskWithConfig:(NSDictionary *)config successHandler:(SuccessBlock)successHandler failHandler:
(FailureBlock)failHandler;(FailureBlock)fail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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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比图片：新图片(now)在参与实时拼接前需先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last)进行对比，如果now与last的对比特征合法则可以成功拼接，否则

无法得到理想实时拼接结果

3. 实时拼接：SDK会寻找now.jpgnow.jpg并进行实时拼接得到新拼接结果

4. 上传云端，得到结果

其他：

1. 撤销拼接：撤销最后一次拼接结果

SDK的调用SDK的调用

手机端实时拼接的调用逻辑已封装在EasyDLMBStitchApiServiceEasyDLMBStitchApiService文件中，包括商品检测API以及拼接算法的调用，以下为SDK调用的方法说明。

准备目录准备目录

实时拼接过程中产生的文件需保存在本地，首先初始化准备保存的目录。单个拼接任务的保存目录不可发生变化。

对比图片对比图片

参数说明：

image：当前要参与对比的图片

isFirstFrame：是否是第一帧

第一帧的定义取决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last）是否已经被对比过。假设有图片A和B，先用A与last对比，且last是初次被对比，此

时isFirstFrame应为true，再用B与last对比，此时isFirstFrame应为false

completionHandler：异步回调，在主线程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 (void)prepare;- (void)prepare;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prepare];[[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prepare];

- (void)compareImage:(UIImage *)image firstFrame:(BOOL)isFirstFrame 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void)compareImage:(UIImage *)image firstFrame:(BOOL)isFirstFrame 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compareImage:image firstFrame:_firstFrameCompare 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compareImage:image firstFrame:_firstFrameCompare 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if (error) {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else {    } else {

       // 回调结果       // 回调结果

        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 responseObject;        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 responseObject;

       //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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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参考***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参考**

实时拼接实时拼接

建议调用拼接前参考【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用不合法的对比结果进行实时拼接将无法获得正确输出

将要参与拼接的图片必须命名为“now.jpg”（也可使用EasyDLMBStitchApiService.FILENAME_IMAGE_NOW），并保存在将要参与拼接的图片必须命名为“now.jpg”（也可使用EasyDLMBStitchApiService.FILENAME_IMAGE_NOW），并保存在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currentTask.workDir指向的目录下，否则实时拼接无法正常工作。成功拼接后"now.jpg"会被SDK重[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currentTask.workDir指向的目录下，否则实时拼接无法正常工作。成功拼接后"now.jpg"会被SDK重

新命名为{index}.jpg，其中{index}代表图片序号。新命名为{index}.jpg，其中{index}代表图片序号。

为获得更快的拼接效率，建议减小参与拼接的图片尺寸；为了保证拼接效果，缩放后的图片尺寸应不小于宽648和高864

//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 当前图片相对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方位// 当前图片相对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方位
@property(nonatomic) ImageDirection direction;@property(nonatomic) ImageDirection direction;
/**/**
 * 是否需要判断方向，如当拍摄完图片过近时，direction可能由于两图过于相似而不可靠，这种情况不需要判断方向，即该值=false * 是否需要判断方向，如当拍摄完图片过近时，direction可能由于两图过于相似而不可靠，这种情况不需要判断方向，即该值=false
 * 一般direction不可靠时，该值=false * 一般direction不可靠时，该值=false
 * 对比的两张图是第一次对比时，该值=false * 对比的两张图是第一次对比时，该值=false
 * 当该值=true时，请在调用实时拼接API前确认方法是否合法，否则可能导致拼接失败 * 当该值=true时，请在调用实时拼接API前确认方法是否合法，否则可能导致拼接失败
 */ */
@property(nonatomic, getter = needCheckDirection) BOOL checkDirection;@property(nonatomic, getter = needCheckDirection) BOOL checkDirection;
// 对比结果中的方位是否合法，非法的方位将无法完成拼接// 对比结果中的方位是否合法，非法的方位将无法完成拼接
@property(nonatomic) BOOL directionValid;@property(nonatomic) BOOL directionValid;
// 两张图片重叠部分的点位// 两张图片重叠部分的点位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Array<NSValue *> *points;@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Array<NSValue *> *points;
// 两张图片重叠状态// 两张图片重叠状态
@property(nonatomic) OverlapStatus overlapStatus;@property(nonatomic) OverlapStatus overlapStatus;
// 最后一次参与拼接的图片序号，从1开始// 最后一次参与拼接的图片序号，从1开始
@property(nonatomic) int lastImgIndex;@property(nonatomic) int lastImgIndex;

switch (compareResult.overlapStatus) {switch (compareResult.overlapStatus) {
    case OverlapStatus_Correct:    case OverlapStatus_Correct:
        if (compareResult.needCheckDirection && !compareResult.directionValid) {        if (compareResult.needCheckDirection && !compareResult.directionValid) {
            // 非法，当前参与对比的图片方位不正确，无法拼接            // 非法，当前参与对比的图片方位不正确，无法拼接
        } else {        } else {
            // 合法            // 合法
        }        }
        break;        break;
    case OverlapStatus_TooFar:    case OverlapStatus_TooFar: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低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低
        break;        break;
    case OverlapStatus_TooClose:    case OverlapStatus_TooClose: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高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高
        break;        break;
}}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1169



参数说明：

compareResult：对比图片回调返回的结果

completionHandler：异步回调，在主线程。该回调在拼接任务全部完成后到达，如需更快获取缩略图和完整拼接图，可配置

EasyDLMBAPIStitchDelegate协议

**StitchResult***StitchResult**

**EasyDLMBAPIStitchDelegate***EasyDLMBAPIStitchDelegate**

上传云端，得到结果上传云端，得到结果

- (void)stitchImageWith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void)stitchImageWith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stitchImageWithCompareResult:_latestCompareResult 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stitchImageWithCompareResult:_latestCompareResult 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if (error) {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else {    } else {

       // 回调结果       // 回调结果
        StitchResult *stitchResult = responseObject;        StitchResult *stitchResult = responseObject;

       //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
}];}];

// 保存now.jpg示例// 保存now.jpg示例

NSURL *workDirUrl =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currentTask.workDir;NSURL *workDirUrl =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currentTask.workDir;
/* 小图为拼接，大图为获得更好的商品检测效果 *//* 小图为拼接，大图为获得更好的商品检测效果 */

[EasyDLFileManager saveImage:image toUrl:[workDirUrl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FILENAME_IMAGE_NOW][EasyDLFileManager saveImage:image toUrl:[workDirUrl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FILENAME_IMAGE_NOW]  
andResizeTo:CGSizeMake(648, 864)];andResizeTo:CGSizeMake(648, 864)];
// SDK默认使用保存的一系列`{index}.jpg`调用商品检测API并取得结果。// SDK默认使用保存的一系列`{index}.jpg`调用商品检测API并取得结果。

// 由于建议减小该系列图片尺寸以获得更优的拼接效率，但同时更小尺寸的图片对商品检测精度有一定影响，因此为提高精度，建议同时保// 由于建议减小该系列图片尺寸以获得更优的拼接效率，但同时更小尺寸的图片对商品检测精度有一定影响，因此为提高精度，建议同时保
存最佳尺寸的图片用于上传云端。存最佳尺寸的图片用于上传云端。

[EasyDLFileManager saveImageForBestInfer:image toUrl:[workDirUrl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NSString[EasyDLFileManager saveImageForBestInfer:image toUrl:[workDirUrl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DIR_NAME_FULL_IMAGE, FILENAME_IMAGE_NOW]]];stringWithFormat:@"%@/%@", DIR_NAME_FULL_IMAGE, FILENAME_IMAGE_NOW]]];

//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 拼接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为错误// 拼接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为错误

@property(nonatomic) int errCode;@property(nonatomic) int errCode;
// 最近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序号// 最近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序号

@property(nonatomic) int latestImgIndex;@property(nonatomic) int latestImgIndex;
// 缩略拼接图路径// 缩略拼接图路径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URL *thumbnailUrl;@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URL *thumbnailUrl;
// 完整拼接图路径// 完整拼接图路径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URL *fullImageUrl;@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URL *fullImageUrl;

//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protocol EasyDLMBAPIStitchDelegate <NSObject>@protocol EasyDLMBAPIStitchDelegate <NSObject>

- (void)onStitchThumbnailGenerated:(NSURL *)thumbnailURL;- (void)onStitchThumbnailGenerated:(NSURL *)thumbnailURL;
- (void)onStitchFullImageGenerated:(NSURL *)fullImageURL;- (void)onStitchFullImageGenerated:(NSURL *)fullImageURL;

@end@end
    

// 配置示例// 配置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stitchDelegate = self;[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stitchDelegate =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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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completionHandler：异步回调，在主线程。该回调在检测任务全部完成后到达，如需感知检测任务的开始和进度更新，可配置

EasyDLMBAPIMergeDelegate协议

**MergeResult***MergeResult**

**EasyDLMBAPIMergeDelegate***EasyDLMBAPIMergeDelegate**

撤销拼接撤销拼接

SDK支持撤销最后一次拼接结果，如需撤销多张，请多次操作

参数说明：

completionHandler：异步回调，在主线程

**ImageInfo***ImageInfo**

- (void)mergeDetectedResultsWith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void)mergeDetectedResultsWith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mergeDetectedResultsWith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mergeDetectedResultsWith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if (error) {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else {    } else {

       // 回调结果       // 回调结果

        MergeResult *mergeResult = responseObject;        MergeResult *mergeResult = responseObject;

       //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

}];}];

//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montage_algo/EasyDLStitchAlgo.h

// 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为错误// 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为错误

@property(nonatomic) int errCode;@property(nonatomic) int errCode;

// 商品检测并去重合并后的结果// 商品检测并去重合并后的结果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Dictionary *correctSKUDict;@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Dictionary *correctSKUDict;

//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protocol EasyDLMBAPIMergeDelegate <NSObject>@protocol EasyDLMBAPIMergeDelegate <NSObject>

- (void)onMergeResultsStarted:(int)totalImageCount;- (void)onMergeResultsStarted:(int)totalImageCount;

- (void)onMergeProgressUpdated:(int)totalImageCount completedCount:(int)completedCount;- (void)onMergeProgressUpdated:(int)totalImageCount completedCount:(int)completedCount;

@end@end

    

// 配置示例// 配置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mergeDelegate = self;[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mergeDelegate = self;

- (void)undoLastTakenImageWith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void)undoLastTakenImageWith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completionHandler;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undoLastTakenImageWith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EasyDLMBStitch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undoLastTakenImageWithCompletionHandler:^(id responseObject,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if (error) {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NSLog(@"%@", error.localizedDescription);

    } else {    } else {

       // 回调结果，包含撤销后，当前最后一次参与拼接的图片信息       // 回调结果，包含撤销后，当前最后一次参与拼接的图片信息

        ImageInfo *lastImageInfo = responseObject;        ImageInfo *lastImageInfo = responseObject;

       //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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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图像检测模糊图像检测

手机端实时拼接已接入AI模型以支持模糊图像检测，除参考库依赖正确引入依赖库，需保证 RES/fuzzy_model 目录下的模型文件存在。调用示例

如下，也可参考 EasyDL-Stitch/easydl-stitch-ios/ViewController/MBStitchCameraViewController.m 文件中对 FuzzyModelProxy 的使用：

阈值设置阈值设置

手机端实时拼接支持设置：

最小IOU置信度

最大IOU置信度

NMS置信度

商品检测API最大重试次数

//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 图片序号// 图片序号
@property(nonatomic) int index;@property(nonatomic) int index;
// 图片列坐标// 图片列坐标
@property(nonatomic) int x;@property(nonatomic) int x;
// 图片行坐标// 图片行坐标
@property(nonatomic) int y;@property(nonatomic) int y;

// 模型初始化// 模型初始化
- (NSError *)modelInit;- (NSError *)modelInit;
// 推理图像判断是否模糊// 推理图像判断是否模糊
- (void)inferImage:(UIImage *)image completionHandler:(void (^)(BOOL fuzzy, NSError *error))completionHandler;- (void)inferImage:(UIImage *)image completionHandler:(void (^)(BOOL fuzzy, NSError *error))completionHandler;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 = [[FuzzyModelProxy alloc] init];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 = [[FuzzyModelProxy alloc] init];
[fuzzyModelProxy modelInit];[fuzzyModelProxy modelInit];
if (fuzzyModelProxy && fuzzyModelProxy.engineActive) {if (fuzzyModelProxy && fuzzyModelProxy.engineActive) {
    [fuzzyModelProxy inferImage:image completionHandler:^(BOOL fuzzy, NSError *error) {    [fuzzyModelProxy inferImage:image completionHandler:^(BOOL fuzzy,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fuzzy) {        if (!error && !fuzzy) {
            // 图像非模糊            // 图像非模糊
        } else {        } else {
            // 图像模糊或推理失败            // 图像模糊或推理失败
        }        }
    }];    }];
}}

//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easydl-montage-ios/EasyDLStitch/EasyDLMBStitchApiService.h

/**/**
 * 最小拼接引导置信度 * 最小拼接引导置信度
 */ */
@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minIOUThreshold;@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minIOUThreshold;
/**/**
 * 最大拼接引导置信度 * 最大拼接引导置信度
 */ */
@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maxIOUThreshold;@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maxIOUThreshold;
/**/**
 * 去重置信度 * 去重置信度
 */ */
@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nmsIOUThreshold;@property(nonatomic) CGFloat nmsIOUThreshold;
/**/**
 * 商品检测API重试次数 * 商品检测API重试次数
 */ */
@property(nonatomic) int detectRetryTimes;@property(nonatomic) int detectRetryTimes;
/**/**
 * 商品检测API最大并发数 * 商品检测API最大并发数
 */ */
@property(nonatomic) int maxQPS;@property(nonatomic) int maxQ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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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

1. 初始化门店定位

2. 门脸图片上传云端

SDK 调用SDK 调用

门脸文字识别流程通过 EasyDLDoorAPIService 调用，具体使用和返回参数见下

初始化门店定位初始化门店定位

门脸图片上传云端，获取门店检测结果门脸图片上传云端，获取门店检测结果

模糊图像检测模糊图像检测

门脸文字识别已接入AI模型以支持模糊图像检测，除参考库依赖正确引入依赖库，需保证 RES/fuzzy_model 目录下的模型文件存在。 调用示例可

参考【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模糊图像检测】，也可参考【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 EasyDL-Stitch/easydl-stitch-

ios/ViewController/DoorCameraViewController.mm 文件中对 FuzzyModelProxy 的使用。

防止图片窜拍开关参数设置防止图片窜拍开关参数设置

错误码错误码 以下为SDK使用的错误码，API接口错误码参见货架拼接API错误码。

[[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startLocation];[[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startLocation];

// easydl-montage-ios/EasyDLDoor/EasyDLDoorAPIService.h// easydl-montage-ios/EasyDLDoor/EasyDLDoorAPIService.h

// 开始门脸文字识别// 开始门脸文字识别
[[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detectDoorImage:image];[[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 detectDoorImage:image];

// 获取门脸识别结果// 获取门脸识别结果
[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blockNSDictionary = ^(NSDictionary * _Nonnull blockNSDictionary, NSError * _Nonnull error) {[EasyDLDoorAPIService sharedService].blockNSDictionary = ^(NSDictionary * _Nonnull blockNSDictionary, NSError * _Nonnull error) {
    if(blockNSDictionary != nil && error == nil) {    if(blockNSDictionary != nil && error == nil) {

      // 门脸图片识别成功      // 门脸图片识别成功
      ..............      ..............

      // 校验门店结果      // 校验门店结果
      [EasyDLStitchAlgo checkDoorData:documentsDirectory ocrInfo:ocrJson];      [EasyDLStitchAlgo checkDoorData:documentsDirectory ocrInfo:ocrJson];

    }    }
}}

// easydl-montage-ios/EasyDLDoor/CheckImageConfig.h// easydl-montage-ios/EasyDLDoor/CheckImageConfig.h

- (BOOL)getPirateImageCheck;- (BOOL)getPirateImageCheck;

// 调用示例// 调用示例
/**/**
 * 窜拍开关默认开启 * 窜拍开关默认开启

 */ */
[CheckImageConfig sharedService].pirateImageCheck = true;[CheckImageConfig sharedService].pirateImageCheck = true;

// 获取开关状态// 获取开关状态
[[CheckImageConfig sharedService] getPirateImageCheck];[[CheckImageConfig sharedService] getPirateImage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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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说明说明

200002 模型配置错误，请检查传入的配置文件是否有效

100006 API，AK/SK 换取token失败

100007 API，请求 API 失败

100008 API，请求商品检测API失败

200001 手机端实时拼接 - 前端引导对比图像出错

200003 手机端实时拼接 - 撤销上一次拼接结果出错

200004 手机端实时拼接 - 商品检测+去重过程中出错

200005 手机端实时拼接 - 拼接出错

300001 手机端实时拼接 - 模糊图像检测出错

Android_SDK

简介简介

本文介绍SDK的的功能使用，即下载包中的sdk module。

SDK为货架拼接云端非实时API和手机端实时拼接的封装，无任何额外功能。如果有和API文档不符的地方，以SDK为准。

支持Android Level 22及以上编译和使用。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2.12.22 5.0.0 更名为门店拜访SDK，新增门脸文字识别功能、防窜拍功能

2021.12.22 4.1.0 新增手机端实时拼接模糊图像检测功能

2021.08.20 4.0.0 新增手机端实时拼接功能

2021.03.09 3.0.1 新增光线和手机方向检测功能

2020.12.30 3.0.0 新增支持拍摄图片，云端拼接功能

2020.11.12 2.0.0 新增支持排面统计占比

2019.08.30 1.0.0 支持拍摄视频，端上抽帧，云端拼接

测试测试

获取鉴权获取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

    "ak": "Mz0zhObvEZ6lnG1K3renXXXX", // API Key的值    "ak": "Mz0zhObvEZ6lnG1K3renXXXX", // API Key的值

    "sk": "188fRHYvLPmlPrNCDpBnkhL3ydXXXXX", // Secret Key的值    "sk": "188fRHYvLPmlPrNCDpBnkhL3ydXXXXX", // Secret Key的值

    "api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detection/XXXX"  //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API    "api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ai_custom_retail/v1/detection/XXXX"  //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A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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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启动的app及其功能和扫描二维码一致

demo的请求和结果会放在/sdcard/com.baidu.ai.easydl.montage中

测试云端拼接mini demo测试云端拼接mini demo

测试app通过后，可以修改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内的启动app，修改为 

MiniActivity中有3个task，测试时需要填入 Appkey， AppSecret， ApiUrl信息

ApiTestAsyncTask ，测试简单流程。

QueryAsyncTask ， 测试查询列表。

RequestTestAsyncTask，测试assets/request下的图片输入。这个目录可以从SD卡中/sdcard/com.baidu.ai.easydl.montage/X/request复制。

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

第1步：初始化

1）【获取实例】

2）【初始化API】

第2步：对比图片

新图片(now)在参与实时拼接前需先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last)进行对比，如果now与last的对比特征合法则可以成功拼接，否则无法得到理想

实时拼接结果

第3步：实时拼接

SDK会寻找now.jpgnow.jpg并进行实时拼接得到新结果

第4步：上传云端，得到结果

SDK 调用SDK 调用

手机端实时拼接各流程通过 MobileStitchAPI 调用，具体使用和返回参数见下

初始化初始化

MobileStitchAPI不支持多线程，且仅有一个实例以保证实时拼接过程中的正确文件操作。

获取实例获取实例

初始化API初始化API

"com.baidu.ai.easydl.minidemo.MiniActivity""com.baidu.ai.easydl.minidemo.MiniActivity"

/**/**
 * 获取实例 * 获取实例
 * *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apiUrl 商品检测服务API * @param apiUrl 商品检测服务API
 */ */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MobileStitchAPIMobileStitchAPI  getInstancegetInstance((StringString appKey appKey,,  StringString secretKey secretKey,,  StringString apiUrl apiUrl));;

/**/**

 * 获取实例 * 获取实例
 * *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apiUrl 商品检测服务API * @param apiUrl 商品检测服务API
 * @param numConcurrency 同时调用商品检测API的并发数 * @param numConcurrency 同时调用商品检测API的并发数
 */ */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MobileStitchAPIMobileStitchAPI  getInstancegetInstance((StringString appKey appKey,,  StringString secretKey secretKey,,  StringString apiUrl apiUrl,,  intint numConcurrency numConcurrency));;

/**/**
 * 初始化API * 初始化API

 * *
 * @param workDirPath 保存实时拼接过程产生的各类文件的路径 * @param workDirPath 保存实时拼接过程产生的各类文件的路径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initinit((StringString workDirPath workDir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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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回调：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APIPrepared(int, int[])

对比图片对比图片

第一帧的定义取决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last）是否已经被对比过。假设有图片A和B，先用A与last对比，且last是初次被对比，此时

firstFrame应为true，再用B与last对比，此时firstFrame应为false。

异步回调：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ImagesCompared(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参考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参考

实时拼接实时拼接

建议调用拼接前参考【对比结果的合法性判断】，用不合法的对比结果进行实时拼接将无法获得正确输出

将要参与拼接的图片必须命名为“now.jpg”（也可使用MobileStitchAPI.IMAGE_NAME_NOW），并保存在初始化API时的 workDirPath 目录下，否将要参与拼接的图片必须命名为“now.jpg”（也可使用MobileStitchAPI.IMAGE_NAME_NOW），并保存在初始化API时的 workDirPath 目录下，否

/**/**
 * 对比当前图片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 * 对比当前图片与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
 * *
 * @param currentImgBitmap 当前要参与对比的图片 * @param currentImgBitmap 当前要参与对比的图片
 * @param firstFrame       是否是第一帧 * @param firstFrame       是否是第一帧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compareImagescompareImages((BitmapBitmap currentImgBitmap currentImgBitmap,,  booleanboolean firstFrame firstFrame));;

// 当前图片相对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方位，参考MobileStitchAPI.DIRECTION_{LEFT|UP|RIGHT|DOWN|UNKNOWN}// 当前图片相对上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方位，参考MobileStitchAPI.DIRECTION_{LEFT|UP|RIGHT|DOWN|UNKNOWN}
publicpublic  intint  getDirectiongetDirection(());;

// 对比结果中的方位是否合法，非法的方位将无法完成拼接// 对比结果中的方位是否合法，非法的方位将无法完成拼接
publicpublic  booleanboolean  isDirectionValidisDirectionValid(());;

/**/**
 * 是否需要判断方向，如当拍摄完图片过近时，direction可能由于两图过于相似而不可靠，这种情况不需要判断方向，即该值=false * 是否需要判断方向，如当拍摄完图片过近时，direction可能由于两图过于相似而不可靠，这种情况不需要判断方向，即该值=false
 * 一般direction不可靠时，该值=false * 一般direction不可靠时，该值=false
 * 对比的两张图是第一次对比时，该值=false * 对比的两张图是第一次对比时，该值=false
 * 当该值=true时，请在调用实时拼接API前确认方法是否合法 * 当该值=true时，请在调用实时拼接API前确认方法是否合法
 */ */
publicpublic  booleanboolean  needCheckDirectionneedCheckDirection(());;

// 两张图片重叠部分的点位// 两张图片重叠部分的点位
publicpublic  ListList<<PointFPointF>>  getPointsgetPoints(());;

switchswitch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getOverlapStatusgetOverlapStatus(())))  {{
        casecase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OVERLAP_CORRECTOVERLAP_CORRECT::
                ifif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needCheckDirectionneedCheckDirection(())  &&&&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isDirectionValidisDirectionValid(())))  {{
                        // 非法，当前参与对比的图片方位不正确，无法拼接// 非法，当前参与对比的图片方位不正确，无法拼接
                }}  elseelse  {{
                        // 合法// 合法
                }}
                breakbreak;;
        casecase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OVERLAP_TOO_FAROVERLAP_TOO_FAR::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低//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低
                breakbreak;;
        casecase  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OVERLAP_TOO_CLOSEOVERLAP_TOO_CLOSE::
                //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高// 非法，两张图重叠度过高
                breakbreak;;
}}

/**/**
 * 拼接图片 * 拼接图片
 * *
 * @param compareResult 对比图片回调返回的结果 * @param compareResult 对比图片回调返回的结果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titchImagestitchImage((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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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时拼接无法正常工作。成功拼接后"now.jpg"会被SDK重新命名为{index}.jpg，其中{index}代表图片序号。则实时拼接无法正常工作。成功拼接后"now.jpg"会被SDK重新命名为{index}.jpg，其中{index}代表图片序号。

为获得更快的拼接效率，建议减小参与拼接的图片尺寸；为了保证拼接效果，缩放后的图片尺寸应不小于宽648和高864

异步回调：

缩略拼接图生成：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StitchThumbnailGenerated(String)

完整拼接图生成：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StitchFullImageGenerated(String)

拼接完成：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StitchCompleted(MobileStitchResult)

MobileStitchResultMobileStitchResult

保存最佳尺寸的图片以提高商品检测精度保存最佳尺寸的图片以提高商品检测精度

SDK默认使用以上保存的一系列 调用商品检测API并取得结果，由于建议减小该系列图片尺寸以获得更优的拼接效率，但同时更小尺寸

的图片对商品检测精度有一定影响，因此为提高精度，建议同时保存最佳尺寸的图片用于上传云端。

撤销拼接结果撤销拼接结果

SDK支持撤销最后一次拼接结果，请自行编码删除最后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再调用MobileStitchAPI.notifyLatestPhotoDeletion()通知SDK，参

// 获取缩略拼接图路径// 获取缩略拼接图路径

publicpublic  StringString  getThumbnailPathgetThumbnailPath(());;

// 获取完整拼接图路径// 获取完整拼接图路径

publicpublic  StringString  getFullImgPathgetFullImgPath(());;

// 获取最近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序号// 获取最近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的序号

publicpublic  intint  getLatestPhotoIndexgetLatestPhotoIndex(());;

// 拼接是否成功// 拼接是否成功

publicpublic  booleanboolean  isSuccessisSuccess(());;

{index}.jpg {index}.jpg 

// 1.原图// 1.原图

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  getFromSomewheregetFromSomewhere(());;

// 2.计算最佳缩放系数// 2.计算最佳缩放系数

floatfloat scaleFactor  scaleFactor ==  calculateScaleFactorcalculateScaleFactor((bitmapbitmap));;

// 3.缩放获得最佳尺寸的图片// 3.缩放获得最佳尺寸的图片

BitmapBitmap scaledBitmap  scaledBitmap ==  BitmapBitmap..createScaledBitmapcreateScaledBitmap((bitmapbitmap,,  

                                                                                                ((intint))  ((bitmapbitmap..getWidthgetWidth(())  ** scaleFactor scaleFactor)),,  

                                                                                                ((intint))  ((bitmapbitmap..getHeightgetHeight(())  ** scaleFactor scaleFactor)),,

                                                                                                truetrue));;

// 4.保存// 4.保存

StringString fullImgFilepath  fullImgFilepath == workDirPath  workDirPath ++  "/""/"  

                                                ++  MobileStitchAPIMobileStitchAPI..DIR_NAME_FULL_IMAGE DIR_NAME_FULL_IMAGE ++  "/""/"  

                                                ++  MobileStitchAPIMobileStitchAPI..IMAGE_NAME_NOWIMAGE_NAME_NOW;;

ImageUtilImageUtil..saveBitmapsaveBitmap((scaledBitmapscaledBitmap,, fullImgFilepath fullImgFilepath));;

/**/**

 * 计算最佳缩放系数 * 计算最佳缩放系数

 */ */

privateprivate  floatfloat  calculateScaleFactorcalculateScaleFactor((BitmapBitmap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  {{

        intint longerSide longerSide;;

        intint shorterSide shorterSide;;

        ifif  ((originalBitmaporiginalBitmap..getWidthgetWidth(())  >>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getHeightgetHeight(())))  {{

        longerSide         longerSide ==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getWidthgetWidth(());;

        shorterSide         shorterSide ==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getHeightgetHeight(());;

        }}  elseelse  {{

        longerSide         longerSide ==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getHeightgetHeight(());;

        shorterSide         shorterSide == originalBitmap originalBitmap..getWidthgetWidth(());;

        }}

        returnreturn  MathMath..minmin((1333f1333f  // longerSide longerSide,,  800f800f  // shorterSide shorterS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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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上传云端，得到结果上传云端，得到结果

异步回调：

上传进度更新：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DetectProgressUpdated(int)

检测完成：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DetectedResultsMerged(MergeResult)

MergeResultMergeResult

MobileStitchAPIListenerMobileStitchAPIListener

手机端实时拼接通过 MobileStitchAPIListener 异步回调各函数结果，监听器可通过：

mobileStitchAPI.registerListener()注册

mobileStitchAPI.unRegisterListener()注销

// 最后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路径，workDirPath为初始化时工作目录路径// 最后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路径，workDirPath为初始化时工作目录路径

// latestPhotoIndex为最后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序号，可在 MobileStitchAPIListener 以下回调时赋值// latestPhotoIndex为最后一张参与拼接的图片序号，可在 MobileStitchAPIListener 以下回调时赋值
//      1. onAPIPrepared() - 参数takenPhotoSize//      1. onAPIPrepared() - 参数takenPhotoSize
//      2. onStitchCompleted() - 参数result.getLatestPhotoIndex()//      2. onStitchCompleted() - 参数result.getLatestPhotoIndex()

//      3. onDeletionConfirmed() - 参数latestPhotoIndex//      3. onDeletionConfirmed() - 参数latestPhotoIndex
StringString filepath  filepath == workDirPath  workDirPath ++  "/""/"  ++ latestPhotoIndex  latestPhotoIndex ++  ".jpg"".jpg";;

// 删除图片// 删除图片

FileUtilFileUtil..deleteFiledeleteFile((filepathfilepath));;

// 通知SDK// 通知SDK

// SDK确认删除后回调 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DeletionConfirmed(int, int[])// SDK确认删除后回调 MobileStitchAPIListener.onDeletionConfirmed(int, int[])
mobileStitchAPImobileStitchAPI..notifyLatestPhotoDeletionnotifyLatestPhotoDeletion(());;

/**/**

 * 上传云端检测，并获得结果 * 上传云端检测，并获得结果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mergeDetectResultsmergeDetectResults(());;

// 获取商品检测并去重后的结果// 获取商品检测并去重后的结果
publicpublic  StringString  getCorrectedSKUJsongetCorrectedSKU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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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图像检测模糊图像检测

手机端实时拼接已接入AI模型以支持模糊图像检测，需引入以下依赖库及模型文件：

libedge-infer.so：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

easyedge-sdk.jar：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

sdk/src/main/assets/infer/：模糊图像检测模型所在文件夹

以下为调用示例，也可参考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asydl/montage/page/photo/mobilestitch/MobileStitchViewPresenter.java 类中

/**/**
 * API准备好时的回调 * API准备好时的回调
 * *
 * @param takenPhotoSize 工作目录下已拍摄的图像数量 * @param takenPhotoSize 工作目录下已拍摄的图像数量
 * @param latestPhotoPos 最新拍摄图片的坐标 * @param latestPhotoPos 最新拍摄图片的坐标
 */ */
voidvoid  onAPIPreparedonAPIPrepared((intint takenPhotoSize takenPhotoSize,,  intint[[]] latestPhotoPos latestPhotoPos));;

/**/**
 * 图片对比完成 * 图片对比完成
 * *
 * @param compareResult 对比结果 * @param compareResult 对比结果
 */ */
voidvoid  onImagesComparedonImagesCompared((CompareResult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compareResult));;

/**/**
 * 调用拼接接口后，缩略图生成后的回调 * 调用拼接接口后，缩略图生成后的回调
 * *
 * @param thumbnailName 缩略图在工作目录下的文件名 * @param thumbnailName 缩略图在工作目录下的文件名
 */ */
voidvoid  onStitchThumbnailGeneratedonStitchThumbnailGenerated((StringString thumbnailName thumbnailName));;

/**/**
 * 调用拼接接口后，完整拼接图片生成后的回调 * 调用拼接接口后，完整拼接图片生成后的回调
 * *
 * @param fullImageName 完成拼接图片在工作目录下的文件名 * @param fullImageName 完成拼接图片在工作目录下的文件名
 */ */
voidvoid  onStitchFullImageGeneratedonStitchFullImageGenerated((StringString fullImageName fullImageName));;

/**/**
 * 拼接完成回调 * 拼接完成回调
 * *
 * @param mobileStitchResult 拼接结果 * @param mobileStitchResult 拼接结果
 */ */
voidvoid  onStitchCompletedonStitchCompleted((MobileStitchResultMobileStitchResult mobileStitchResult mobileStitchResult));;

/**/**
 * 删除确认回调 * 删除确认回调
 *  * 
 * @param latestPhotoIndex -1=操作失败，否则返回删除后，最新拍摄图片的下标；如删除了3.jpg，将返回2 * @param latestPhotoIndex -1=操作失败，否则返回删除后，最新拍摄图片的下标；如删除了3.jpg，将返回2
 * @param latestPhotoPos   最新拍摄图片的坐标 * @param latestPhotoPos   最新拍摄图片的坐标
 */ */
voidvoid  onDeletionConfirmedonDeletionConfirmed((intint latestPhotoIndex latestPhotoIndex,,  intint[[]] latestPhotoPos latestPhotoPos));;

/**/**
 * 检测图片进度更新回调 * 检测图片进度更新回调
 * *
 * @param leftCount 剩余要处理图片的数量 * @param leftCount 剩余要处理图片的数量
 */ */
voidvoid  onDetectProgressUpdatedonDetectProgressUpdated((intint leftCount leftCount));;

/**/**
 * 商品检测并去重处理完成的回调 * 商品检测并去重处理完成的回调
 * *
 * @param mergeResult 检测并去重结果 * @param mergeResult 检测并去重结果
 */ */
voidvoid  onDetectedResultsMergedonDetectedResultsMerged((MergeResultMergeResult mergeResult merg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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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FuzzyModelProxy 的使用：

阈值的设置阈值的设置

手机端实时拼接支持设置：

1. 最小IOU置信度

2. 最大IOU置信度

3. NMS置信度

4. 商品检测API最大重试次数

/* 初始化 *//* 初始化 */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  newnew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ModelStateListenerModelState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InitializedonInitialized((ExceptionException exception exception))  {{

                ifif  ((exception exception !=!=  nullnull))  {{

                        // 模糊模型初始化失败// 模糊模型初始化失败

                }}  elseelse  {{

                        // 模糊模型初始化成功// 模糊模型初始化成功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DestroyedonDestroyed(())  {{

                // 模糊模型销毁回调// 模糊模型销毁回调

        }}

}};;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 ==  newnew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mContextmContext,,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initModelinitModel(());;

/* 调用示例 *//* 调用示例 */

ifif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modelEngineActivatemodelEngineActivate(())))  {{

        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  bitmapFromSomewherebitmapFromSomewhere(());;

    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inferinfer((bitmapbitmap,,  newnew  FuzzyModelProxyFuzzyModelProxy..ModelInferListenerModelInferListener(())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CompletedonCompleted((booleanboolean fuzzy fuzzy))  {{

                        ifif  ((!!fuzzyfuzzy))  {{

                                // 图像非模糊// 图像非模糊

                        }}  elseelse  {{

                                // 图像模糊// 图像模糊

                        }}

                }}

            

                @Override@Override

                publicpublic  voidvoid  onExceptiononException((ExceptionException exception exception))  {{

                        // 图像检测失败// 图像检测失败

                }}

        }}

}}  elseelse  {{

        // 模糊图像推理引擎异常// 模糊图像推理引擎异常

}}

/* 销毁 *//* 销毁 */                                            

ifif  ((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 !=!=  nullnull))  {{

    fuzzyModelProxy    fuzzyModelProxy..destroyModelEnginedestroyModelEngine(());;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fuzzyModelStateListener ==  null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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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非实时拼接调用流程云端非实时拼接调用流程

第1步， 创建任务，上传图片

1）【创建任务：开始拼接整个流程】

2）【加货架图：上传图片】

3）【开始任务：启动货架拼接离线任务】

第2步，不定时查询结果，一般10分钟后有结果参数

【查询结果：查询任务运行状态或者结果】

其它可选操作：

【终止任务：终止正在进行或者等待的任务】

【任务列表：查询所有状态的任务列表】

SDK 调用SDK 调用

根据调用流程， SDK有两种调用方式：

StitchApi，api的封装

StitchTask，StitchApi的封装，避免taskId的传递。一个task对应一个StitchTask

返回参数以及其他信息详见文档货架拼接API调用方法。

StitchApiStitchApi

初始化初始化

/**/**
 * 设置最低iou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设置最低iou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MinIouThresholdsetMinIouThreshold((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设置最高iou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设置最高iou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MaxIouThresholdsetMaxIouThreshold((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设置NMS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设置NMS置信度，需在init()后调用

 * *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param threshold 在0-1范围内有效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NmsIouThresholdsetNmsIouThreshold((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 设置商品检测API最大重试次数 * 设置商品检测API最大重试次数

 * *
 * @param maxRetryTimes 最大重试次数，<=0无效 * @param maxRetryTimes 最大重试次数，<=0无效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MaxRetryTimessetMaxRetryTimes((intint maxRetryTimes maxRetr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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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同步上传图片同步上传图片

异步上传图片异步上传图片

开始任务开始任务

查询结果查询结果

任务列表任务列表

/**/**
* 初始化* 初始化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ublicpublic  StitchApiStitchApi((StringString appKey appKey,,  StringString secretKey secretKey))  {{
        supersuper((appKeyappKey,, secretKey secretKey));;
}}

/**/**
* 初始化* 初始化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connection 自定义HTTP连接* @param connection 自定义HTTP连接
*/*/
publicpublic  StitchApiStitchApi((StringString appKey appKey,,  StringString secretKey secretKey,,  ISdkConnectionISdk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
        supersuper((appKeyappKey,, secretKey secretKey,, connection connection));;
}}

publicpublic  CreateStitchResponseCreateStitchResponse  createcreate((CreateStitchRequestCreateStitch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CreateStitchRequest 及 CreateStitchResponse  参数同API文档// CreateStitchRequest 及 CreateStitchResponse  参数同API文档

publicpublic  CommonStitch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  uploadupload((UploadImageRequestUploadImage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UploadImageRequest 及 CreateStitchResponse  参数同API文档// UploadImageRequest 及 CreateStitchResponse  参数同API文档

设置图片的话，以下设置图片的话，以下22个方法个方法22选选11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ImageFilesetImageFile((StringString imageFile imageFile))；；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ImageInputStreamsetImageInputStream((InputStreamInputStream inputStream inputStream))  

publicpublic  voidvoid  uploadAsyncuploadAsync((UploadImageRequestUploadImageRequest request request,,
                                                IApiResponseListenerIApiResponseListener<<CommonStitch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 listener listener))

// UploadImageRequest   参数同API文档// UploadImageRequest   参数同API文档

// IApiResponseListener<CommonStitchResponse>  接口：// IApiResponseListener<CommonStitchResponse>  接口：
onSdkResponseonSdk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StringString userDefinedRequestId userDefinedRequestId))
// 其中userDefinedRequestId是在UploadImageRequest 里面设置的// 其中userDefinedRequestId是在UploadImageRequest 里面设置的

// 使用 clearAysncQueue()可以清空未开始的任务// 使用 clearAysncQueue()可以清空未开始的任务

CommonStitch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  startstart((CommonStitchRequestCommonStitchRequest request request))

publicpublic  QueryStitchReponseQueryStitchReponse  queryquery((CommonStitchRequestCommonStitchRequest request request))

publicpublic  ListStitchResponseListStitchResponse  listlist((ListStitchRequestListStitchRequest request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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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tchTaskStitchTask

一个任务新建一个StitchTask 调用方式同 StitchApi， 参数中不必设置taskId

AbstractApiRequestAbstractApiRequest

目前Request类的基类 。

CommonStitchResponse 及 AbstractApiResponseCommonStitchResponse 及 AbstractApiResponse

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

第1步：初始化

1）【获取实例】

2）【初始化API】

第2步：门脸图片上传云端，获取门脸文字识别结果

1）【门脸文字识别】

2）【释放资源】

SDK 调用SDK 调用

门脸文字识别流程通过 DetectionDoorAPI 调用，具体使用和返回参数见下

初始化初始化

DetectionDoorAPI不支持多线程，且仅有一个实例。

获取实例获取实例

初始化API初始化API

// 设置自定义请求Id， 调用异步接口的回调使用// 设置自定义请求Id， 调用异步接口的回调使用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UserDefinedRequestIdsetUserDefinedRequestId((StringString userDefinedRequestId userDefinedRequestId))

// 设置是否添加debug日志// 设置是否添加debug日志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EnableDebugsetEnableDebug((booleanboolean enableDebug enableDebug))

// 获取任务状态// 获取任务状态

publicpublic  StringString  getTaskStatusgetTaskStatus(());;

// 获取logId// 获取logId

publicpublic  StringString  getLogIdgetLogId(());;

// 获取服务端返回的原始json// 获取服务端返回的原始json

publicpublic  JSONObjectJSONObject  getOriginalJsongetOriginalJson(());;

// 获取请求// 获取请求

publicpublic  AbstractApiRequestAbstractApiRequest  getRequestgetRequest(());;

/**/**

 * 获取实例 * 获取实例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app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key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param secretKey 网页上的应用的appSecret

 */ */

publicpublic  staticstatic  DetectionDoorAPIDetectionDoorAPI  getInstancegetInstance((StringString appKey appKey,,  StringString secretKey secretKey));;

/**/**

 * 初始化API * 初始化API

 * 建议传参getApplicationContext * 建议传参getApplicationContext

 * 初始化（文件夹/定位） * 初始化（文件夹/定位）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initinit((ContextContext contex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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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脸图片上传云端，获取门店检测结果门脸图片上传云端，获取门店检测结果

门脸文字识别门脸文字识别

释放资源释放资源

模糊图像检测模糊图像检测

门脸文字识别已接入AI模型以支持模糊图像检测，需引入以下依赖库及模型文件：

libedge-infer.so：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

easyedge-sdk.jar：模糊图像检测引擎库

sdk/src/main/assets/infer/：模糊图像检测模型所在文件夹

调用示例可参考【手机端实时拼接调用流程-模糊图像检测】，也可参考【门脸文字识别调用流程】

app/src/main/java/com/baidu/ai/easydl/montage/page/door/IDoorViewPresenter.java类中对 FuzzyModelProxy 的使用。

集成指南集成指南

添加NDK编译架构添加NDK编译架构

SDK依赖OpenCV库，需添加NDK编译选项，支持常用的两个架构，可参考app/build.gradle配置

集成拍照逻辑集成拍照逻辑

查看  包，里面均为摄像拍照逻辑。

拍照参数设置拍照参数设置

// 注册门脸文字识别监听// 注册门脸文字识别监听
publicpublic  voidvoid  registerListenerregisterListener((DoorAPIListenerDoorAPIListener listener listener));;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DoorAPIListenerDoorAPIListener  {{
        /**/**

     * 识别成功, 返回门脸文字识别结果     * 识别成功, 返回门脸文字识别结果
     * @param responseJson     * @param responseJson

     */     */
        voidvoid  onDetectSuccessonDetectSuccess((StringString responseJson responseJson));;

        /**/**
     * 识别异常     * 识别异常
     * @param Exception e     * @param Exception e

     */     */
        voidvoid  onExceptiononException((ExceptionException e e));;

}}

// 销毁监听// 销毁监听
publicpublic  voidvoid  unRegisterListenerunRegisterListener(());;

/**/**
 * 开始门脸文字识别 * 开始门脸文字识别

 * @param bitmap * @param bitmap
 */ */

publicpublic  voidvoid  detectDoorImagedetectDoorImage((BitmapBitmap bitmap bitmap));;

// 释放资源// 释放资源
publicpublic  voidvoid  destroydestroy(());;

ndk {ndk {

    abiFilters "arm64-v8a", "armeabi-v7a"    abiFilters "arm64-v8a", "armeabi-v7a"
}}

com.baidu.ai.easydl.montage.page.photo.takecom.baidu.ai.easydl.montage.page.photo.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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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图片窜拍开关参数设置防止图片窜拍开关参数设置

packagepackage  ;;

publicpublic  interfaceinterface  IPhotoParamIPhotoParam  {{

        /**/**
     * 两张图片的hash算法     * 两张图片的hash算法
     */     */
        StringString IMAGE_COMPARE_HASH_METHOD  IMAGE_COMPARE_HASH_METHOD ==  "pHash""pHash";;  // pHash,dHash,ahash// pHash,dHash,ahash

        /**/**
     * 两张图片的hash比较值     * 两张图片的hash比较值
     */     */
        floatfloat IMAGE_COMPARE_HASH_CONFIDENCE_THRESHOLD  IMAGE_COMPARE_HASH_CONFIDENCE_THRESHOLD ==  0.75f0.75f;;

        /**/**
     * 相机的Sensor的旋转误差值， 取值为0-180，大于180表示忽略     * 相机的Sensor的旋转误差值， 取值为0-180，大于180表示忽略
     */     */
        intint SENSOR_ORIENTATION_EVENT_DELTA  SENSOR_ORIENTATION_EVENT_DELTA ==  2020;;

        /**/**
     * 传感器的SensorY的旋转误差值， 取值为0-180，大于180表示忽略     * 传感器的SensorY的旋转误差值， 取值为0-180，大于180表示忽略
     */     */
        doubledouble SENSOR_ORIENTATION_SENSOR_Y_DELTA  SENSOR_ORIENTATION_SENSOR_Y_DELTA ==  MathMath..PI PI //  66;;

        /**/**
     * 拍照建议的最低亮度值     * 拍照建议的最低亮度值
     */     */
        doubledouble SENSOR_LIGHT_LUMEN_MIN  SENSOR_LIGHT_LUMEN_MIN ==  100100;;

        /**/**
     * 拍照建议的最高亮度值     * 拍照建议的最高亮度值
     */     */
        doubledouble SENSOR_LIGHT_LUMEN_MAX  SENSOR_LIGHT_LUMEN_MAX ==  500500;;
        /**/**
     * 40%图片的透明度     * 40%图片的透明度
     */     */
        floatfloat IMAGE_SLIDE_TRANSPARENT_ALPHA  IMAGE_SLIDE_TRANSPARENT_ALPHA ==  0.5f0.5f;;

        /**/**
     * 每行货架最多的照片数量，服务端支持最大60     * 每行货架最多的照片数量，服务端支持最大60
     */     */
        intint SLOT_MAX_PHOTO_NUM  SLOT_MAX_PHOTO_NUM ==  6060;;

        // 下面的参数，请不要修改// 下面的参数，请不要修改
        floatfloat IMAGE_SLIDE_CROP_RATIO  IMAGE_SLIDE_CROP_RATIO ==  0.4f0.4f;;

        booleanboolean IMAGE_COMPARE_HASH_DEBUG_SAVE_IMAGES  IMAGE_COMPARE_HASH_DEBUG_SAVE_IMAGES ==  fals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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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签识别服务
服务介绍

简介

价签识别价签识别可识别货架和促销活动中的价签信息，可识别各个价签在图片中的像素位置，以及价签内商品名称和价格，可用于洞察商品在线下渠道

分销的价格区间。

使用须知

目前该服务处于邀请使用邀请使用状态，请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或是提交合作咨询申请使用权限，提供公司名称和在EasyDL零售

版控制台应用列表创建应用的APPID，如下图：

相关解决方案

数字化访销解决方案

围绕快速消费品企业在线下渠道中的销量逻辑，提供基于AI技术的数字化访销解决方案，对访销过程的精细化管理，通过提升一线业务人员人

效，最终实现销量的增长。

使用须知

服务接口调用方法请见API文档

购买指南

开通付费及购买服务

EasyDL零售版的各项服务的「开通付费」、「购买QPS叠加包」、「购买调用量次数包」、「关闭付费」等操作均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进行，

只需在相应需要付费使用的接口位置，跟随页面提示完成后续充值及付费，即可完成。

packagepackage  ;;

publicpublic  classclass  CheckImageConfigCheckImageConfig  {{

        /**/**

     * 是否开启防窜拍     * 是否开启防窜拍

     * 默认开启     * 默认开启

     */     */

      privateprivate  volatilevolatile  booleanboolean pirateImageCheck  pirateImageCheck ==  truetrue;;

      

      publicpublic  voidvoid  setPirateImageChecksetPirateImageCheck((booleanboolean pirateImageCheck pirateImageCheck))  {{

                thisthis..pirateImageCheck pirateImageCheck == pirateImageCheck pirateImageCheck;;

      }}

      publicpublic  booleanboolean  getPirateImageCheckgetPirateImageCheck(())  {{

                returnreturn pirateImageCheck pirateImageChec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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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价签识别目前支持下列三种计费方式:

1. 按调用量后付费

2. 调用量次数包预付费

3. QPS叠加包预付费

价目表 - 按调用量后付费

付费调用付费调用

每个账户享有累计1000次免费调用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请在百度云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开通计费后继续使用，开通后即可开始计费使用，

价格如下：

调用量调用量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每次调用 0.05元 2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2次查询

注：调用失败不计费

免费额度免费额度

每个账号享有一定量免费调用额度，如下表：

云服务API云服务API 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 QPS限制QPS限制 说明说明

价签识别 累计1000次 1 服务器支持每秒处理1次查询

注：成功调用与失败调用均消耗免费额度

价目表 - 调用量次数包

如果业务上对调用次数有预估，可以选择购买单次调用价格更低单次调用价格更低的次数包，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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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 QPS限制QPS限制 有效期有效期

1万次 475 元 2 1年（366天）

5万次 2,250 元 2 1年（366天）

10万次 4,250 元 2 1年（366天）

20万次 8,000 元 2 1年（366天）

50万次 18,750 元 2 1年（366天）

100万次 35,000 元 2 1年（366天）

500万次 150,000 元 2 1年（366天）

购买后不可退款购买后不可退款，次数包使用完后，开始按调用量每次0.05元收取费用

价目表 - QPS叠加包

开通付费后，免费QPS为2，如果有更多的并发请求需要，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天或按月购买QPS叠加包，价格如下：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每QPS价格每QPS价格

按天购买 100元/天

按月购买 2000元/月

购买 QPS 叠加包需保证已开通按量后付费或购买次数包

购买的 QPS 叠加包自起始日0点生效，至停止日24点失效。若起始日为本日，则是从下单成功时当即生效

API文档

API使用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如何使用价签识别API

获得使用权限获得使用权限

请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或是提交合作咨询申请使用权限，提供公司名称和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应用列表创建应用的

APPID，如下图：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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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价签识别请求URL：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v1/retail/price_tag

HTTP 方法：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提示：如果出现336001或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请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提示：image参数中“去掉头部”指的是图片经base64编码后的头部信息「data:image/jpeg;base64,」，如下图所示：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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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words_result_num 否 number 检测到的价签数量

words_result 否 array(object) 识别的价签信息

+name 否 string 价签中的商品名称

+price 否 string 价签中的价格

+brief 否 string 价签中的其它文字信息

+location 否 价签的像素位置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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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

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

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

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或音频、文本格式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

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输入失败/分词错

误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

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
服务介绍

简介

EasyDL是百度大脑中的一个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EasyDL零售版是EasyDL针对零售场景推出的行业版，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是EasyDL零售版的

一项服务，按商品品类提供无需训练即可使用的商品检测API，适用于货架合规性检查场景，接口返回商品的名称及在图片中的位置。目前已支持

检测饮品品类和日化用品品类的商品，支持品类和数量还在持续扩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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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邀测如何申请邀测: 请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申请邀测，提供公司名称和在EasyDL零售版控制台应用列表创建应用的

APPID，如下图：

标准商品检测API

饮品检测(邀测)

包含可口可乐、百事、农夫山泉、康师傅、统一五个品牌共计122种饮品，商品数量仍在扩充中，如果您有需要检测的商品但不在我们当前支持

的商品范围内，欢迎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向我们反馈。

日化品检测(邀测)

包含常见日化用品品牌共计2131种日化用品，商品数量仍在扩充中，如果您有需要检测的商品但不在我们当前支持的商品范围内，欢迎加入QQ

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向我们反馈。

适用场景

货架合规性检查货架合规性检查

精准识别出货架、冰柜和端架上陈列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为品牌商分析陈列排面占比，重点SKU分销率、缺货率、合格率提供数据支撑。

与定制商品检测服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相同点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和定制商品检测服务的API使用方式相同，API的请求参数和返回参数一致。

不同点不同点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提供不需要训练即可直接使用的商品检测API；定制商品检测服务需要客户自行上传和标注训练数据，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训练和

优化模型，才能获得可用的商品检测API，适用于标准商品检测服务无法满足业务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API文档

API调用方法

简介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如何使用标准商品检测API，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咨询问题类型请选择人工智能服务人工智能服务

加入EasyDL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

接口列表接口列表

API名称API名称 描述描述 APIAPI

饮品检测 支持识别普通货架/货柜上陈列的饮品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v1/retail/drink

日化品检测 支持识别普通货架/货柜上陈列的日化用品 https://aip.baidubce.com/rpc/2.0/easydl/v1/retail/daily_chemical

饮品检测和日化品检测接口需要申请邀测，请加入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提供公司名称和在控制台创建应用的APPID

接口鉴权接口鉴权

1. 进入EasyDL零售版的百度云控制台应用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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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还未创建应用，请点击「创建应用」按钮进行创建。创建应用后，参考鉴权参考文档，使用API Key(AK)和Secret Key(SK)获取

access_token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HTTP 方法：

URL参数：

参数参数 值值

access_token 通过API Key和Secret Key获取的access_token，参考鉴权认证机制文档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提示：如果出现336001或336002的错误码很可能是因为请求方式错误，请以json方式请求。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放置请求参数，参数详情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支持

jpg/png/bmp格式 注意请去掉头部注意请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0~1

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饮品检测API和日化品检测API threshold默认值为0.3。阈值（threshold），是正确

结果的判定标准，例如：阈值是0.6，置信度（对应返回结果的score）大于0.6的识别结果会被当作正确结

果返回。

提示：image参数中“去掉头部”指的是图片经base64编码后的头部信息「data:image/jpeg;base64,」，如下图所示：

POSTPOST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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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返回说明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字段字段 是否必选是否必选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log_id 是 number 唯一的log id，用于问题定位

results 否 array(object) 识别结果数组

+name 否 string SKU名称_品牌名称_规格参数

+score 否 number 置信度

+location 否

++lef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左边界的距离

++top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到图片上边界的距离

++width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宽度

++height 否 number 检测到的目标主体区域的高度

错误码

若请求错误，服务器将返回的JSON文本包含以下参数：

error_codeerror_code：错误码。

error_msgerror_msg：错误描述信息，帮助理解和解决发生的错误。

例如Access Token失效返回：

需要重新获取新的Access Token再次请求即可。

{{
  "error_code": 110,  "error_code": 110,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error_msg":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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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描述描述

1 Unknown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2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服务暂不可用，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

3
Unsupported openapi

method
调用的API不存在，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4
Open api request limit

reached
集群超限额

6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data
无权限访问该用户数据

13
Get service token

failed
获取token失败

14 IAM Certification failed IAM鉴权失败

15
app not exsits or

create failed
应用不存在或者创建失败

17
Open api daily request

limit reached

每天请求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

上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8
Open api qps request

limit reached

QPS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线计

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9
Open api total request

limit reached

请求总量超限额，已上线计费的接口，请直接在控制台开通计费，调用量不受限制，按调用量阶梯计费；未上

线计费的接口，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群管手动提额

100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access_token参数，请检查后重新尝试

110
Access token invalid

or no longer valid
access_token无效

111 Access token expired access token过期

3360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内部错误，请再次请求， 如果持续出现此类错误，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

支持团队

336001 Invalid Argument
入参格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图片base64编码错误等等，可检查下图片编码、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

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2 JSON不合法
入参格式或调用方式有误，比如缺少必要参数代码格式是否有误。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

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3 Base64解码失败
图片格式有误或base64编码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格式，base64编码请求时注意要去掉头部。有疑问请

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4 输入文件大小不合法
图片或音频、文本格式有误，请根据接口文档检查入参格式，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号:1009661589）或工

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336005
解码输入失败/分词错

误
图片编码错误（非jpg,bmp,png等常见图片格式），请检查并修改图片格式

336006 缺失必要参数 image字段缺失（未上传图片）

336100
model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遇到该错误码请等待1分钟后再次请求，可恢复正常，若反复重试依然报错或有疑问请通过QQ群（群

号:1009661589）或工单联系技术支持团队

零售版常见问题

训练相关问题

为什么建议每个SKU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为什么建议每个SKU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

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的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作为训练集，剩余的30%作为测试集，如果标注的训练数

据不足，可能会导致某个SKU的精确度远低于其它SKU，或是训练结果出现mAP、精确率、召回率全都为0的情况。

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模型的训练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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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作为训练集，剩余的30%作为测试集，训练集训练出的模型

去对测试集进行检测，检测得到的结果跟人为标注的结果进行比对，得到页面显示的mAP，精确率和召回率。

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集每次训练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集每次训练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上传的实景图，只有标注过的图片会被训练，所有训练的图片中，系统会随机抽取70%作为训练集，剩余的30%作为测试集，由于训练数据和测

试数据每次都是随机抽取的，所以同样的数据集每次训练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SKU单品图是用来做什么的？SKU单品图是用来做什么的？

SKU单品图用来降低实景图即训练数据采集和标注成本的。为了让模型能够完整地识别一个SKU，需要训练的图片中出现这个SKU的各个角度的

样子，这意味着需要从实际业务场景中采集大量的图片，并且进行大量的标注工作。为了降低这部分的成本，我们通过数据合成和增强技术，只

需为SKU上传各个角度的单品图，且单品图无需进行任何标注，即可让模型学习到这个SKU各个角度的样子。由百度提供的SKU预置了50张左右

的单品图，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再自行上传单品图。

SKU单品图需不需要标注？SKU单品图需不需要标注？

SKU单品图不要标注，只需要参考「SKU单品图数据要求」文档采集并上传至相应的SKU即可。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直接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解决。

模型校验相关问题

如何校验模型的效果？如何校验模型的效果？

校验模型的目的是验证模型效果是否达到业务需求和找到模型效果最优的阈值，步骤如下两点：

1. 初步校验：模型训练好后，可以使用「校验模型」功能，在页面上提交几张没有被用于训练且从实际业务场景中采集到的图片，调整阈值查

看结果，找到校验结果最优的阈值范围。如果无论什么阈值都无法满足您的业务需求，则需要继续优化模型，可以针对校验中发现的问题参

考模型效果优化相关问题模型效果优化相关问题对模型进行调优。

2. 批量校验：在初步校验后，得到校验结果最优的阈值范围，申请发布模型，发布成功后调用服务接口进行批量校验，找到校验结果最优的阈

值。调用接口的时候可以通过threshold这个参数设置阈值，threshold可以精确度小数点后2位。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管高优审核。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十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SKU相关问题

每个账号允许创建多少个SKU每个账号允许创建多少个SKU

每个账号默认允许创建的SKU数量为50个，如果需要增加SKU数量，请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解决。

收费相关问题

接口上线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接口上线后是否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

目前接口是限量免费使用的原则，上线模型后可以免费获得500次/天，qps=2的调用限额（QPS为每秒请求数）。如需调用更多次数，请在控制

台中开通付费，开通付费后无调用次数限制，按调用成功次数收费，QPS免费提高至4，费用请参考服务价格文档。

模型效果优化相关问题

如何正确标注如何正确标注

单独框选要识别的SKU，不可同时框选多个目标

完整并仅仅框选要识别的SKU

标注框不要框选到其它SKU或是价目标签等非要识别的SKU的干扰信息

在实景图中出现的所有要识别的SKU必须全部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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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SKU识别效果太差部分SKU识别效果太差

上传SKU单品图能够有效提高识别效果，上传要求如下：

图片像素足够高，不能模糊不清

单品图背景颜色必须为纯色且与SKU主体颜色不相似

角度、光线覆盖到实际检测场景中SKU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要识别的SKU建议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并且正确标注

错误示例中检查出漏标的情况错误示例中检查出漏标的情况

参考模型列表中模型效果下的「完整评估结果」内的推荐阈值，校验时适当调低阈值后测试效果，找到合适的阈值，在调用API接口时用请求

参数threshold设定合适的阈值

在实景图中出现的该SKU必须全部标注，不能存在漏标注的情况

要识别的SKU建议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并且正确标注

某些SKU在特定的一些角度下识别度很低某些SKU在特定的一些角度下识别度很低

添加出现这些角度的SKU的实景图到训练的实景图集中，并正确标注

为这些SKU添加这些角度的单品图

错误示例中出现一个大框框选住多个SKU的情况错误示例中出现一个大框框选住多个SKU的情况

参考模型列表中模型效果下的「完整评估结果」内的推荐阈值，校验时适当调高阈值后测试效果，找到合适的阈值，在调用API接口时用请求

参数threshold设定合适的阈值

训练结果精确度很高，但是校验或是在实际场景调用时结果不好训练结果精确度很高，但是校验或是在实际场景调用时结果不好

要识别的SKU建议至少出现在20张实景图中，并且正确标注

参与训练的实景图集一定要包含和实际商品检测场景环境一致的图片，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

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参考模型列表中模型效果下的「完整评估结果」内的推荐阈值，校验时适当调整阈值后测试效果，找到合适的阈值，在调用API接口时用请求

参数threshold设定合适的阈值

用于训练、校验、实际检测的图片，像素都要足够高，不能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

mAP、精确率、召回率全都为0mAP、精确率、召回率全都为0

要识别的各个SKU推荐至少出现在20张以上实景图中，并且正确标注

误识别到相识度极高的非目标SKU误识别到相识度极高的非目标SKU

提交工单或是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将这些相似度极高的SKU基本信息（SKU名称、品牌、规格、包装）反馈给我们

其他问题

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模型能否支持私有化部署？

目前定制商品检测服务提供在线调用API，如需私有化部署，可以提交工单咨询或是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联系管理员反馈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如下：

1. 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拒绝

2. 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加入官方QQ群（群号:1009661589）咨询群管解决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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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飞桨EasyDL桌面版是百度针对客户端开发的零门槛AI开发平台，可在离线状态通过本地资源完成包括数据管理与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模型部署

的一站式AI开发流程。

无需机器学习专业知识，通过 模型创建→数据上传→模型训练→模型发布 全流程可视化便捷操作，最快15分钟即可获得一个高精度模型。

针对有一定AI模型开发基础的开发者，飞桨EasyDL同时还提供了预置模型调参、Notebook建模两种建模方式，开发者可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调整，

以获得更适合特定场景的模型。

目前已支持训练图像分类、物体检查、实例分割3种不同应用场景的模型。

应用场景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图片内容检索：定制训练需要识别的各种物体，并结合业务信息展现更丰富识别结果

图片审核：定制图像审核规则，如训练直播场景中抽烟等违规现象

制造业分拣或质检：定制生产线上各种产品识别，进而实现自动分拣或者质检

医疗诊断：定制识别医疗图像，辅助医生肉眼诊断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视频监控：如检测是否有违规物体、行为出现

工业质检：如检测图片里微小瑕疵的数量和位置

医疗诊断：如医疗细胞计数、中草药识别等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专业检测：应用于专业场景的图像分析，比如在卫星图像中识别建筑、道路、森林，或在医学图像中定位病灶、测量面积等

智能交通：识别道路信息，包括车道标记、交通标志等

语义分割：语义分割：

自动驾驶：识别道路障碍、分割线等，辅助驾驶决策

智能分拣：包括工业零部件分拣、垃圾分拣等

功能介绍

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模型部署全流程的模型生产能力。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

提供针对图像的成熟标注模板及工具，便捷的为AI开发准备高质量训练数据，提供可视化管理能力，支持不同数据格式的导入、导出、查看

AotuDL建模：AotuDL建模：

为零AI开发基础的用户提供的建模方式，内置基于百度文心大模型的成熟预训练模型，可针对用户数据进行算法自动优化，助用户使用少量数据

也能获得具备出色效果与性能的模型

预置模型调参建模：预置模型调参建模：

为有一定AI开发基础的开发者提供预置模型调参建模方式，涵盖ResNet、YOLO、PicoDet、MaskRCNN等近30种网络类型，适配大部分场景，开

发者只需选择合适的预训练模型以及网络，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调整，以获得更适合特定场景的模型

Notebook建模：Notebook建模：

集成了包括PaddleX、PaddleDetection、PaddleSeg、PaddleClas等端到端开发套件的轻量级IDE，用户可在该模块内进行代码编辑、调试等开发

工作，快速高效的完成各类任务的实现，可对预置模型调参中的模型进行代码级优化

模型部署：模型部署：

训练完成的模型可发布为在服务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上直接部署的SDK，覆盖主流芯片与操作系统，充分满足不同业务场景对模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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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不同版本功能对比

产品分为标准版与高级版，标准版提供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场景下完整的模型生产能力，高级版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在各环节进一步提

供了便捷化的应用工具。

每位新用户下载并成功激活飞桨EasyDL后，将专享100天高级版免费试用权益

~~~~ ~~~~

模块模块 功能点功能点 功能明细功能明细 标准版标准版 高级版高级版

数据

数据集创建 创建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数据集 ✓ ✓

数据导入 导入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语义分割已标注/未标注数据集 ✓ ✓

数据标注

图像分类提供常规标注能力、批量标注能力 ✓ ✓

物体检测提供常规标注能力 ✓ ✓

实例分割/语义分割提供常规标注能力，自动识别轮廓标注能力 ✓ ✓

开发

AutoDL模式

发起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语义分割任务训练 ✓ ✓

选择训练算法 ✓ ✓

根据部署环境提供针对性训练算法 ✓ ✓

手动/自动设置数据增强策略 ✓

预置模型调参模式

发起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语义分割任务训练 ✓

选择网络、预训练模型 ✓

手动/自动设置模型训练参数 ✓

手动/自动设置数据增强策略 ✓

Notebook模式

预置PaddleX、PaddleDetection、PaddleSeg、PaddleClas等端到端开发套件 ✓ ✓

零代码开发模型转Notebook优化 ✓ ✓

支持代码高亮，自动补全 ✓ ✓

可管理代码、数据、模型等类型的文件 ✓ ✓

实时可视化CPU、内存、显卡、硬盘的运行数据 ✓ ✓

评估报告 训练完成后自动生成模型评估报告 ✓ ✓

任务校验 训练完成后支持发起模型校验 ✓ ✓

模型 模型部署
导出模型源文件 ✓ ✓

导出可直接用于服务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上直接部署的SDK，覆盖主流芯片与操作系统 ✓

系统支持

客户端安装系统要求

Windows：Windows： Windows 7及以上版本（64 bit）

Mac：Mac： macOS 10.11及以上版本（IntelCPU）

Linux：Linux： Ubuntu 14.04及以上版本（64 bit）

GPU训练环境要求

如果您的计算机有NVIDIA® GPU，且需要使用GPU环境进行训练，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Windows 7/8/10/11：Windows 7/8/10/11： 需安装 CUDA 11.2 与 cuDNN v8.2.1

Ubuntu 16.04/18.4/20.4：Ubuntu 16.04/18.4/20.4：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entOS 7：CentOS 7：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UDA、cuDNN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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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参考NVIDIA官方文档了解CUDA和CUDNN的安装流程和配置方法，详见：

CUDA 安装指南：CUDA 安装指南： https://docs.nvidia.com/cuda/

cuDNN安装指南：cuDNN安装指南： https://docs.nvidia.com/deeplearning/cudnn/install-guide/index.html

下载与激活

下载

访问飞桨EasyDL桌面版官网：https://ai.baidu.com/easydl/paddle ，根据您的系统，下载对应的客户端。

激活

每位新用户下载并成功激活飞桨EasyDL后，将专享100天高级版免费试用权益。高级版体验到期后，若仍需要使用高级版特有功能，可点击进

入「合作咨询」申请购买高级版。

完成高级版购买后，在客户端内输入获得的高级版序列号并联网激活，即可继续使用高级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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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开发基础知识

AI概念及基本原理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

术科学。人工智能企图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

在EasyDL平台背后主要使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ML, Machine Learning)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学习样本数据的内

在规律和表示层次，最终目标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具有分析学习能力，能够识别文字、图像和声音等数据。

AI模型开发的基本流程介绍

**step1：分析业务需求***step1：分析业务需求**

在正式启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有效分析和拆解业务需求，明确模型类型如何选择。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实际业务场景进行分析。

举例：原始业务需求—某企业希望为某个高端小区物业做一套智能监控系统，希望对多种现象智能监控并及时预警，包括保安是否在岗、小举例：原始业务需求—某企业希望为某个高端小区物业做一套智能监控系统，希望对多种现象智能监控并及时预警，包括保安是否在岗、小

区是否有有异常噪音、小区内各个区域的垃圾桶是否已满等多个业务功能。区是否有有异常噪音、小区内各个区域的垃圾桶是否已满等多个业务功能。 针对这个原始业务需求，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的监控对象所在的

位置不同、监控的数据类型不同（有的针对图片进行识别、有的针对声音进行判断），需要多个模型综合应用。 监控保安是否在岗监控保安是否在岗——通过

图像分类模型进行判断 监控小区是否有异常噪音监控小区是否有异常噪音——定时收集声音片段通过声音分类模型进行判断 监控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监控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

由于监控区域采集的画面可能会存在多个垃圾桶，此处需要通过物体检测模型进行判断。

**step2：采集/收集数据***step2：采集/收集数据**

在通过上述第一步分析出基本的模型类型，需要进行相应的数据收集工作。数据的主要原则为尽可能采集真实业务场景一致的数据，并覆盖可能尽可能采集真实业务场景一致的数据，并覆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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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各种情况有的各种情况

**step3：标注数据***step3：标注数据**

采集数据后，可以通过EasyDL在线标注工具或线下其他标注工具对已有的数据进行标注。如上述保安是否在岗的图像分类模型，需要将监控视频

抽帧后的图片按照【在岗】及【未在岗】两类进行整理；小区内各个区域垃圾桶是否已满，需要将监控视频抽帧后的图片标注其中每个垃圾桶的

【空】【满】两种状态进行标注。

**step4：训练模型***step4：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阶段可以将已有标注好的数据基于已经确定的初步模型类型，选择算法进行训练。通过使用EasyDL平台，可以可视化在线操作训练任务

的启停、训练任务的配置。可以大幅减少线下搭建训练环境、自主编写算法代码的相关成本。

**step5：评估模型效果***step5：评估模型效果**

训练后的模型在正式集成之前，需要评估模型效果是否可用。在这个环节上EasyDL提供了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以及在线可视化上传数据测试模

型效果的功能。

**step6：部署模型***step6：部署模型**

当确认模型效果可用后，可以将模型部署至生产环境中。传统的方式需要将训练出的模型文件加入工程化相关处理，通过使用EasyDL，可以便捷

地将模型部署在公有云服务器或本地设备上，通过API或SDK集成应用，或直接购买软硬一体产品，有效应对各种业务场景所需，提供效果与性能

兼具的服务。

快速开始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图像分类

示例说明

图像分类模型主要用于识别一张图中是否是某类物体/状态/场景，适合图片中主体或状态单一的场景。本文以害虫识别模型在macOS客户端中的

使用为示例演示图像分类模型训练全过程。

实现步骤

只需八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图像分类需要提供包含不同类别的图片并标注，完成后即可训练对应图像分类模型，自动识别图中是否包含某类物体/状态/场景，下面我们来看

看这次训练所需的昆虫图片示例：

图片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效果越好，图像分类的图片数量建议每个类别不低于20张图片

Step2：创建数据集Step2：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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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标注类型后点击【完成】

Step3：导入数据Step3：导入数据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图片的导入为示例，其余各类型导入方式

可参考 导入图像数据选择数据标注状态与文件路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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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图片时，请注意格式要求！

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Step4：标注数据Step4：标注数据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创建数据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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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输入粉蝶、蝗虫并点击【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点击图片右下角红框内图标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

在当前图片下选择右侧标签栏内的某一类别，代表为图片打上相应的标签，点击【保存当前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

动跳转至下一张。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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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创建训练任务Step5：创建训练任务

在任务总览界面点击【创建任务】

在训练任务创建界面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后点击【创建任务】

任务创建完成后，点击【训练】，进入训练配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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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选择各项训练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

在任务总览页任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训练任务，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

Step6：模型校验Step6：模型校验

训练完成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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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图片】，进行模型校验

Step7：发布为模型Step7：发布为模型

确认模型效果满意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发布为模型】

输入模型名称、版本描述后点击【确认】正式发布未模型

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

根据您在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可在模型总览版本列表中，点击【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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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部署进入服务发布界面，选择模型部署设备的芯片型号，点击【发布】，跳转至服务列表页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模型SDK，点击【导出SDK】，选择存储位置后即可完成模型SDK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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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零代码开发实现物体检测

示例说明

物体检测模型主要用于检测图中每个物体的位置、类型。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要识别、或要识别主体位置及数量的场景。本文以螺丝螺母识别模

型在macOS客户端中的使用为示例演示物体检测模型训练全过程。

实现步骤

只需八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物体检测需要提供包含目标物体的图片并标注物体即可训练物体检测模型，自动识别图中所有目标物体的位置、名称，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需要

计数的包含螺丝螺母的图片示例：

图片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效果越好，物体检测的图片数量建议每个类别不低于20张图片 注意图片需要为业务生产的真实环境所采集的图片，

与真实场景越贴近，训练模型效果越佳

Step2：创建数据集Step2：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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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标注类型后点击【完成】

Step3：导入数据Step3：导入数据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图片的导入为示例，其余各类型导入方式

可参考 导入图像数据选择数据标注状态与文件路劲

上传图片时，请注意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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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Step4：标注数据Step4：标注数据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创建数据集标签

分别输入螺丝、螺母并点击【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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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右下角红框内图标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

在当前图片下选择右侧标签栏内的某一类别，代表为图片打上相应的标签，点击【保存当前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

动跳转至下一张。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训练任务

Step5：创建训练任务Step5：创建训练任务

在任务总览界面点击【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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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任务创建界面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后点击【创建任务】

任务创建完成后，点击【训练】，进入训练配置阶段

根据需求选择各项训练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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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总览页任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训练任务，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

Step6：模型校验Step6：模型校验

训练完成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校验】

点击【添加图片】，进行模型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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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发布为模型Step7：发布为模型

确认模型效果满意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发布为模型】

输入模型名称、版本描述后点击【确认】正式发布未模型

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

根据您在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可在模型总览版本列表中，点击【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

点击部署进入服务发布界面，选择模型部署设备的芯片型号，点击【发布】，跳转至服务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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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模型SDK，点击【导出SDK】，选择存储位置后即可完成模型SDK的导出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实例分割

示例说明

对比物体检测，实例分割支持用多边形标注训练数据，且模型可像素级识别目标。适合图中有多个主体、需识别其位置或轮廓的场景。本文以工

件分割模型在macOS客户端中的使用为示例演示实例分割模型训练全过程。

实现步骤

只需八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实例分割需要提供包含目标物体的图片并标注物体即可训练分割模型，自动识别图中所有目标物体的位置、轮廓、名称，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需

要分割的包含螺丝螺母的图片示例：

图片数量越多理论上训练效果越好，物体检测的图片数量建议每个类别不低于20张图片 注意图片需要为业务生产的真实环境所采集的图片，

与真实场景越贴近，训练模型效果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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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创建数据集Step2：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标注类型后点击【完成】

Step3：导入数据Step3：导入数据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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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图片的导入为示例，其余各类型导入方式

可参考 导入图像数据选择数据标注状态与文件路劲

上传图片时，请注意格式要求！

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Step4：标注数据Step4：标注数据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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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创建数据集标签

输入螺丝钉并点击【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点击图片右下角红框内图标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

在当前图片下选择右侧标签栏内的某一类别，代表为图片打上相应的标签，点击【保存当前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

动跳转至下一张。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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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创建训练任务Step5：创建训练任务

在任务总览界面点击【创建任务】

在训练任务创建界面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后点击【创建任务】

任务创建完成后，点击【训练】，进入训练配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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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选择各项训练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

在任务总览页任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训练任务，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

Step6：模型校验Step6：模型校验

训练完成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校验】

点击【添加图片】，进行模型校验

Step7：发布为模型Step7：发布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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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模型效果满意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发布为模型】

输入模型名称、版本描述后点击【确认】正式发布未模型

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

根据您在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可在模型总览版本列表中，点击【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

点击部署进入服务发布界面，选择模型部署设备的芯片型号，点击【发布】，跳转至服务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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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模型SDK，点击【导出SDK】，选择存储位置后即可完成模型SDK的导出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语义分割

示例说明

对比实例分割，语义分割指将每个像素点归属为对象类的过程。适用于分割目标主体单一的场景，简单举例来说语义分割能够识别出图片中哪些

像素是归属于“人”的标签，但无法区分“不同的人”。本文以在macOS客户端中的使用为示例演示实例分割模型训练全过程。

实现步骤

只需八步即可完成自定义AI模型的训练及发布的全过程。

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Step1：提前准备训练数据

语义分割需要提供包含目标物体的图片并标注物体即可训练分割模型，，下面我们来看看语义分割的城市建筑及道路物体分割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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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创建数据集Step2：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总览界面点击【创建数据集】

在数据集创建界面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标注类型后点击【完成】

 Step3：导入数据Step3：导入数据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查看已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跳转至数据导入界面

数据导入支持无标注信息、有标注信息两种数据标注状态的数据以及多种导入方式，以下为无标注信息图片的导入为示例，其余各类型导入方式

可参考 导入图像数据选择数据标注状态与文件路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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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图片时，请注意格式要求！

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跳转至数据总览页

Step4：标注数据Step4：标注数据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需要标注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跳转至标注页面

在左侧标签栏下，点击【添加标签】创建数据集标签 

输入并点击【确认】添加数据标签

点击图片右下角编辑图标即可进入到数据标注界面，在当前图片下选择右侧标签栏内的某一类别，代表为图片打上相应的标签，点击【保存当前

图片】或直接点击下一张图标，在保存标注结果后自动跳转至下一张。标注完所有图片后，该数据集便可用于后续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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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5：创建训练任务Step5：创建训练任务

在任务总览界面点击【创建任务】

在训练任务创建界面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后点击【创建任务】

 任务创建完成后，点击

【训练】，进入训练配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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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选择各项训练配置后，添加训练数据集，点击【开始训练】

在任务总览页任务列表下，可以看到处于训练状态的训练任务，将鼠标放置感叹号图标处，即可查看训练进度

Step6：模型校验Step6：模型校验

训练完成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校验】进入单图校验页面

点击【添加图片】上传本地图片即可完成模型校验

Step7：发布为模型Step7：发布为模型

确认模型效果满意后，可在任务列表下，点击【发布为模型】

输入模型名称、版本描述后点击【确认】正式发布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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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Step8：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SDK

根据您在训练时选择的部署方式，可在模型总览版本列表中，点击【导出模型文件】或【部署】

点击部署进入服务发布界面，选择模型部署设备的芯片型号，点击【发布】，跳转至服务列表页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模型SDK，点击【导出SDK】，选择存储位置后即可完成模型SDK的导出

数据管理
数据导入

数据准备

准备训练所需的训练数据，结合期望得到的模型设计训练数据集的分类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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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分类设计分类

对于图像分类任务，需确认分类如何设计，每个分类为你希望识别出的一种结果，如您需要识别动物，则可以以“dog”、“cat”等分别作为一个分

类。

注意：每张图片都应属于一个分类，一个模型最多支持1000个分类，标签名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图片，有如下要求：基于设计好的分类准备图片，有如下要求：

1. 每个分类需要准备20张以上图片20张以上图片，如果需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图片如果需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图片

2.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训练时也需要使用俯拍角度的图片

3.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设计标签设计标签

对于物体检测、实例分割任务，需要确认标签如何设计，每种需要识别的目标为一个标签，一张图片中可以有多种标签出现。

注意：单个数据集的标签上限为1000种，标签名由数字、中英文、中/下划线组成，长度上限256字符。

基于设计好的物体检测准备图片，有如下要求：基于设计好的物体检测准备图片，有如下要求：

1.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图

片

2.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3. 每个模型训练图片量不得低于4张，每个标签建议标注50个框以上

数据导入

在数据总览页下找到创建完成的数据集点击【导入】

导入要求导入要求

图片要求：图片要求：

支持图片类型包括jpg、png、bmp、jpeg，图片大小限制在14M以内

图片长宽比在3：1以内，其中最长边小于4096px，最短边大于30px

路径要求：路径要求：

无标注信息：导入请确保全部图片保存知同一层文件目录下

有标注信息：导入请确保将全部图片与对应标注信息保存至同一层文件目录。该目录下子文件目录及非相关内容（例如压缩包）不导入

导入方式导入方式

数据导入无标注信息图片以及有标注信息图片的导入

注：数据导入后依然存储在您设备本地导入路径下，飞桨EasyDL桌面版不会调整您的数据存储路径，因此如更改本地存储路径下的图片将会

导致数据集发生变动，如有正使用当前数据集训练的任务，将会导致任务失败.

无标注信息图片导入无标注信息图片导入

进入数据导入界面，在数据标注状态中选择无标注信息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1230



选择训练数据存储的文件夹，选择完成后数据集即导入完成

如需导入多个文件目录的数据，可多次导入

有标注信息图片导入有标注信息图片导入

有标注信息导入支持以文件夹命名分类、VOC格式、COCO格式以及平台自定义格式四种

以文件夹命名分类导入以文件夹命名分类导入

数据标注状态选择有标注信息，并选择标注格式为以文件夹命名分类

注：以文件夹命名分类仅支持图像分类任务

以文件夹命名分类方式导入，导入路径下的每一个子文件夹将代表一个分类，子文件夹的名称将代表分类名，子文件夹下的图片将被视为当前分

类下的数据

VOC格式导入VOC格式导入

数据标注状态选择有标注信息，并选择标注格式为V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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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VOC格式导入，导入路径下应包含JPEGImages以及Annotations两个子文件夹，JPEGImages下存储图片数据，Annotations下存储xml格式的标

注文件，且图片与标注信息一一对应

COCO格式导入COCO格式导入

数据标注状态选择有标注信息，并选择标注格式为COCO格式

以COCO格式导入，导入路径下应包含JPEGImages以及Annotations两个子文件夹，JPEGImages下存储图片数据，Annotations下存储Json格式的

一个标注文件，所有图片的标注信息均存储在一个Json文件中

平台自定义格式导入平台自定义格式导入

数据标注状态选择有标注信息，并选择标注格式为平台自定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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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台自定义格式导入，导入路径不包含子文件夹，图片数据及标注文件均直接存储在导入路径下，标注信息以Json格式与图片一一对应

导入路径选择完成后，点击【确认并返回】即完成数据导入

查看数据集

数据标注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页查看数据情况

查看数据集

数据总览页展示数据集名称、数据集ID、数据量、标注类型、标注状态，鼠标放置在省略号处可查看数据集详细信息

点击【查看与标注】可查看数据集详情

支持查看数据集中数据标注情况，可手动删除数据集中的图片

支持一键删除失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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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右下角查看大图，可查看放大图片

放大图片后可查看图片本地地址，点击可打开当前文件存储路径

数据集导出

支持将数据集导出到指定路径下，点击【导出】将导出数据源文件以及当前数据集已有的标注文件，支持将标注数据导出为voc、coco或平台自

定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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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集

数据模块主要用于训练数据的导入、标注、导出以及管理

发起训练任务前，需要提前准备训练数据，在数据总览页点击创建数据集

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数据集标注类型后点击完成即可完成数据集创建，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三种标注类型可

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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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创建完成后可在数据总览页查看创建完成的数据集

数据标注

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了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实例分割的数据标注能力，可在本地高效完成数据标注，数据标注启动前，需先创建数据集中的

标签

设定标签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导入完成的数据集，并点击【查看与标注】

在查看与标注页面点击【添加标签】创建本次数据中的数据标签

在左侧列表栏可看到已添加的标签，并支持搜索标签名称、按照数据量多少对标签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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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图像分类场景提供常规标注与批量标注两种标注方式

常规标注常规标注

标签添加完成后，在【查看与标注】界面，点击图片右下角标注icon进入标注界面

或在左侧导航栏点击数据标注，选择需要标注的数据集进入到标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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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标注界面后，可在上方切换查看全部数据、无标注信息数据或有标注信息数据

左侧工具栏提供图片放大、缩小、移动或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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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片内容在左侧正确选择图片标签并点击【保存当前标注】完成数据标注

批量标注批量标注

除常规标注外，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了批量标注工具，可提高数据标注效率

在数据总览页找到已导入数据的数据集，点击【查看与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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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批量标注】进入批量标注界面

在批量标注界面支持多选或全选本页图片，图片勾选完成后选择相应标签即完成勾选图片的标注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物体检测数据标注方式为通过矩形框框出图片中需要检测的目标，并对标注框选择标签名，以下为物体检测数据标注流程

在【查看与标注】界面，点击图片右下角标注icon进入标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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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左侧导航栏点击数据标注，选择需要标注的数据集进入到标注界面

在标注界面将需要检测的目标框选出，并为目标选择对应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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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过程中应尽可能贴合目标物体，避免未完全框选目标物体或矩形框远大于目标物体，可通过拉动标注框边界调整标注框大小

左侧工具栏支持用户放大、缩小、移动、删除图片或撤销上一步操作

单张图片标注完成后点击【保存当前标注】即完成单张图片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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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为实例分割场景数据标注过程负责，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了多种数据标注工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选择使用

自动识别轮廓标注工具自动识别轮廓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一个工具为自动识别轮廓工具，开启自动识别工具后，鼠标左键点击目标物体后可自动识别目标物体轮廓

对于误识别区域，可通过右键点击来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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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标注正确后点击【确认轮廓】并为目标添加标签

多边形标注多边形标注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二个工具为多边形标注工具，多边形标注工具是通过多点首尾相连的方式将目标物体圈出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结

构相对负责的情况

标注完成后可拖动任意一点调整标注结果，标注结果符合要求后为当前标注物选择标签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1244



圆形标注工具圆形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三个工具为圆形标注工具，圆形标注工具是通过拉取一个圆将目标物体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形状是圆形或近似圆

形的情况

标注完成后可拖动调整圆形位置或拖动圆形边缘调整圆形大小，标注结果符合要求后为当前标注物选择标签

直线标注工具直线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四个工具为直线标注工具，直线工具是通过选择两点连成一条直线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形状是直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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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标注工具画笔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五个工具为画笔标注工具，画笔标注工具是通过画笔覆盖一定区域并进行标注的方式，可在标注界面调整画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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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注区域大于目标物体，可通过橡皮擦将多余区域擦除

其他辅助工具其他辅助工具

除标注方式外，飞桨EasyDL桌面版仍提供了其他辅助工具，如：操作撤回、操作恢复、移动图片、放大图片、缩小图片、删除以及图片最大化

语义分割语义分割

为语义分割场景数据标注过程负责，飞桨EasyDL-桌面版提供了多种数据标注工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选择使用。 自动识别轮廓标注工具自动识别轮廓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一个工具为自动识别轮廓工具，开启自动识别工具后，鼠标左键点击目标物体后可自动识别目标物体轮廓,对于误识别区域，可

通过右键点击来进行修正,轮廓标注正确后点击【确认轮廓】并为目标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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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标注多边形标注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二个工具为多边形标注工具，多边形标注工具是通过多点首尾相连的方式将目标物体圈出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结

构相对负责的情况

标注完成后可拖动任意一点调整标注结果，标注结果符合要求后为当前标注物选择标签

圆形标注工具圆形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三个工具为圆形标注工具，圆形标注工具是通过拉取一个圆将目标物体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形状是圆形或近似圆

形的情况

标注完成后可拖动调整圆形位置或拖动圆形边缘调整圆形大小，标注结果符合要求后为当前标注物选择标签

直线标注工具直线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四个工具为直线标注工具，直线工具是通过选择两点连成一条直线的方式完成标注，适用于目标物体形状是直线的情况

画笔标注工具画笔标注工具

标注界面工具栏第五个工具为画笔标注工具，画笔标注工具是通过画笔覆盖一定区域并进行标注的方式，可在标注界面调整画笔大小

如标注区域大于目标物体，可通过橡皮擦将多余区域擦除

其他辅助工具其他辅助工具

除标注方式外，飞桨EasyDL桌面版仍提供了其他辅助工具，如：操作撤回、操作恢复、移动图片、放大图片、缩小图片、删除以及图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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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训练
零代码开发

AutoDL模式开发

为零AI开发基础的用户提供的建模方式，内置基于百度文心大模型的成熟预训练模型，可针对用户数据进行算法自动优化，助用户使用少量数据

也能获得具备出色效果与性能的模型。

训练配置训练配置

AutoDL模式下支持对模型文件导出类型、模型SDK部署方式、训练使用算法类型等内容进行设置。

导出类型导出类型

导出模型源文件：导出模型源文件： 训练完成后支持将模型源文件导出，模型源文件可通过Paddle-Inference转化至实际应用场景中使用

导出模型源文件与离线SDK：导出模型源文件与离线SDK： 训练完成的模型可发布为在服务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上直接部署的SDK，覆盖主流芯片与操作系统，

可直接用于业务集成，省去繁琐转化过程

模型SDK适配设备类型详见 AotuDL模式算法适配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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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部署方式

可发布为在服务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上直接部署的SDK

模型SDK适配设备类型详见 AotuDL模式算法适配硬件 选择算法选择算法

高精度：高精度： 相同训练数据情况下，训练出的模型准确率更高，训练及预测耗时更长，模型体积更大

高性能：高性能： 相同训练数据情况下，较高精度算法，训练及预测耗时更短，模型准确率平均比高精度算法低3%~5%

超高性能：超高性能： 相对高性能算法，模型体积更小，CPU环境预测速度提升近60%，GPU环境预测速度提升近10%

模型精度与训练数据量的大小、质量成正相关 训练速度与训练数据量的大小以及训练设备的算力情况相关

高级训练配置高级训练配置

高级训练配置开启状态下支持手动设置图像分辨率及迭代轮次（epoch）

图像分辨率图像分辨率： 如检测目标在图片中占比较小，可适当调高图片分辨率以得到更高的精度，如检测目标在图片中占比较大，可适当调低图片分

辨率以得到更高的训练效率

迭代轮次（epoch）迭代轮次（epoch）： 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如模型精度较低，可适当调高迭轮次，使模型训练更完整

系统会根据本地训练资源以及所选算法类型自动采用最优组合，通常情况下推荐不做更改，如实际任务场景有需要，则可根据实际需求调

整

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

任务训练完成后可通过评估、校验验证任务效果，任务效果满足实际使用要求后发布为模型完成模型部署流程，如当前任务已经过多轮迭代且任

务效果较有保证可勾选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并输入发布为的模型名称以及版本描述，训练成功后将会自动发布为模型

任务与模型一一对应，如当前任务已有版本发布为模型，则当前任务下的其他版本发布时仅支持发布在当前模型下

数据配置数据配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分类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数据量越大，训练耗时越长

TipsTips：

图像分类任务类型，如只有1个分类需要识别，或者实际业务场景所要识别的图片内容不可控，可以在训练前勾选"增加识别结果为[其他]

的默认分类"。勾选后，模型会将与训练集无关的图片识别为"其他"

如果同一个分类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集里，可以在训练时同时从这些数据集里选择分类，模型训练时会合并分类名称相同的图片

添加自定义验证集添加自定义验证集

AI模型在训练时，每训练一批数据会进行模型效果检验，以某一张验证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通过验证结果反馈去调节训练。可以简单地把AI模型

训练理解为学生学习，训练集则为每天的上课内容，验证集即为每周的课后作业，质量更高的每周课后作业能够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并找寻自己

的不足，从而提高成绩。同理AI模型训练的验证集也是这个功效。

注：学生的课后作业应该与上课内容对应，这样才能巩固知识。因此，验证集的标签也应与训练集完全一致。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能一

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真实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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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模型效果。

注：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配置数据增强策略配置数据增强策略

深度学习模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的标注数据集。通常来说，通过增加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往往能提升模型的效果。当在实践中无法

收集到数目庞大的高质量数据时，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扰动从而产生"新"数据。模型会通过学习大量

的"新"数据，提高泛化能力。

你可以在「默认配置」、「手动配置」2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完成数据增强策略的配置。

默认配置默认配置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就可以选择默认配置。后台会根据你选择的算法，自动配置必要的数据增强策略。

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飞桨EasyDL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增强算子供开发者手动配置。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算子功能说明或训练页面的效果展示，来了解不同算子的功能：

算子名算子名 功能功能

ShearX 剪切图像的水平边

ShearY 剪切图像的垂直边

Translate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图像

TranslateY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图像

Rotate 按指定角度旋转图像

AutoContrast 自动优化图像对比度

Contrast 调整图像对比度

Invert 将图像转换为反色图像

Equalize 将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Solarize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Posterize 减少每个颜色通道的bits至指定位数

Color 调整图像颜色平衡

Brightness 调整图像亮度

Sharpness 调整图像清晰度

Cutout 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训练环境配置训练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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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桨EasyDL支持以Intel CPU，或可通过NVIDIA旗下不同型号显卡加速训练。

如果您的计算机有NVIDIA® GPU，且需要使用GPU环境进行训练，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Windows 7/8/10/11： 需安装 CUDA 11.2 与 cuDNN v8.2.1

Ubuntu 16.04/18.4/20.4：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entOS 7：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UDA、cuDNN安装指南CUDA、cuDNN安装指南

您可参考NVIDIA官方文档了解CUDA和CUDNN的安装流程和配置方法，详见：

CUDA 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cuda/

cuDNN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deeplearning/cudnn/install-guide/index.html

预置模型调参模式开发

为有一定AI开发基础的开发者提供预置模型调参建模方式，涵盖ResNet、YOLO、PicoDet、MaskRCNN等近30种网络类型，适配大部分场景，开

发者只需选择合适的预训练模型以及网络，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调整，以获得更适合特定场景的模型。

训练配置训练配置

预置模型调参模式下支持对模型文件导出类型、训练使用算法与网络类型、网络参数等内容进行设置。

导出类型导出类型

导出模型源文件：导出模型源文件：训练完成后支持将模型源文件导出，模型源文件可通过Paddle-Inference转化至实际应用场景中使用

导出模型源文件与离线SDK：导出模型源文件与离线SDK：训练完成后可直接将模型发布为SDK包，可直接用于业务集成，省去繁琐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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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算法及网络选择预置算法及网络选择

预置模型调参模式中，现已含盖ResNet50_vd、YOLOv3_MobileNetV1、SSD_MobileNetV1、Mask_RCNN_R50_vd_FPN等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实例分割3类场景下14类网络，后续还将进一步提升预置网络数量。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高级训练配置（模型参数）高级训练配置（模型参数）

高级训练配置中提供了预处理参数、训练参数、优化器参数可供选择调整，系统将根据训练任务及数据情况自动设置高级参数，也支持勾选部分

参数进行手动设置。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预处理参数预处理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nputSize 输入图像分辨率，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BatchSize 一次训练所选取的样本数，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LabelSmoonthi

ng

标签平滑，是机器学习领域的一种正则化方法，通常用于分类问题，目的是防止模型在训练时过于自信地预测标签，改善泛化

能力差的问题。

MixUpAlpha
图像混合系数，MixUp是一种数据增强方式，通过将随机的两张样本按比例混合，在训练过程中不会出现非信息像素，从而能够

提高训练效率。

训练参数训练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Epochs 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迭代轮数越多训练耗时越长。

EvalInterval 训练中评估的次数，评估间隔越小评估越频繁，训练耗时越长。

ModelSaveInterval 训练中模型保存间隔，间隔越小训练过程中保存的模型越多。

LogInterva 训练日志输出间隔，间隔越小训练日志内容越多。

优化器参数优化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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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BaseLearn

ingRate

单BatchSize对应的学习率，会根据BatchSize和卡数线性增大。学习率是在梯度下降的过程中更新权重时的超参数。学习率过高会导

致模型难以收敛；过低会可能导致模型收敛速度过慢，建议根据经验设定合理值

WeightDec

ay

分位L1和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大，可能导致欠

拟合。

WeightDec

ayCoeff

分位L1和L2正则。L1或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

大，可能导致欠拟合。

Optimizer 优化器是在梯度下降中影响参数更新方式的选项，有Momentum，RMSProp，Adam等。

Momentu

m
参数更新的计算公式中的动量因子

LRDecayTy

pe

学习率衰减策略，随着训练迭代数的增加，学习率慢慢减小，以帮助模型收敛，常见的策略有阶梯式下降（PiecewiseDecay），余

弦下降（CosineDecay）等。

UseWarm

Up
是否使用学习率热身策略。

WarmUpSt

eps
学习率热身迭代数，通过该迭代次数后，学习率慢慢增加到指定值。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网络参数网络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KeepTopK 每个图像可以保留的总边界框数。

ScoreThreshold 过滤掉低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的阈值。

NmsThreshold 对检测框进行非极大值抑制(NMS)时使用的IOU阈值。

Anchors 基于锚框的检测框架里对预置锚框(anchor)大小的设置。

预处理参数预处理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nputSize 输入图像分辨率，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BatchSize 一次训练所选取的样本数，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训练参数训练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Epochs 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迭代轮数越多训练耗时越长。

EvalInterval 训练中评估的次数，评估间隔越小评估越频繁，训练耗时越长。

ModelSaveInterval 训练中模型保存间隔，间隔越小训练过程中保存的模型越多。

LogInterva 训练日志输出间隔，间隔越小训练日志内容越多。

优化器参数优化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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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BaseLearn

ingRate

单BatchSize对应的学习率，会根据BatchSize和卡数线性增大。学习率是在梯度下降的过程中更新权重时的超参数。学习率过高会导

致模型难以收敛；过低会可能导致模型收敛速度过慢，建议根据经验设定合理值

WeightDec

ay

分位L1和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大，可能导致欠

拟合。

WeightDec

ayCoeff

分位L1和L2正则。L1或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

大，可能导致欠拟合。

Optimizer 优化器是在梯度下降中影响参数更新方式的选项，有Momentum，RMSProp，Adam等。

Momentu

m
参数更新的计算公式中的动量因子

LRDecayTy

pe

学习率衰减策略，随着训练迭代数的增加，学习率慢慢减小，以帮助模型收敛，常见的策略有阶梯式下降（PiecewiseDecay），余

弦下降（CosineDecay）等。

UseWarm

Up
是否使用学习率热身策略。

WarmUpSt

eps
学习率热身迭代数，通过该迭代次数后，学习率慢慢增加到指定值。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网络参数网络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KeepTopK 每个图像可以保留的总边界框数。

ScoreThreshold 过滤掉低置信度分数的边界框的阈值。

NmsThreshold 对检测框进行非极大值抑制(NMS)时使用的IOU阈值。

Anchors 基于锚框的检测框架里对预置锚框(anchor)大小的设置。

预处理参数预处理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nputSize 输入图像分辨率，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BatchSize 一次训练所选取的样本数，值越大训练时显存占用越大。

训练参数训练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Epochs 训练集完整参与训练的次数，迭代轮数越多训练耗时越长。

EvalInterval 训练中评估的次数，评估间隔越小评估越频繁，训练耗时越长。

ModelSaveInterval 训练中模型保存间隔，间隔越小训练过程中保存的模型越多。

LogInterva 训练日志输出间隔，间隔越小训练日志内容越多。

优化器参数优化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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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BaseLearn

ingRate

单BatchSize对应的学习率，会根据BatchSize和卡数线性增大。学习率是在梯度下降的过程中更新权重时的超参数。学习率过高会导

致模型难以收敛；过低会可能导致模型收敛速度过慢，建议根据经验设定合理值

WeightDec

ay

分位L1和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大，可能导致欠

拟合。

WeightDec

ayCoeff

分位L1和L2正则。L1或L2正则：L1正则化系数，用于权重矩阵稀疏；L2正则化系数，用于防止模型对训练数据过拟合。但系数过

大，可能导致欠拟合。

Optimizer 优化器是在梯度下降中影响参数更新方式的选项，有Momentum，RMSProp，Adam等。

Momentu

m
参数更新的计算公式中的动量因子

LRDecayTy

pe

学习率衰减策略，随着训练迭代数的增加，学习率慢慢减小，以帮助模型收敛，常见的策略有阶梯式下降（PiecewiseDecay），余

弦下降（CosineDecay）等。

UseWarm

Up
是否使用学习率热身策略。

WarmUpSt

eps
学习率热身迭代数，通过该迭代次数后，学习率慢慢增加到指定值。

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

任务训练完成后可通过评估、校验验证任务效果，任务效果满足实际使用要求后发布为模型完成模型部署流程，如当前任务已经过多轮迭代且任

务效果较有保证可勾选训练完成后同步发布为模型，并输入发布为的模型名称以及版本描述，训练成功后将会自动发布为模型

任务与模型一一对应，如当前任务已有版本发布为模型，则当前任务下的其他版本发布时仅支持发布在当前模型下

数据配置数据配置

添加训练数据添加训练数据

先选择数据集，再按分类选择数据集里的图片，可从多个数据集选择图片

训练时间与数据量大小有关，数据量越大，训练耗时越长 TipsTips：

图像分类任务类型，如只有1个分类需要识别，或者实际业务场景所要识别的图片内容不可控，可以在训练前勾选"增加识别结果为[其他]的默

认分类"。勾选后，模型会将与训练集无关的图片识别为"其他"

如果同一个分类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集里，可以在训练时同时从这些数据集里选择分类，模型训练时会合并分类名称相同的图片 添加自添加自

定义验证集定义验证集

AI模型在训练时，每训练一批数据会进行模型效果检验，以某一张验证图片作为验证数据，通过验证结果反馈去调节训练。可以简单地把AI模型

训练理解为学生学习，训练集则为每天的上课内容，验证集即为每周的课后作业，质量更高的每周课后作业能够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并找寻自己

的不足，从而提高成绩。同理AI模型训练的验证集也是这个功效。

注：学生的课后作业应该与上课内容对应，这样才能巩固知识。因此，验证集的标签也应与训练集完全一致。

添加自定义测试集添加自定义测试集

如果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平时的练习题，那么学生可能通过记忆去解题，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法去做题，所以期末考试的试题应与平时作业不能一

样，才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那么同理，AI模型的效果测试不能使用训练数据进行测试，应使用训练数据集外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真实的反

映模型效果。

注：期末考试的内容属于学期的内容，但不一定需要完全包括所学内容。同理，测试集的标签是训练集的全集或者子集即可。

配置数据增强策略配置数据增强策略

深度学习模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的标注数据集。通常来说，通过增加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往往能提升模型的效果。当在实践中无法

收集到数目庞大的高质量数据时，可以通过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扰动从而产生"新"数据。模型会通过学习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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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数据，提高泛化能力。

你可以在「默认配置」、「手动配置」2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完成数据增强策略的配置。

默认配置默认配置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配置数据增强策略，就可以选择默认配置。后台会根据你选择的算法，自动配置必要的数据增强策略。

手动配置手动配置

飞桨EasyDL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增强算子供开发者手动配置。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算子功能说明或训练页面的效果展示，来了解不同算子的功能：

算子名算子名 功能功能

ShearX 剪切图像的水平边

ShearY 剪切图像的垂直边

TranslateX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水平移动图像

TranslateY 按指定距离（像素点个数）垂直移动图像

Rotate 按指定角度旋转图像

AutoContrast 自动优化图像对比度

Contrast 调整图像对比度

Invert 将图像转换为反色图像

Equalize 将图像转换为灰色值均匀分布的图像

Solarize 为图像中指定阈值之上的所有像素值取反

Posterize 减少每个颜色通道的bits至指定位数

Color 调整图像颜色平衡

Brightness 调整图像亮度

Sharpness 调整图像清晰度

Cutout 通过随机遮挡增加模型鲁棒性，可设定遮挡区域的长宽比例

训练环境配置训练环境配置

飞桨EasyDL支持以Intel CPU，或可通过NVIDIA旗下不同型号显卡加速训练。

如果您的计算机有NVIDIA® GPU，且需要使用GPU环境进行训练，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Windows 7/8/10/11：Windows 7/8/10/11：需安装 CUDA 11.2 与 cuDNN v8.2.1

Ubuntu 16.04/18.4/20.4：Ubuntu 16.04/18.4/20.4：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entOS 7：CentOS 7：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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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cuDNN安装指南CUDA、cuDNN安装指南

您可参考NVIDIA官方文档了解CUDA和CUDNN的安装流程和配置方法，详见：

CUDA 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cuda/

cuDNN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deeplearning/cudnn/install-guide/index.html

效果评估

训练完成后，可通过模型评估报告或模型校验了解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训练完成后，可以在【任务总览】列表中看到模型效果，以及详细的模型评估报告。

模型校验：训练完成后，可以在【任务总览】操作中点击「校验」，实时校验模型效果。

模型评估报告模型评估报告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准确率、F1-score等。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分

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出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出

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具体的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准确率：准确率： 基于随机测试集进行计算，为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top1-top5准确率top1-top5准确率 对于每一个评估的图片文件，模型会给根据置信度高低，依次给出top1-top5的识别结果，其中top1置信度最高，top5的置信

度最低。那么top1的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结果识别为正确时，判定为正确”给出准确率。top2准确率值是指对于评估标准为“top1

或者top2只要有一个命中正确的结果，即判定为正确”给出的准确率。……以此类推。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这个部分支持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以及使用混淆矩阵定位易混淆的分类。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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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训练了一个将小番茄和樱桃分类的模型。在查看小番茄分类的错误示例时，发现错误示例中有好几张图片都是带着绿色根茎的小番茄

（与樱桃比较相似）。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小番茄分类的训练集中，多增加一些带绿色根茎的图片，让模型有足够的数据能够学习到带根茎的

小番茄和樱桃的区别。

这个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图片

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mAP、精确率、召回率。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

分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

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mAP：mAP：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

出其精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精确率：精确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预测物体总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1259



召回率：召回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真实物体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不同阈值下的F1-score、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以及使用混淆矩阵定位易混淆的标签。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直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或发现是标注错误，从而直接点击修改标注来将标注

修正

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勾选「误识别」、「漏识别」来分别查看两种错误识别的情况：

误识别：红框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误识别：红框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 观察误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电动

车的模型，把很多自行车误识别成了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和自行车外观上比较相似）。这时，就需要在训练集中为自行车特别建立一个标签，

并且在所有训练集图片中，将自行车标注出来。

可以把模型想象成一个在认识世界的孩童，当你告诉他电动车和自行车分别是什么样时，他就能认出来；当你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

自行车认成电动车。

漏识别：橙框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漏识别：橙框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 观察漏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会

议室参会人数的模型，会漏识别图片中出现的白色人种。这大概率是因为训练集中缺少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造成的。因此，需要在训练集中添

加包含白色人种的图片，并将白色人种标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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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在外貌的差别上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几乎所有的训练数据都标注的是黄色人种，所以模型很可能认不出白色人种。需要增加

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让模型学习到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都属于「参会人员」这个标签。

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

图片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整体评估整体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模型训练整体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结论、mAP、精确率、召回率。这部分模型效果的指标是基于训练数据集，随机抽出部

分数据不参与训练，仅参与模型效果评估计算得来。所以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当数据量较少时（如图片数量低于100个），参与评估的数据可能不超过30个，这样得

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出的模型评估报告效果仅供参考，无法完全准确体现模型效果。

注意：若想要更充分了解模型效果情况，建议发布模型为API后，通过调用接口批量测试，获取更准确的模型效果。

查看模型评估结果时，需要思考在当前业务场景，更关注精确率与召回率哪个指标。是更希望减少误识别，还是更希望减少漏识别。前者更需要

关注精确率的指标，后者更需要关注召回率的指标。同时F1-score可以有效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平衡情况，对于希望准确率与召回率兼具的场

景，F1-score越接近1效果越好。评估指标说明如下

F1-score：F1-score： 对某类别而言为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评估报告中指各类别F1-score的平均数

mAP：mAP：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是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算法中衡量算法效果的指标。对于物体检测任务，每一类object都可以计算

出其精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条P-R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average

精确率：精确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预测物体总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召回率：召回率： 正确预测的物体数与真实物体数之比。评估报告中具体指经比较F1-score最高的阈值下的结果 详细评估详细评估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不同阈值下的F1-score，以及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示例。

识别错误图片示例识别错误图片示例

通过分标签查看模型识别错误的图片，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扩充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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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勾选「误识别」、「漏识别」来分别查看两种错误识别的情况：

误识别：红色遮盖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误识别：红色遮盖内没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没有标注），但模型识别到了目标物体 观察误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测

电动车的模型，把很多自行车误识别成了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和自行车外观上比较相似）。这时，就需要在训练集中为自行车特别建立一个标

签，并且在所有训练集图片中，将自行车标注出来。

可以把模型想象成一个在认识世界的孩童，当你告诉他电动车和自行车分别是什么样时，他就能认出来；当你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

自行车认成电动车。

漏识别：橙色遮盖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漏识别：橙色遮盖内应该有目标物体（准备训练数据时标注了），但模型没能识别出目标物体 观察漏识别的目标有什么共性：例如，一个检

测会议室参会人数的模型，会漏识别图片中出现的白色人种。这大概率是因为训练集中缺少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造成的。因此，需要在训练集

中添加包含白色人种的图片，并将白色人种标注出来。

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在外貌的差别上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几乎所有的训练数据都标注的是黄色人种，所以模型很可能认不出白色人种。需要增加

白色人种的标注数据，让模型学习到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都属于「参会人员」这个标签。

以上例子中，我们找到的是识别错误的图片中，目标特征上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识别错误的图片在以下维度是否有共性，比如：

图片的拍摄设备、拍摄角度，图片的亮度、背景等等。

模型校验模型校验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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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Notebook开发

Notebook简介

集成了包括PaddleX、PaddleDetection、PaddleSeg、PaddleClas等端到端开发套件的轻量级IDE，用户可在该模块内进行代码编辑、调试等开发

工作，快速高效的完成各类任务的实现，可对预置模型调参中的模型进行代码级优化。

预置开发套件预置开发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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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PaddlePaddle 百度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

PaddlePaddle（GPU

）
百度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GPU版

PaddleX 飞桨全流程开发工具

PaddleClas 基于飞桨PaddlePaddle的端到端图像识别开发套件

PaddleDetection 基于飞桨PaddlePaddle的端到端目标检测开发套件

PaddleSeg 基于飞桨PaddlePaddle的端到端图像分割开发套件

PaddleOCR 飞桨OCR工具库

PaddleSpeech 基于飞桨 PaddlePaddle语音方向的开源模型库

PaddleHub 飞桨预训练模型应用管理工具

PaddleSlim
专注于深度学习模型压缩的工具库，提供剪裁、量化、蒸馏、和模型结构搜索等模型压缩策略，帮助用户快速实现模型的

小型化

Visualdl 飞桨可视化分析工具

Notebook建模示例

本文以物体检测任务类型为例，从启动Notebook到引入数据、训练模型，再到保存模型的全流程。

启动Notebook启动Notebook

step1：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开发->Notebook开发step1：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开发->Notebook开发

step2：选择开发语言、AI框架、资源规格与工作目录后启动Notebookstep2：选择开发语言、AI框架、资源规格与工作目录后启动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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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物体检测模型训练物体检测模型

下载 PaddleDetection 套件下载 PaddleDetection 套件

打开进入 Notebook，点击进入终端，本文以  代码库  分支为例，输入如下命令克隆PaddleDetection代码库并切换

至release/2.3分支。整个过程需要数十秒，请耐心等待。

安装环境安装环境

在终端环境中，安装该版本的  代码包依赖的 ，执行如下命令：

安装完成后，使用  或  进入python解释器，输入  ，再输入 如果出现 

，说明成功安装。 准备训练数据准备训练数据

训练数据是模型生产的重要条件，优质的数据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模型训练效果，准备数据可以参考链接。本文所用的安全帽检测数据集可

前往此链接进行下载：下载链接。

step1：导入用户数据step1：导入用户数据

目前在 Notebook 中不能直接访问您在 飞桨EasyDL 中创建的数据集，需要通过在终端输入数据所在路径。

step2：数据转换step2：数据转换

 训练所需要的数据格式与  默认的数据格式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利用脚本将导入的数据转为  支持的

数据格式，并进行3：7切分。

 默认支持的标注格式为 ，转换脚本如下：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release/2.3release/2.3

###### gitee 国内下载比较快###### gitee 国内下载比较快

git clone https://gitee.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git -b release/2.3  git clone https://gitee.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git -b release/2.3  
###### github###### github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git -b release/2.3######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git -b release/2.3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paddlepaddle-gpupaddlepaddle-gpu

python -m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gpu==2.1.3.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python -m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gpu==2.1.3.post101 -f https://www.paddlepaddle.org.cn/whl/linux/mkl/avx/stable.html

pythonpython python3python3 import paddleimport paddle paddle.utils.run_check()paddle.utils.run_check() PaddlePaddle isPaddlePaddle is  

installedsuccessfully!installedsuccessfully!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飞桨EasyDL飞桨EasyDL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COCO格式COCO格式

import osimport os

import cv2import cv2
import jsonimport json

import globimport glob
import codecsimport codecs

import randomimport random
from pycocotools.coco import COCOfrom pycocotools.coco import COCO

def parse_bml_json(json_file):def parse_bml_json(json_file):
    """    """

    解析标注文件    解析标注文件
    :return:    :return:

    """    """
    annos = json.loads(codecs.open(json_file).read())    annos = json.loads(codecs.open(json_file).read())
    labels = annos['labels']    labels = annos['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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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s = annos['labels']    labels = annos['labels']

    bboxes = []    bboxes = []

    for label in labels:    for label in labels:

        x1 = label["x1"]        x1 = label["x1"]

        y1 = label["y1"]        y1 = label["y1"]

        x2 = label["x2"]        x2 = label["x2"]

        y2 = label["y2"]        y2 = label["y2"]

        id = label["name"]        id = label["name"]

        bboxes.append([x1, y1, x2, y2, id])        bboxes.append([x1, y1, x2, y2, id])

    return bboxes    return bboxes

def bbox_transform(box):def bbox_transform(box):

    """    """

    x1, y1, x2, y2 转为 x1, y1, width, height    x1, y1, x2, y2 转为 x1, y1, width, height

    :return    :return

    """    """

    box = list(map(lambda x: float(x), box))    box = list(map(lambda x: float(x), box))

    box[2] = box[2] - box[0]    box[2] = box[2] - box[0]

    box[3] = box[3] - box[1]    box[3] = box[3] - box[1]

    return box    return box

def parse_label_list(src_data_dir, save_dir):def parse_label_list(src_data_dir, save_dir):

    """    """

    遍历标注文件，获取label_list    遍历标注文件，获取label_list

    :return:    :return:

    """    """

    label_list = []    label_list = []

    anno_files = glob.glob(src_data_dir + "*.json")    anno_files = glob.glob(src_data_dir + "*.json")

    for anno_f in anno_files:    for anno_f in anno_files:

        annos = json.loads(codecs.open(anno_f).read())        annos = json.loads(codecs.open(anno_f).read())

        for lb in annos["labels"]:        for lb in annos["labels"]:

            label_list.append(lb["name"])            label_list.append(lb["name"])

    label_list = list(set(label_list))    label_list = list(set(label_list))

    with codecs.open(os.path.join(save_dir, "label_list.txt"), 'w', encoding="utf-8") as f:    with codecs.open(os.path.join(save_dir, "label_list.txt"), 'w', encoding="utf-8") as f:

        for id, label in enumerate(label_list):        for id, label in enumerate(label_list):

            f.writelines("%s:%s\n" % (id, label))            f.writelines("%s:%s\n" % (id, label))

    return len(label_list), label_list    return len(label_list), label_list

def bml2coco(src_dir, coco_json_file):def bml2coco(src_dir, coco_json_file):

    """    """

    将标注格式转为COCO标注格式    将标注格式转为COCO标注格式

    :return:    :return:

    """    """

    coco_images = []    coco_images = []

    coco_annotations = []    coco_annotations = []

    image_id = 0    image_id = 0

    anno_id = 0    anno_id = 0

    image_list = glob.glob(src_dir + "*.[jJPpBb][PpNnMm]*")    image_list = glob.glob(src_dir + "*.[jJPpBb][PpNnMm]*")

    for image_file in image_list:    for image_file in image_list:

        anno_f = image_file.split(".")[0] + ".json"        anno_f = image_file.split(".")[0] + ".json"

        if not os.path.isfile(anno_f):        if not os.path.isfile(anno_f):

            continue            continue

        bboxes = parse_bml_json(anno_f)        bboxes = parse_bml_json(anno_f)

        im = cv2.imread(image_file)        im = cv2.imread(image_file)

        h, w, _ = im.shape        h, w, _ = im.shape

        image_i = {"file_name": os.path.basename(image_file), "id": image_id, "width": w, "height": h}        image_i = {"file_name": os.path.basename(image_file), "id": image_id, "width": w, "height": h}

        coco_images.append(image_i)        coco_images.append(image_i)

        for id, bbox in enumerate(bboxes):        for id, bbox in enumerate(b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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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d, bbox in enumerate(bboxes):        for id, bbox in enumerate(bboxes):
            # bbox : [x1, y1, x2, y2, label_name]            # bbox : [x1, y1, x2, y2, label_name]
            anno_i = {"image_id": image_id, "bbox": bbox_transform(bbox[:4]), 'category_id': label_list.index(bbox[4]),            anno_i = {"image_id": image_id, "bbox": bbox_transform(bbox[:4]), 'category_id': label_list.index(bbox[4]),
                      'id': anno_id, 'area': 1.1, 'iscrowd': 0, "segmentation": None}                      'id': anno_id, 'area': 1.1, 'iscrowd': 0, "segmentation": None}
            anno_id += 1            anno_id += 1
            coco_annotations.append(anno_i)            coco_annotations.append(anno_i)

        image_id += 1        image_id += 1

    coco_categories = [{"id": id, "name": label_name} for id, label_name in enumerate(label_list)]    coco_categories = [{"id": id, "name": label_name} for id, label_name in enumerate(label_list)]
    coco_dict = {"info": "info", "licenses": "BMLCloud", "images": coco_images, "annotations": coco_annotations,    coco_dict = {"info": "info", "licenses": "BMLCloud", "images": coco_images, "annotations": coco_annotations,
                 "categories": coco_categories}                 "categories": coco_categories}
    with open(coco_json_file, 'w', encoding="utf-8") as fin:    with open(coco_json_file, 'w', encoding="utf-8") as fin:
        json.dump(coco_dict, fin, ensure_ascii=False)        json.dump(coco_dict, fin, ensure_ascii=False)

def split_det_origin_dataset(def split_det_origin_dataset(
        origin_file_path,        origin_file_path,
        train_file_path,        train_file_path,
        eval_file_path,        eval_file_path,
        ratio=0.7):        ratio=0.7):
    """    """
    按比例切分物体检测原始数据集    按比例切分物体检测原始数据集
    :return:    :return:
    """    """
    coco = COCO(origin_file_path)    coco = COCO(origin_file_path)
    img_ids = coco.getImgIds()    img_ids = coco.getImgIds()
    items_num = len(img_ids)    items_num = len(img_ids)
    train_indexes, eval_indexes = random_split_indexes(items_num, ratio)    train_indexes, eval_indexes = random_split_indexes(items_num, ratio)
    train_items = [img_ids[i] for i in train_indexes]    train_items = [img_ids[i] for i in train_indexes]
    eval_items = [img_ids[i] for i in eval_indexes]    eval_items = [img_ids[i] for i in eval_indexes]

    dump_det_dataset(coco, train_items, train_file_path)    dump_det_dataset(coco, train_items, train_file_path)
    dump_det_dataset(coco, eval_items, eval_file_path)    dump_det_dataset(coco, eval_items, eval_file_path)

    return items_num, len(train_items), len(eval_items)    return items_num, len(train_items), len(eval_items)

def random_split_indexes(items_num, ratio=0.7):def random_split_indexes(items_num, ratio=0.7):
    """    """
    按比例分割整个list的index    按比例分割整个list的index
    :return:分割后的两个index子列表    :return:分割后的两个index子列表
    """    """
    offset = round(items_num * ratio)    offset = round(items_num * ratio)
    full_indexes = list(range(items_num))    full_indexes = list(range(items_num))
    random.shuffle(full_indexes)    random.shuffle(full_indexes)
    sub_indexes_1 = full_indexes[:offset]    sub_indexes_1 = full_indexes[:offset]
    sub_indexes_2 = full_indexes[offset:]    sub_indexes_2 = full_indexes[offset:]

    return sub_indexes_1, sub_indexes_2    return sub_indexes_1, sub_indexes_2

def dump_det_dataset(coco, img_id_list, save_file_path):def dump_det_dataset(coco, img_id_list, save_file_path):
    """    """
    物体检测数据集保存    物体检测数据集保存
    :return:    :return:
    """    """
    imgs = coco.loadImgs(img_id_list)    imgs = coco.loadImgs(img_id_list)
    img_anno_ids = coco.getAnnIds(imgIds=img_id_list, iscrowd=0)    img_anno_ids = coco.getAnnIds(imgIds=img_id_list, iscrowd=0)
    instances = coco.loadAnns(img_anno_ids)    instances = coco.loadAnns(img_anno_ids)
    cat_ids = coco.getCatIds()    cat_ids = coco.getCatIds()
    categories = coco.loadCats(cat_ids)    categories = coco.loadCats(cat_ids)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1267



将上述脚本存放为  代码脚本，并将脚本最后两行的  均替换为所指定数据集路劲，在终端中运行

即可。 运行代码。

注意：如果报错 ，需要通过如下命令安装相关依赖包，再运行  代码。

运行  代码成功之后将在  文件夹下生成对应的数据文件，包

括 、 、 、 。

训练模型训练模型

开发者准备好训练数据和安装环境之后即可开始训练物体检测模型。

step1：在终端中打开step1：在终端中打开  目录目录

step2：修改yaml配置文件step2：修改yaml配置文件

在PaddleDetection 2.0后续版本，采用了模块解耦设计，用户可以组合配置模块实现检测器，并可自由修改覆盖各模块配置，本文

以  为例：

需要修改/覆盖的参数均可写在主配置入口文件中，主要修改点为训练、验证数据集路径、运行epoch数、学习率等，修改后的主配置文件如下

（注释行即为需要修改的点）：

    categories = coco.loadCats(cat_ids)    categories = coco.loadCats(cat_ids)

    common_dict = {    common_dict = {
        "info": coco.dataset["info"],        "info": coco.dataset["info"],

        "licenses": coco.dataset["licenses"],        "licenses": coco.dataset["licenses"],
        "categories": categories        "categories": categories

    }    }
    img_dict = {    img_dict = {
        "image_nums": len(imgs),        "image_nums": len(imgs),

        "images": imgs,        "images": imgs,
        "annotations": instances        "annotations": instances

    }    }
    img_dict.update(common_dict)    img_dict.update(common_dict)

    json_file = open(save_file_path, 'w', encoding='UTF-8')    json_file = open(save_file_path, 'w', encoding='UTF-8')
    json.dump(img_dict, json_file)    json.dump(img_dict, json_file)

class_nums, label_list = parse_label_list("/home/work/data/${dataset_id}/", "/home/work/PretrainedModel/")class_nums, label_list = parse_label_list("/home/work/data/${dataset_id}/", "/home/work/PretrainedModel/")
bml2coco("/home/work/data/${dataset_id}/", "/home/work/PretrainedModel/org_data_list.json")bml2coco("/home/work/data/${dataset_id}/", "/home/work/PretrainedModel/org_data_list.json")

split_det_origin_dataset("/home/work/PretrainedModel/org_data_list.json", "/home/work/PretrainedModel/train_data_list.json",split_det_origin_dataset("/home/work/PretrainedModel/org_data_list.json", "/home/work/PretrainedModel/train_data_list.json",  
"/home/work/PretrainedModel/eval_data_list.json")"/home/work/PretrainedModel/eval_data_list.json")

convert.pyconvert.py "/home/work/data/${dataset_id}/""/home/work/data/${dataset_id}/"

python covert.pypython covert.py

No module named 'pycocotools'No module named 'pycocotools' covert.pycovert.py

pip install pycocotoolspip install pycocotools

covert.pycovert.py PretrainedModel/PretrainedModel/

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train_data_list.jsontrain_data_list.json eval_data_list.jsoneval_data_list.json org_data_list.jsonorg_data_list.json

PaddleDetectionPaddleDetection

cd /PaddleDetectioncd /PaddleDetection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主配置入口文件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主配置入口文件
coco_detection.yml 主要说明了训练数据和验证数据的路径coco_detection.yml 主要说明了训练数据和验证数据的路径

runtime.yml 主要说明了公共的运行参数，比如说是否使用GPU、每多少个epoch存储checkpoint等runtime.yml 主要说明了公共的运行参数，比如说是否使用GPU、每多少个epoch存储checkpoint等
optimizer_270e.yml 主要说明了学习率和优化器的配置。optimizer_270e.yml 主要说明了学习率和优化器的配置。
yolov3_darknet53.yml 主要说明模型、和主干网络的情况。yolov3_darknet53.yml 主要说明模型、和主干网络的情况。

yolov3_reader.yml 主要说明数据读取器配置，如batch size，并发加载子进程数等，同时包含读取后预处理操作，如resize、数据增强等等yolov3_reader.yml 主要说明数据读取器配置，如batch size，并发加载子进程数等，同时包含读取后预处理操作，如resize、数据增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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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训练模型step3：训练模型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开始模型训练。

注意：如果报错  和  ，则需要通过如下命令安装相关依赖包，再运行  代

码。（如果缺失其他模块，也可用类似命令下载安装）

step4：模型评估step4：模型评估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开始模型评估。

运行完成输出如下结果：

_BASE_: [_BASE_: [

  '../datasets/coco_detection.yml',  '../datasets/coco_detection.yml',

  '../runtime.yml',  '../runtime.yml',

  '_base_/optimizer_270e.yml',  '_base_/optimizer_270e.yml',

  '_base_/yolov3_darknet53.yml',  '_base_/yolov3_darknet53.yml',

  '_base_/yolov3_reader.yml',  '_base_/yolov3_reader.yml',

]]

snapshot_epoch: 5snapshot_epoch: 5

weights: 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weights: 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 预训练权重地址###### 预训练权重地址

pretrain_weights: https://paddledet.bj.bcebos.com/models/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pdparamspretrain_weights: https://paddledet.bj.bcebos.com/models/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pdparams

###### coco_detection.yml###### coco_detection.yml

num_classes: 2 #实际类别数num_classes: 2 #实际类别数

TrainDataset:TrainDataset:

  !COCODataSet  !COCODataSet

    image_dir: data/${dataset_id}/   # 图片地址    image_dir: data/${dataset_id}/   # 图片地址

    anno_path: PretrainedModel/train_data_list.json # 标注文件    anno_path: PretrainedModel/train_data_list.json # 标注文件

    dataset_dir: /home/work/ # 数据集根目录    dataset_dir: /home/work/ # 数据集根目录

    data_fields: ['image', 'gt_bbox', 'gt_class', 'is_crowd']    data_fields: ['image', 'gt_bbox', 'gt_class', 'is_crowd']

EvalDataset:EvalDataset:

  !COCODataSet  !COCODataSet

    image_dir: data/${dataset_id}/   # 图片地址    image_dir: data/${dataset_id}/   # 图片地址

    anno_path: PretrainedModel/eval_data_list.json   # 标注文件    anno_path: PretrainedModel/eval_data_list.json   # 标注文件

    dataset_dir: /home/work/   # 数据集根目录    dataset_dir: /home/work/   # 数据集根目录

###### optimizer_270e.yml###### optimizer_270e.yml

epoch: 50 # 迭代轮数epoch: 50 # 迭代轮数

LearningRate:LearningRate:

  base_lr: 0.0001 # 学习率  base_lr: 0.0001 # 学习率

  schedulers:  schedulers:

  - !PiecewiseDecay  - !PiecewiseDecay

    gamma: 0.1    gamma: 0.1

    milestones:    milestones:

    - 30    - 30

    - 45    - 45

  - !LinearWarmup  - !LinearWarmup

    start_factor: 0.    start_factor: 0.

    steps: 400    steps: 400

cd /PaddleDetection/cd /PaddleDetection/

python tools/train.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evalpython tools/train.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eval  

No module named 'lap'No module named 'lap' No module named 'motmetrics'No module named 'motmetrics' coversion.pycoversion.py

pip install lap motmetricspip install lap motmetrics

python tools/eval.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python tools/eval.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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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模型预测step5：模型预测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开始模型预测（注意修改图片路径）。

step6：导出模型step6：导出模型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将最佳模型转为可以用于发布的 inference 模型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将导出模型移至  目录。

Http服务运行端注意事项

模型部署启动服务时需对以下文件进行修改：

1. demo_servering.py，启动服务设备为cpu/gpu

2. demo_client.py，发送请求设备任意，只有保证ip和端口号与起服务设备一致即可

python tools/infer.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python tools/infer.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
                    --infer_img=/home/work/data/${task_id}/xxx.jpeg \                    --infer_img=/home/work/data/${task_id}/xxx.jpeg \
                    --output_dir=infer_output/ \                    --output_dir=infer_output/ \
                    --draw_threshold=0.5 \                    --draw_threshold=0.5 \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python tools/export_model.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python tools/export_model.py -c configs/yolov3/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yml \
           --output_dir=/home/work/PretrainedModel/ \           --output_dir=/home/work/PretrainedModel/ \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o weights=output/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model_final

/PretrainedModel//PretrainedModel/

mv /PretrainedModel/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 /home/work/PretrainedModel/mv /PretrainedModel/yolov3_darknet53_270e_coco/* /home/work/Pretrained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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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代码开发转Notebook开发

飞桨EasyDL支持将通过零代码开发-预置模型调参模式开发的模型转为对应模型文件在Notebook中打开进行优化。

step1：启动Notebookstep1：启动Notebook

通过预置模型调整模式完成训练后，在任务总览对应任务中点击【打开Notebook】。

step2：调整权重参数与网络结构step2：调整权重参数与网络结构

结合实际需求，在Yaml文件中对网络参数及结构进行调整。

step3：运行模型文件step3：运行模型文件

完成网络参数及结构调整后，运行对应main_xxx.ipynb文件，即可完成环境配置、数据集准备、构建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模型、模型部署等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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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生成模型版本step4：生成模型版本

模型训练成功后，点击左侧菜单栏【生产模型版本】，将训练成功的模型发布至模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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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心
模型列表

模型列表提供模型管理能力，可查看所有已发布为模型的任务

查看模型

可通过下拉框筛选需要查看的任务类型

点击【查看】可查看模型详情，在模型详情页可查看当前模型下的全部版本、模型版本对应的任务、训练方式、版本描述以及导入时间

点击对应任务可跳转至当前模型对应的任务版本

如需将模型投入实际应用可选择导出模型源文件或将模型部署为离线SDK

仅有训练时导出类型选择为【导出源文件与离线SDK】的任务支持部署为离线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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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部署

服务发布界面可选择将模型发布为离线SDK，发布包含以下流程

选择模型及版本

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及版本，选择完成后当前版本对应的训练方式及训练算法将自动展示

选择部署环境

部署环境分为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专项适配硬件，不同类别下对应不同的操作系统及芯片，选择模型在实际应用中部署的系统及芯片点击发

布即可完成模型发布

模型发布分为本地发布与云端发布两种方式，由于模型发布过程对发布环境的操作系统等环境有依赖，因此部分操作系统及芯片类型不支持

在本地发布，飞桨EasyDL为您提供云端环境完成模型发布过程，发布过程请确保本地设备网络链接

服务列表

服务列表主要用于管理已发布模型SDK，可查看全部已发布模型SDK。

模型SDK可在智能边缘控制台中可视化上完成部署流程，使用流程可参考智能边缘控制台使用文档。

智能边缘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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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以下简称IEC）是EasyEdge推出的边缘设备管理的本地化方案。可以运行于多种架构、多系统、多类型的终

端之上。通过IEC，用户可以方便地在本地进行

EasyDL/BML/EasyEdge的SDK的 离线 / 在线激活，服务管理

接入本地和远程摄像头，网页中实时预览

自动监控和记录相关事件

硬件信息的可视化查看 操作系统支持： Linux、Windows

系统CPU架构支持：x86_64、arm32、arm64

支持添加为服务的SDK版本包括：

通用CPU版（基础版/加速版）

通用ARM版

NVIDIA-GPU版（基础版/加速版）

快速开始

根据本地设备类型下载智能边缘控制台

Linux系统-amd64：intel、AMD的64位CPU

Linux系统-arm：树莓派等32位arm CPU

Linux系统-arm64：rk3399、飞腾等 aarch64, 64位的arm CPU

Windows系统-amd64：intel、AMD的64位CPU

根据您设备的操作系统和硬件架构，将二进制和 etc 文件夹拷贝到任一目录，运行即可。（可以通过-cfg参数指定配置文件的路径，默认

为 ）

如果是Windows系统，双击运行  即可 如果是Linux系统，终端输入  即可运行

启动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即可：

./et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yml

easyedge-iec.exeeasyedge-iec.exe ./easyedge-iec./easyedge-iec

./easyedge-iec-linux-amd64  ./easyedge-iec-linux-amd64  

Loading cfg from  ./etc/easyedge-iec.ymlLoading cfg from  ./etc/easyedge-iec.yml

2021-09-14T14:49:20 INFO    [EasyEdgeIEC]   Start stream service ...2021-09-14T14:49:20 INFO    [EasyEdgeIEC]   Start stream service ...

2021-09-14T14:49:20 INFO    [*EdgeStream]   "2021-09-14 06:49:20,443 INFO [EasyEdge] 60439872 "2021-09-14T14:49:20 INFO    [*EdgeStream]   "2021-09-14 06:49:20,443 INFO [EasyEdge] 60439872 "

2021-09-14T14:49:20 WARN    [*EdgeStream]   "2021-09-14 06:49:20,443 WARNING [EasyEdge] 139803591698176 EdgeStream is2021-09-14T14:49:20 WARN    [*EdgeStream]   "2021-09-14 06:49:20,443 WARNING [EasyEdge] 139803591698176 EdgeStream is  

now serving at 127.0.0.1:24402"now serving at 127.0.0.1:24402"

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HLS server disable....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HLS server disable....

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HTTP-FLV listen On 0.0.0.0:8103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HTTP-FLV listen On 0.0.0.0:8103

2021-09-14T14:49:21 WARN    [EasyEdgeIEC]   Baidu 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release 1.0.0, build 202109142021-09-14T14:49:21 WARN    [EasyEdgeIEC]   Baidu EasyEdge Intelligent Edge Console release 1.0.0, build 20210914

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RTMP Listen On 0.0.0.0:1935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RTMP Listen On 0.0.0.0:1935

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Webservice is now serving at 0.0.0.0:87022021-09-14T14:49:21 INFO    [EasyEdgeIEC]   Webservice is now serving at 0.0.0.0:8702

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http://{设备ip}:8702/easyedge/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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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 / easyedge

功能使用说明

① 添加模型服务① 添加模型服务

首先，点击导航栏的「本地模型服务」-「添加模型服务」。在页面中定义服务名称后，将已经下载好的Linux/Windows版本的SDK与IEC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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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在服务端口不冲突占用的情况下，使用默认即可，点击【添加并激活】

激活完成后即可在「模型服务管理」列表中启动服务，使用后续的操作栏功能。

体验本地demo体验本地demo

点击「本地demo体验」即可在立即上传图片进行预测

接入摄像头接入摄像头

使用接入摄像头功能首先需要添加摄像头，请参考第②步，完成后按照第③步操作

② 添加摄像头② 添加摄像头

导航栏点击「我的摄像头」-「添加摄像头」，定义摄像头名称、备注后即可添加摄像头。支持本地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 摄像头添加成功后即

可设置摄像头的运行时间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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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③ 摄像头接入模型服务预测

点击「本地模型服务」-「模型服务管理」中，所需接入预测的服务的「接入摄像头」

在弹出的弹窗中选择第②步中添加的摄像头，此时点击确认即可在「摄像头管理」中的实时预览功能中查看摄像头预测结果，识别结果默认不保

存。如需保存识别结果，可设置对应的「本地事件触发条件」，根据标签和置信度，将识别结果保存至本地事件记录当中。设置多个标签条件

时，IEC会以“或“的逻辑来将所有满足条件的识别结果保存

④ 本地事件④ 本地事件

点击导航栏「本地事件记录」，可通过服务名称、摄像头名称、事件记录的时间、标签及置信度来筛选识别结果查看，多个标签及置信度同样也

是“或"的逻辑记录。如有想要删除的事件数据可选择后删除，全选为本页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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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配置项

配置文件 中有关于IEC的各项配置说明，一般无需修改，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之后，再做修改。etc/easyedge-iec.ymletc/easyedge-iec.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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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SDK部署说明
专项适配硬件离线部署

##### IEC系统配置##### IEC系统配置
com:com: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 硬件利用率刷新时间间隔： 过低的刷新间隔可能会消耗CPU资源。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hardwareUsageRefreshSecond: 60
  #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 事件监测触发扫描周期
  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 10  eventTriggerIntervalSecond: 10
  #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 IEC保存SDK等资源的路径：可填写 "default", 也可以直接填写绝对路径
  appDataFolder: default  appDataFolder: default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 是否开启DEBUG模式：开启之后，将会打印大量日志，便于追踪系统问题
  debug: yes  debug: yes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 是否需要用户名/密码登陆，强烈建议打开！(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easyedge)
  loginEnabled: yes  loginEnabled: yes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 登录有效时间，单位秒
  sessionMaxAge: 3600  sessionMaxAge: 3600

logging:logging: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 是否把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toStd: no  toStd: no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 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文件。关闭后，将无法在页面中正确显示系统日志
  toFile: yes  toFile: yes
  loggingFile: ./log/easyedge-iec.log  loggingFile: ./log/easyedge-iec.log

webservice:webservice: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 WEB服务的监听端口
  listenPort: 8702  listenPort: 8702
  listenHost: 0.0.0.0  listenHost: 0.0.0.0

sdk:sdk:
  #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 GPU SDK所使用的cuda版本：9 / 10 / 10.2 / 11.0 / 11.1。请安装完cuda之后，这设置正确的版本号。
  cudaVersion: 10.2  cudaVersion: 10.2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以下高级配置一般无需修改 ------------
#####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注意！！！ 请确保理解配置项含义后再做修改
##### 数据库相关配置##### 数据库相关配置
db:db:
  sqliteDbFile: ./etc/easyedge-iec.db  sqliteDbFile: ./etc/easyedge-iec.db
  eventDbFile: ./etc/easyedge-event.db  eventDbFile: ./etc/easyedge-event.db

##### 推流相关配置##### 推流相关配置
livego:livego:
  listenHost: 0.0.0.0  listenHost: 0.0.0.0
  hlsPort: 7002  hlsPort: 7002
  apiPort: 8090  apiPort: 8090
  flvPort: 8101  flvPort: 8101
  rtmpPort: 1935  rtmpPort: 1935
  server:  server:
    - appName: cameraPreview    - appName: cameraPreview
      hls: false      hls: false
      api: false      api: false
      flv: true      flv: true

##### 视频流相关配置##### 视频流相关配置
edgestream:edgestream:
  listenHost: 127.0.0.1  listenHost: 127.0.0.1
  listenPort: 24402  listenPort: 24402
  #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 摄像头预览：识别结果绘制延迟消失
  renderExtendFrames: 10  renderExtendFrames: 10
  # 预测队列大小: fps=30时，延迟约为2秒  # 预测队列大小: fps=30时，延迟约为2秒
  inferenceQueueSize: 60  inferenceQueueSize: 60
  videoEncodeQueueSize: 20  videoEncodeQueueSize: 20
  videoEncodeBitRate: 400000  videoEncodeBitRate: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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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Board（FZ）专用SDK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 EasyEdge/EasyDL在EdgeBoard®边缘计算盒/Lite计算卡上的专用软件的使用流程。

EdgeBoard系列硬件可直接应用于AI项目研发与部署，具有高性能、易携带、通用性强、开发简单等四大优点。

详细硬件参数请在AI市场浏览。

EdgeBoard产品使用手册：https://ai.baidu.com/ai-doc/HWCE/Yk3b86gvp

软核版本软核版本

SDK版本SDK版本 对应软核对应软核

0.5.2+ 1.4

0.5.7+ 1.5+

SDK升级需配合EdgeBoard硬件软核升级，建议升级软核为SDK对应版本，否则可能出现结果错误或者其他异常。

可以通过 命令获取EdgeBoard当前的软核版本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SDK对应的软核说明：SDK对应的软核说明：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X_gcc7.5_v1.Y.Z_20210813.tar.gz

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软核以及SDK更新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时间 版本 (1.Y.X)版本 (1.Y.X) 说明说明 EdgeBoardFZ1.5对应的软核EdgeBoardFZ1.5对应的软核 EdgeBoardFZ1.4对应的软核EdgeBoardFZ1.4对应的软核

2021.8.23 1.0.0 第一版！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Ikqgcqt5x https://ai.baidu.com/ai-doc/HWCE/Lkqiwlziw

注意：注意：升级完成相应的软核之后需要重启机器生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开发者从EasyEdge/EasyDL下载的软件部署包中，包含了简单易用的SDK和Demo。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快速部署运行EdgeBoard计算盒。

部署包中包含多版本SDK：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适用于EdgeBoard 1.5+软核

baidu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4*：适用于EdgeBoard 1.4+软核

SDK文件结构

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dmesg | grep "DRIVER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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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的SDK自带OpenCV，src编译的时候会引用thirdparty/opencv路径下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Demo使用流程Demo使用流程

用户在AI市场购买计算盒之后，请参考以下步骤进行集成和试用。

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1. 将计算盒连接电源

指示灯亮起，等待约1分钟。

参考EdgeBoard使用文档配置网口或串口连接。登录EdgeBoard计算盒。

加载驱动（开机加载一次即可）。

根据购买的版本，选择合适的驱动。若未加载驱动，可能报错：

设置系统时间（系统时间必须正确）

2. （可选）启动HTTP服务2. （可选）启动HTTP服务

部署包中附带了HTTP服务功能，开发者可以进入SDK根目录，运行 程序启动HTTP服务。

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baidu_easyedge_linux_cpp_aarch64_EdgeBoardFZ1.5_*
├── ReadMe.txt├── ReadMe.txt

├── bin├── bin
│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   ├── 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easyedge_video_inference
├── include├── include

│   └── easyedge│   └── easyedge
├── lib├── lib

│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 -> libeasyedge.so.1
│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so.1.3.1│   ├── libeasyedge.so.1.3.1

│   ├── libeasyedge_static.a│   ├── libeasyedge_static.a
│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libeasyedge_videoio.so.1.3.1

│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libeasyedge_videoio_static.a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libpaddle_full_api_shared.so.1.8.0

│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 -> libverify.so.1
│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 -> libverify.so.1.0.0

│   └── libverify.so.1.0.0│   └── libverify.so.1.0.0
├── now_sre.log├── now_sre.log

├── src├── src
│   ├── CMakeLists.txt│   ├── CMakeLists.txt
│   ├── cmake│   ├── cmake

│   ├── common│   ├── common
│   ├── demo_image_inference│   ├── demo_image_inference

│   ├── demo_serving│   ├── demo_serving
│   └── demo_video_inference│   └── demo_video_inference

└── thirdparty└── thirdparty
    └── opencv    └── opencv

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insmod /home/root/workspace/driver/{zu9|zu5|zu3}/fpgadrv.ko

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Failed to to fpga device: -1

datedate --set  --set "2019-5-18 20:48:00""2019-5-18 20:48:00"

easyedge_servingeasyedge_serving

###### ./easyedge_serving {RES目录} "" {绑定的host，默认0.0.0.0} {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目录} "" {绑定的host，默认0.0.0.0} {绑定的端口，默认24401}
cdcd  ${SDK_ROOT}${SDK_ROOT}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lib

./demo/easyedge_serving ./demo/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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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显示

则启动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盒子。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EdgeBoard HTTP Server 目前使用的是单线程处理请求。

3. 编译运行Demo3. 编译运行Demo

编译：

运行

便可看到识别结果。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激活成功之后，有效期内可离线使用。

1. 配置

2. 新建  :

3. 初始化 

4. 传入图片开始识别

目前EdgeBoard暂不支持并行多模型计算。

接口说明接口说明

预测图片预测图片

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2019-07-18 13:27:05,941 INFO [EasyEdge] [http_server.cpp:136] 547974369280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http://{EdgeBoard计算盒ip地址}:24401/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资源文件夹路径RES资源文件夹路径}}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PaddleFluidConfigPaddleFluid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 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

predictor->init()predictor->init()

predictor->infer(img, ...);predictor->infer(i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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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结果说明识别结果说明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矩形的逻辑。

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HTTP 私有服务请求说明

http 请求参数http 请求参数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0.1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

Cpp label=C#

        /**/**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brief 同步预测接口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inference synchronous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Supported by most chip and engine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threshold     * @param threshold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 Mat &&image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result,,  floatfloat threshold  threshold ==  0.10.1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object detection field// object detection field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import requestsimport requests

with open('./1.jpg', 'rb') as f:with open('./1.jpg', 'rb') as f:

    img = f.read()    img = f.read()

    result = requests.post(    result = requests.post(

     '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

     params={'threshold': 0.1},     params={'threshold': 0.1},

     data=img).json()     data=img).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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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label=C++ 需要安装curl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img.jpg", FileMode.Open);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byte[] img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br.Close();br.Close();
fs.Close();fs.Close();

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string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HttpWeb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request.Method = "POST";request.Method = "POST";
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Stream stream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stream.Write(img, 0, img.Length);
stream.Close();stream.Close();

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Console.WriteLine(sr.ReadToEnd());
sr.Close();sr.Close();
response.Close();respon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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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请求示例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include <sys/stat.h>#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curl/curl.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string>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REG(m) (((m) & 0170000) == (010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define S_ISDIR(m) (((m) & 0170000) == (0040000))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ize_t write_callback(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um, void *data) {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d::string *str = dynamic_cast<std::string *>((std::string *)data);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str->append((char *)ptr, size*num);
        return size*num;        return size*num;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const char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
        FILE *fp = NULL;        FILE *fp = NULL;
        std::string response;        std::string response;
        struct stat stbuf = { 0, };        struct stat stbuf = { 0, };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fp = fopen(post_data_filename, "rb");
        if (!fp) {        if (!fp) {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fprintf(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if (fstat(fileno(fp), &stbuf) || !S_ISREG(stbuf.st_mode)) {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
    ", post_data_filename);    ",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 -1;            return -1;
        }        }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
        curl = curl_easy_init();        curl = curl_easy_init();
        if (curl != NULL) {        if (curl != 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 1L);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stbuf.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READDATA, (void *)fp);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curl_easy_setopt(curl,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
        
            if (res != CURLE_OK) {            if (res != CURLE_OK) {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fprintf(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curl_easy_strerror(res));
            }            }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std::cout << response << std::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            curl_easy_cleanup(curl);
        }        }
        curl_global_cleanup();        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p);        fclose(fp);
        return 0;        return 0;
    }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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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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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

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

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

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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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

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 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 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SDK所有主动报出的错误，均覆盖在 枚举中。同时SDK会有详细的错误日志，开发者可以打开Debug日志查看额外说明：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可以通过安装 来解决。 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

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2.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0.4.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类似错误包括 找不到。

直接运行SDK自带的二进制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部署包中的lib目录即可。 开发者自行使用CMake编译的二进制可以

有效管理.so的依赖。

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3.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4. 预测过程中报内存不足“Killed”

此问题仅出现在ZU5，因为FZ5A带vcu，给他预留的内存过大导致，如果用不到VCU可以把这部分改小。修改/run/media/mmcblk1p1/uEnv.txt：

注意中间空行要保留。

5. 预测结果异常5. 预测结果异常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StatusEdgeStatus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paddle-mobile paddle-mobile))

libpaddle-mobile.solibpaddle-mobile.so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ethaddr=00:0a:35:00:00:09ethaddr=00:0a:35:00:00:09
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uenvcmd=fatload mmc 1 0x3000000 image.ub && bootm 0x3000000

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bootargs=earlycon console=ttyPS0,115200 clk_ignore_unused cpuidle.off=1 root=/dev/mmcblk1p2 rw rootwait cma=1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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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购买的计算盒较早，驱动文件较旧，而SDK比较新（或SDK比较旧，但是计算盒较新），可能出现结果异常，如结果均为空或者 。 请参

考“软核版本”小节更新软核和驱动版本。

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6. 编译过程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下载的SDK zip包需要放到板子内部后，再解压、编译。

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7. 提示 driver_version(1.4.0) not match paddle_lite_version(1.5.1)

需更新驱动，否则可能导致结果异常。参考“软核版本”小节。

服务器离线部署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CPU 基础版: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PC

操作系统支持：Linux

根据开发者的选择，实际下载的版本可能是以下版本之一：

EasyDL图像

x86 CPU 基础版

Nvidia GPU 基础版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1.8.23 1.0.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SDK在以下环境中测试通过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86_64, Ubuntu 18.04, gcc 7.4

Tesla P4, Ubuntu 16.04, cuda 9.0, cudnn 7.5

x86_64, Ubuntu 16.04, gcc 5.4, XTCL r1.0

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11 (可选)

cuda9.0_cudnn7 (使用NVIDIA-GPU时必须)

XTCL 1.0.0.187 (使用昆仑服务器时必须)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nannan

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libeasyedge.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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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均可选，请开发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选择安装。

(可选) 安装cuda&cudnn(可选) 安装cuda&cudnn

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在NVIDIA GPU上运行必须

对于GPU基础版，若开发者需求不同的依赖版本，请在PaddlePaddle官网 下载对应版本的 或参考其文档进行编译，覆盖lib文件

夹下的相关库文件。

(可选) 安装TensorRT(可选) 安装TensorRT

下载包中提供了对应 cuda9.0、cuda10.0、cuda10.2、cuda11.0和cuda11.1 五个版本的 SDK，cuda9.0 和 cuda10.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0.0.11，cuda10.2 和 cuda11.0 的 SDK 默认依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1.3.4，cuda11.1 的 SDK 默认依

赖的 TensorRT 版本为 TensorRT7.2.3.4，请在这里下载对应 cuda 版本的 TensorRT，并把其中的lib文件拷贝到系统lib目录，或其他目录并设置环

境变量。

(可选) 安装XTCL(可选) 安装XTCL

请安装与1.0.0.187版本兼容的XTCL。必要时，请将运行库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2. 测试Demo2. 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在Intel CPU上运行CPU加速版，如果thirdparty里包含openvino文件夹的，必须在

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如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demo运行效果：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libpaddle_fluid.solibpaddle_fluid.so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如果是NNIE引擎，使用sudo运行

sudosudo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ON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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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 {serial_key} {host, default 0.0.0.0} {port, default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 {serial_key} {host, default 0.0.0.0} {port, default 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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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图片不限制大小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配置列表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相关配置均可以通过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对应的key名称加上前缀 即为环境变量的key。如序列号配置的环境变量key

为 ，如指定CPU线程数的环境变量key为 。 注意：通过代

码设置的配置会覆盖通过环境变量设置的值。

        //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step 1: 配置模型资源目录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在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DGE_EDGE_

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EDGE_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EDGE_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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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
  * @brief  * @brief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批量图片推理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std         std::::vectorvector<<cv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std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时才有意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图像分割的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请注意：图像分割时，以下两个字段会比较大，使用完成之后请及时释放EdgeResultData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目标追踪模型，该字段才有意义
        intint trackid trackid;;    // 轨迹id// 轨迹id

        intint frame frame;;    //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处于视频中的第几帧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EdgeTrackStat track_stat;;    // 跟踪状态// 跟踪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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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可以参考 文件。

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或视频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http 请求方式一：无额外编码

图片测试：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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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请求示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图片使用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_data     img_data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_dataimg_data))..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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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1.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效果如下： 

2. CPU线程数设置2. CPU线程数设置

CPU线程数可通过 配置

3. 批量预测设置3. 批量预测设置

CPU加速版设置 含义：此值用来控制批量图片预测可以支持的最大图片数，实际预测的时候单次预测图

片数不可大于此值。实际预测图片数为std::min(PREDICTOR_KEY_VINO_MAX_BATCH_SIZE, batch_size)。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如：undefined reference to `curl_easy_setopt@CURL_OPENSSL_3'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CONTROLLER_KEY_LOG_BRANDCONTROLLER_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config..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PREDICTOR_KEY_CPU_THREADS_NUM,,  44));;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VINO_MAX_BATCH_SIZE, 4); //CPU加速版特殊设置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VINO_MAX_BATCH_SIZE, 4); //CPU加速版特殊设置

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int batch_size = 2; // 使用前修改batch_size再编译、执行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while (get_next_batch(imgs, img_files, batch_size, start_index)) {

    ...    ...
}}

PREDICTOR_KEY_VINO_MAX_BATCH_SIZEPREDICTOR_KEY_VINO_MAX_BATCH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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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1：通过安装 来解决。

方案2：如果开发者想不想使用低版本的openssl（如Ubuntu 18.04）, 可以link静态库 ，自己指定需要的Library的版本：

示例：修改CMakeList.txt

其中, 其他需要的库视具体sdk中包含的库而定。

2.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2.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足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根据显存大小和模型配置。调整合适的初始 fraction_of_gpu_memory。 参数的含义参考这里。

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3.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4.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5.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6.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libcurl3 libcurl-openssl1.0-dev

easyedge_static.aeasyedge_static.a

find_packagefind_package((CURL REQUIREDCURL REQUIRED))
target_link_librariestarget_link_libraries((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OpenCV_LIBS}${OpenCV_LIBS}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easyedge_static pthread ${CURL_LIBRARIES}${CURL_LIBRARIES} verify_static  verify_static ${其他需要的库}${其他需要的库}))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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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7.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8.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同上面8的问题类似，没有正确设置动态库的查找路径，可通过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thirdparty/opencv/lib文件夹解决

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9.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10.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10. 进行视频解码时，报错符号未找到、格式不支持、解析出的图片为空、无法设置抽帧

请确保安装OpenCV时，添加了 选项（或者GStream选项），并且检查OpenCV的安装日志中，关于 段落的说明是否

为 。

如果为NO，请搜索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为依赖没有安装，以apt为例：

Linux集成文档-Python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Linux Python SDK 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Linux x86_64 CPU

Linux x86_64 Nvidia GPU

语言支持：Python 3.5, 3.6, 3.7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时间时间 版本版本 说明说明

2021.8.23 1.0.0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export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ips: 上面冒号后面接的thirdparty/opencv/lib路径以实际项目中路径为准，比如也可能是....//..../thirdparty/opencv/lib/thirdparty/opencv/lib))

-DWITH_FFMPEG=ON-DWITH_FFMPEG=ON Video I/OVideo I/O

YESYES

--   Video I/O:--   Video I/O:
--     DC1394:                      YES (ver 2.2.4)--     DC1394:                      YES (ver 2.2.4)

--     FFMPEG:                      YES--     FFMPEG:                      YES
--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avcodec:                   YES (ver 56.60.100)
--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avformat:                  YES (ver 56.40.101)

--       avutil:                    YES (ver 54.31.100)--       avutil:                    YES (ver 54.31.100)
--       swscale:                   YES (ver 3.1.101)--       swscale:                   YES (ver 3.1.101)

--       avresample:                NO--       avresample:                NO
--     libv4l/libv4l2:              NO--     libv4l/libv4l2:              NO

--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v4l/v4l2:                    linux/videodev2.h

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apt-get install yasm libjpeg-dev libjasper-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dc1394-22-dev libgstreamer0.10-dev  
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libgstreamer-plugins-base0.10-dev libv4l-dev python-dev python-numpy libtbb-dev libqt4-dev libgtk2.0-dev libfaac-dev libmp3lame-dev  
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libopencore-amrnb-dev libopencore-amrwb-dev libtheora-dev libvorbis-dev libxvidcore-dev x264 v4l-utils ff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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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引擎的不同，SDK 依赖了不同的底层引擎。根据所需自行安装。

安装 paddlepaddle安装 paddlepaddle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若 CPU 为特殊型号，如赛扬处理器（一般用于深度定制的硬件中），请关注 CPU 是否支持 avx 指令集。如果不支持，请在paddle官网安装

noavx 版本

使用 预测时必须安装：

如果环境非 cuda9 cudnn7，请参考paddle文档安装合适的 paddle 版本。 不被 paddle 支持的 cuda 和 cudnn 版本，EasyEdge 暂不支持

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2. 安装 easyedge python wheel 包

具体名称以 SDK 包中的 whl 为准。

3. 测试 Demo3. 测试 Demo

图片预测图片预测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和测试图片路径，运行：

测试效果：

4. 测试Demo HTTP 服务4. 测试Demo HTTP 服务 输入对应的模型文件夹（默认为 ）、序列号、设备ip和指定端口号，运行：

后，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http://{设备ip}:24401，选择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测试。也可以参考`demo_serving.py`里 

请求http服务进行推理。

x86_64 CPUx86_64 CPU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paddlepaddle -U paddlepaddle

NVIDIA GPUNVIDIA GPU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paddlepaddle-gpu -U paddlepaddle-gpu

pip3 pip3 installinstall -U BaiduAI_EasyEdge_SDK- -U BaiduAI_EasyEdge_SDK-{{版本号版本号}}-cp36-cp36m-linux_x86_64.whl-cp36-cp36m-linux_x86_64.whl

RESRES

python3 demo.py python3 demo.py {{model_dirmodel_dir}}  {{image_name.jpgimage_name.jpg}}

RESRES

python3 demo_serving.py python3 demo_serving.py {{model_dirmodel_dir}}  """"  {{host, default host, default 0.00.0.0.0.0.0}}  {{port, default port, default 2440124401}}

Running on http://0.0.0.0:24401/Running on http://0.0.0.0:24401/

http_client_test()函数http_client_test()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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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demo.pydemo.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pred pred == edge edge..ProgramProgram(())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predpred..infer_imageinfer_image(({{numpynumpy..ndarray的图片ndarray的图片}}))
predpred..closeclose(())

demo_serving.pydemo_serving.py

importimport BaiduAI BaiduAI..EasyEdge EasyEdge asas edge edge
fromfrom BaiduAI BaiduAI..EasyEdgeEasyEdge..serving serving importimport Serving Serving

server server == Serving Serving((model_dirmodel_dir=={{RES文件夹路径RES文件夹路径}}))
######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 请参考同级目录下demo.py里:
###### pred.init(model_dir=xx, device=xx, engine=xx, device_id=xx)###### pred.init(model_dir=xx, device=xx, engine=xx, device_id=xx)
######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对以下参数device\device_id和engine进行修改
serverserver..runrun((hosthost==hosthost,, port port==portport,,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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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VIDIA GPU 预测时，必须满足：

机器已安装 cuda, cudnn

已正确安装对应 cuda 版本的 paddle 版本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合理的初始内存使用比例

使用 CPU 预测时，可以通过在 init 中设置 thread_num 使用多线程预测。如：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defdef  initinit((selfself,,
            model_dir            model_dir,,

            device            device==DeviceDevice..LOCALLOCAL,,
            engine            engin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config_file            config_file=='conf.json''conf.json',,
            preprocess_file            preprocess_file=='preprocess_args.json''preprocess_args.json',,

            model_file            model_file=='model''model',,
            params_file            params_file=='params''params',,
            graph_file            graph_file=='graph.ncsmodel''graph.ncsmodel',,

            label_file            label_file=='label_list.txt''label_list.txt',,
            device_id            device_id==00

                        ))::
              """"""

       Args:       Args:
           device: Device.CPU           device: Device.CPU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engine: Engine.PADDLE_FLUID

           model_dir: str           model_dir: str
               model dir               model dir

           preprocess_file: str           preprocess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model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params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graph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label_file: str

           device_id: int           device_id: int

       Raises:       Raises:
           RuntimeError, IOError           RuntimeError, IOError

       Returns:       Returns:
           bool: True if success           bool: True if success

       """       """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

predpred..initinit((model_dirmodel_dir==_model_dir_model_dir,, device device==edgeedge..DeviceDevice..CPUCPU,, engine engine==edgeedge..EngineEngine..PADDLE_FLUIDPADDLE_FLUID,, thread_num thread_nu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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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格式: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confidence float 0~1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label string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index number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x1, y1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x2, y2 float 0~1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mask string/numpy.ndarray 图像分割的mask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可以参考 demo 文件中使用 opencv 绘制矩形的逻辑。

结果示例结果示例

i) 图像分类

ii) 物体检测

        defdef  infer_imageinfer_image((selfself,, img img,,
                   threshold                   threshold==0.30.3,,
                   channel_order                   channel_order=='HWC''HWC',,
                   color_format                   color_format=='BGR''BGR',,
                   data_type                   data_type=='numpy''numpy'))::
              """"""

       Args:       Arg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img: np.ndarray or bytes
           threshold: float           threshold: float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only return result with confidence larger than threshold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_order: string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hannel order HWC or CHW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_format: string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color format order RGB or BGR
           data_type: string           data_type: string
               image data type               image data type
                      
       Returns:       Returns:
           list           list

       """       """

[dict1, dict2, ...][dict1, dict2, ...]

{{
        "index""index"::  736736,,
        "label""label"::  "table""table",,
        "confidence""confidence"::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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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1.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1. 运行时报错 "非法指令" 或 " illegal instruction"

可能是 CPU 缺少 avx 指令集支持，请在paddle官网 下载 noavx 版本覆盖安装

2.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2. NVIDIA GPU预测时，报错显存不：

如以下错误字样：

请在运行 Python 前设置环境变量，通过 来限制SDK初始使用的显存量，0.3表示初始使用

30%的显存。如果设置的初始显存较小，SDK 会自动尝试 allocate 更多的显存。

3.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3. 我想使用多线程预测，怎么做？

如果需要多线程预测，可以每个线程启动一个Progam实例，进行预测。 demo.py文件中有相关示例代码。

注意： 对于CPU预测，SDK内部是可以使用多线程，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参考init的thread_num参数。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G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NVIDIA GPU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 版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协议

HTTP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1.8.23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
        "y2""y2"::  0.912110.91211,,
        "label""label"::  "cat""cat",,
        "confidence""confidence"::  1.01.0,,
        "x2""x2"::  0.915040.91504,,
        "index""index"::  88,,
        "y1""y1"::  0.126710.12671,,
        "x1""x1"::  0.212890.21289
}}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paddle.fluid.core.EnforceNotMet: Enforce failed. Expected allocating <= available, but received allocating:20998686233 >  
available:19587333888.available:19587333888.
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Insufficient GPU memory to allocation. at [/paddle/paddle/fluid/platform/gpu_info.cc:170]

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export FLAGS_fraction_of_gpu_memory_to_us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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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如果使用GPU版SDK，请安装CUDA + cuDNN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

即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SDK默认使用cuda9版本，如果需要cuda10请运行EasyEdge CUDA10.0.bat切换到cuda10版本，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nn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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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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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 include ######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 include ######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 define ######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 define ######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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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tensor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9.0.x + cuDNN 7.6.x 或者 CUDA 10.0.x + cuDNN 7.6.x

TensorRT 7.x 必须和CUDA版本对应

GPU加速版（EasyEdge-win-x86-nvidia-gpu-paddletrt）依赖，版本必须如下： CUDA 11.0.x + cuDNN 8.0.x TensorRT 7.1.3.4 必须和CUDA版本对

应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缺失DLL?5. 启动失败，缺失DLL?

打开EasyEdge.log，查看日志错误，根据提示处理 缺失DLL，请使用 https://www.dependencywalker.com/ 查看相应模块依赖DLL缺失哪些，请

自行下载安装

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6.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7. 其他问题7. 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服务器端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进入EasyDL社区交流 ,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图像分类服务器端SDK支持Linux、Windows两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Intel CPU: x86_64

NVIDIA GPU: x86_64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

上

NVIDIA G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GPU依赖：

CUDA 9.x + cuDNN 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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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使用步骤激活&使用步骤

离线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步骤：

1.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开发文档

2. 正式使用

SDK常见问题SDK常见问题

通过左侧导航栏查看不同操作系统SDK的FAQ

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以下是通用FAQ，如您的问题仍未解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提交工单反馈反馈

1、SDK如何激活？有效期是多少？

在免费试用期范围内，SDK有效期飞桨EasyDL-桌面版软件的试用期保持一致，通过飞桨EasyDL-高级版发布的SDK，可永久使用。

如有其他异常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通用小型设备离线部署

Linux集成文档-C++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EasyEdge/EasyDL的Linux CPP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 - 图像分类 - 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CPU: aarch64 armv7hf

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Ubuntu, Centos, Debian等)

海思HiLinux

树莓派Raspbian/Debian

瑞芯微Firefly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1.8.23 | 1.0.0 | 第一版！|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安装依赖安装依赖

依赖包括依赖包括

cmake 3+

gcc 5.4 以上(需包含 GLIBCXX_3.4.22) ，gcc / glibc版本请以实际SDK ldd的结果为准

opencv3.4.5 (可选)

依赖说明：树莓派依赖说明：树莓派

树莓派Raspberry默认为armv7hf系统，使用SDK包中名称中包含 的tar包。如果是aarch64系统，使用SDK包中名称中包

含 的tar包。

在安装前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32位还是64位 ：

armv7hf_ARM_armv7hf_ARM_

aarch64_ARM_aarch64_AR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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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Demo测试Demo

模型资源文件默认已经打包在开发者下载的SDK包中。

Demo工程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请先将tar包整体拷贝到具体运行的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对于硬件使用为：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Linux x86_64 / armv7hf / aarch64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on Linux x86_64 / armv7hf / aarch64，在编译或运行demo程序前执行以下命令: 

部分SDK中已经包含预先编译的二进制, bin/easyedge_demo, bin/easyedge_serving，配置LD_LIBRARY_PATH后，可直接运行:

LD_LIBRARY_PATH=../lib ./bin/easyedge_serving

编译运行：

如果希望SDK自动编译安装所需要的OpenCV库，修改cmake的option 为 即可。 SDK会自动从网络下载opencv源码，并

编译需要的module、链接。注意，此功能必须需联网。

若需自定义library search path或者gcc路径，修改CMakeList.txt即可。

对于硬件使用为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Intel Movidius MyRIAD2 / MyRIAD X 的，如果宿主机找不到神经计算棒Intel® Neural Compute Stick，需要执行以下命令添加

USB Rules：

demo运行效果：

测试Demo HTTP 服务测试Demo HTTP 服务

编译demo完成之后，会同时生成一个http服务 运行

getconf LONG_BITgetconf LONG_BIT
3232

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source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bin/setupvars.sh

cdcd src src
mkdirmkdir build  build &&&&  cdcd build build
cmake cmake ....  &&&&  makemak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模型RES文件夹模型RES文件夹}}    {{测试图片路径测试图片路径}}

EDGE_BUILD_OPENCVEDGE_BUILD_OPENCV ONON

cmake -DEDGE_BUILD_OPENCVcmake -DEDGE_BUILD_OPENCV==ON ON ....  &&&&  makemake -j16 -j16

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cp ${cpp_kit位置路径}/thirdparty/openvino/deployment_tools/inference_engine/external/97-myriad-usbboot.rules /etc/udev/rules.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sudo udevadm triggersudo udevadm trigger
sudo ldconfigsudo ldconfig

  >>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easyedge_image_inference ....//....//....//..../RES /RES 22.jpeg.jpeg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2,659 INFO :46:12,659 INFO [[EasyEdgeEasyEdge]]  [[easyedge.cpp:34easyedge.cpp:34]]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Baidu EasyEdge Linux Development Kit  
0.20.2.1.1((2019021320190213))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083 INFO :46:14,083 INFO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60]]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Allocate graph success. Allocate graph success.
20192019-02-13 -02-13 1616:46:14,326 DEBUG :46:14,326 DEBUG [[EasyEdgeEasyEdge]]  [[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paddlev2_edge_predictor.cpp:143]]  140606189016192140606189016192 Inference costs  Inference costs 168168 ms ms
11, , 11:txt_frame, p:0.994905 loc: :txt_frame, p:0.994905 loc: 0.1681610.168161, , 0.1536540.153654, , 0.9208560.920856, , 0.7796210.779621
DoneDone

######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 {serial_key} {host, default 0.0.0.0} {port, default 24401}###### ./easyedge_serving {res_dir} {serial_key} {host, default 0.0.0.0} {port, default 24401}
 ./easyedge_serving  ./easyedge_serving ....//....//..../RES /RES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0  .0.0  244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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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志中会显示

字样，此时，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同时，可以调用HTTP接口来访问服务，具体参考下文接口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使用该方式，将运行库嵌入到开发者的程序当中。

使用流程使用流程

请优先参考Demo的使用流程。遇到错误，请优先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解释，以及日志说明。

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HTTP is now serving at 0.0.0.0:2440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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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罩检测模型，将 修改为 即可。

口罩检测模型请注意输入图片中人脸大小建议保持在 88到9696像素之间，可根据场景远近程度缩放图片后再传入SDK。

SDK参数配置SDK参数配置 SDK的参数通过 和 配置。 的所有key

在 中。其中

前缀的key是不同模型相关的配置，通过 设置

前缀的key是整个SDK的全局配置，通过 设置

以序列号为例，KEY的说明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具体支持的运行参数可以参考开发工具包中的头文件的详细说明。

初始化初始化

接口

        //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step 1: 配置运行参数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model_dir ==  {{模型文件目录模型文件目录}};;

        //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step 2: 创建并初始化Predictor；这这里选择合适的引擎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 step 3-1: 预测图像// step 3-1: 预测图像

        autoauto img  img == cv cv::::imreadimread(({{图片路径图片路径}}));;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imgimg,, results results));;

  // step 3-2: 预测视频// step 3-2: 预测视频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s results;;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type source_type ==  static_caststatic_cast<<SourceTypeSourceType>>((video_typevideo_type));;    //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source_type 定义参考头文件 easyedge_video.h

 video_config video_config..source_value source_value == video_src video_src;;

  /*/*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more video_configs, 根据需要配置video_config的各选项

 */ */

  autoauto video_decoding  video_decoding ==  CreateVideoDecodingCreateVideoDecoding((video_configvideo_config));;

  whilewhile  ((video_decodingvideo_decoding->->nextnext((frame_tensorframe_tensor))  ==== EDGE_OK EDGE_OK))  {{

     results     results..clearclear(());;

          ifif  ((frame_tensorframe_tensor..is_neededis_needed))  {{

         predictor         predictor->->inferinf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renderrender((frame_tensorframe_tensor..frameframe,, results results,, predictor predictor->->model_infomodel_info(())..kindkind));;

          }}

          //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display(frame_tensor); // 显示当前frame，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video_decoding->save(frame_tensor); // 存储当前frame到视频，需在video_config中开启配置

    }}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PaddleMultiStageConfig config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set_configset_config

easyedge_xxxx_config.heasyedge_xxxx_config.h

PREDICTORPREDICTOR 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set_config

CONTROLLERCONTROLLER 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

/**/**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brief 序列号设置；序列号不设置留空时，SDK将会自动尝试使用本地已经激活成功的有效期内的序列号

 * 值类型：string * 值类型：string

 * 默认值：空 * 默认值：空

 */ */

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static constexpr auto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 "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EdgePredictorConfig config;

config.model_dir = ...;config.model_dir = ...;

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config.set_config(params::PREDICTOR_KEY_SERIAL_NUM, "1DB7-1111-1111-D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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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返回非0，请查看输出日志排查错误原因。

预测图像预测图像

接口

图片的格式务必为opencv默认的BGR, HWC格式。

返回格式

中可以获取对应的分类信息、位置信息。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关于图像分割mask关于图像分割mask

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关于图像分割mask_rle

该字段返回了mask的游程编码，解析方式可参考 http demo

以上字段可以参考demo文件中使用opencv绘制的逻辑进行解析

autoauto predictor  predictor ==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CreateEdgePredictorCreateEdgePredictor((configconfig));;
predictorpredictor->->initinit(());;

  /**/**
  * @brief  * @brief
  * 通用接口  * 通用接口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image: must be BGR , HWC format (opencv default)
  * @param result  * @param result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virtual  intint  inferinfer((
         cv         cv::::MatMat&& image image,, std std::::vectorvector<<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result result
  ))  ==  00;;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structstruct  EdgeResultDataEdgeResultData  {{
        intint index index;;    // 分类结果的index// 分类结果的index
    std    std::::string labelstring label;;    // 分类结果的label// 分类结果的label
        floatfloat prob prob;;    // 置信度// 置信度

        //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物体检测活图像分割时才有
        floatfloat x1 x1,, y1 y1,, x2 x2,, y2 y2;;    //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x1, y1): 左上角， （x2, y2): 右下角； 均为0~1的长宽比例值。

        // 图像分割时才有// 图像分割时才有
    cv    cv::::Mat maskMat mask;;    // 0, 1 的mask// 0, 1 的mask
    std    std::::string mask_rlestring mask_rle;;    //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Run Length Encoding，游程编码的mask
}};;

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cv::Mat mask为图像掩码的二维数组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其中1代表为目标区域，0代表非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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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视频预测视频

SDK 提供了支持摄像头读取、视频文件和网络视频流的解析工具类 ，此类提供了获取视频帧数据的便利函数。通过 结

构体可以控制视频/摄像头的解析策略、抽帧策略、分辨率调整、结果视频存储等功能。对于抽取到的视频帧可以直接作为SDK infer 接口的参数

进行预测。

接口

class ：

struct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VideoConfigVideoConfig

VideoDecodingVideoDecoding

    /**    /**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brief 获取输入源的下一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next(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brief 显示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display(const 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brief 将当前frame_tensor中的视频帧写为本地视频文件

     * @param frame_tensor     * @param frame_tensor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virtual int save(FrameTensor &frame_tensor)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fps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fps() = 0;    virtual int get_fps()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width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virtual int get_width() = 0;

    /**    /**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brief 获取视频的height属性
     * @return     * @return

     */     */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rtual int get_height() = 0;

VideoConfigVideo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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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源类型，支持视频文件、摄像头、网络视频流三种，值分别为1、2、3。

： 若 为视频文件，该值为指向视频文件的完整路径；若 为摄像头，该值为摄像头的index，如对

于 的摄像头，则index为0；若 为网络视频流，则为该视频流的完整地址。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标记为is_needed的帧是用来做预测的帧。反

之，直接跳过该帧，不经过预测。

：若置该项为true，则无论是否设置跳帧，所有的帧都会被抽取返回，以作为显示或存储用。

：用于抽帧前设置fps。

：设置摄像头采样的分辨率，其值请参考 中的定义，注意该分辨率调整仅对输入源为摄像头时有效。

：高级选项。部分配置会通过该map来设置。

注意注意

1.如果使用 的 功能，需要自行编译带有GTK选项的opencv，默认打包的opencv不包含此项。

2.使用摄像头抽帧时，如果通过 设置了分辨率调整，但是不起作用，请添加如下选项：

3.部分设备上的CSI摄像头尚未兼容，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工单、QQ交流群或微信交流群反馈。

具体接口调用流程，可以参考SDK中的 。

日志配置日志配置

设置  的相关参数。具体含义参考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http服务http服务

1. 开启http服务1. 开启http服务 http服务的启动参考 文件。

/**/**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brief 视频源、抽帧策略、存储策略的设置选项

 */ */

struct VideoConfig {struct VideoConfig {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ourceType source_type;            // 输入源类型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std::string source_value;          // 输入源地址，如视频文件路径、摄像头index、网络流地址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skip_frames{0};                // 设置跳帧，每隔skip_frames帧抽取一帧，并把该抽取帧的is_needed置为true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nt retrieve_all{false};           // 是否抽取所有frame以便于作为显示和存储，对于不满足skip_frames策略的frame，把所抽取帧的

is_needed置为falseis_needed置为false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int input_fps{0};                  // 在采取抽帧之前设置视频的fps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Resolution resolution{Resolution::kAuto}; // 采样分辨率，只对camera有效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bool enable_display{fals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std::string window_name{"EasyEdg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display_all{false};           // 是否显示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显示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enable_save{false};    bool enable_save{false};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std::string save_path;             // frame存储为视频文件的路径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bool save_all{false};              // 是否存储所有frame，若为false，仅存储根据skip_frames抽取的frame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std::map<std::string, std::string> conf;

};};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valuesource_valu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ource_typesource_type

/dev/video0/dev/video0 source_typesource_type

skip_framesskip_frames

retrieve_allretrieve_all

input_fpsinput_fps

resolutionresolution easyedge_video.heasyedge_video.h

confconf

VideoConfigVideoConfig displaydisplay

resolutionresolution

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video_config.conf["backend"] = "2";

demo_video_inferencedemo_video_inference

EdgeLogConfigEdgeLogConfig

EdgeLogConfig log_configEdgeLogConfig log_config;;

log_configlog_config..enable_debug enable_debug ==  truetrue;;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log_configset_log_config((log_configlog_config));;

demo_serving.cppdemo_serving.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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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http服务2. 请求http服务

开发者可以打开浏览器， ，选择图片来进行测试。

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式一：不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URL中的get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默认值默认值

threshold 阈值过滤， 0~1 如不提供，则会使用模型的推荐阈值

HTTP POST Body即为图片的二进制内容(无需base64, 无需json)

Python请求示例

Java请求示例

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http 请求方法二：使用图片base64格式 HTTP方法：POST Header如下：

参数参数 值值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请求填写Body请求填写：

分类网络： body 中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brief 开启一个简单的demo http服务。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该方法会block直到收到sigint/sigterm。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http服务里，图片的解码运行在cpu之上，可能会降低推理速度。
     * @tparam ConfigT     * @tparam ConfigT
     * @param config     * @param config
     * @param host     * @param host
     * @param port     * @param port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service_id service_id  user parameter, uri '/get/service_id' will respond this value with 'text/plain'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param instance_num 实例数量，根据内存/显存/时延要求调整
     * @return     * @return
     */     */
        templatetemplate<<typenametypename ConfigT ConfigT>>
        intint  start_http_serverstart_http_server((
                        constconst ConfigT  ConfigT &&configconfig,,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hosthost,,
                        intint port port,,
                        constconst std std::::string string &&service_idservice_id,,
                        intint instance_num  instance_num ==  11));;

http://{设备ip}:24401http://{设备ip}:24401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top_num": 5 "top_nu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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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op_nu

m
否 number - 返回分类数量，不填该参数，则默认返回全部分类结果

检测和分割网络： Body请求示例：

body中参数详情：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选选
类型类型

可选值可选值

范围范围
说明说明

image 是 string -
图像数据，base64编码，要求base64图片编码后大小不超过4M,最短边至少15px，最长边最大4096px，

支持jpg/png/bmp格式 注意去掉头部注意去掉头部

thresho

ld
否 number - 默认为推荐阈值，也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http 返回数据http 返回数据

字段字段 类型说明类型说明 其他其他

error_code Number 0为成功,非0参考message获得具体错误信息

results Array 内容为具体的识别结果。其中字段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一节

cost_ms Number 预测耗时ms，不含网络交互时间

返回示例

其他配置其他配置

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日志名称、HTTP 网页标题设置

通过global_controller的 方法设置：

{{
 "image": "<base64数据>" "image": "<base64数据>"
}}

预测图像-返回格式预测图像-返回格式

{{
        "cost_ms""cost_ms"::  5252,,
        "error_code""error_code"::  00,,

        "results""results"::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4824218750.94482421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0591854080557823180.059185408055782318,,
                        "x2""x2"::  0.187954962253570560.18795496225357056,,

                        "y1""y1"::  0.147622540593147280.14762254059314728,,
                        "y2""y2"::  0.525100767612457280.52510076761245728

                }},,
                {{

                        "confidence""confidence"::  0.940917968750.94091796875,,
                        "index""index"::  11,,
                        "label""label"::  "IronMan""IronMan",,

                        "x1""x1"::  0.791514635086059570.79151463508605957,,
                        "x2""x2"::  0.923106670379638670.92310667037963867,,

                        "y1""y1"::  0.0457286685705184940.045728668570518494,,
                        "y2""y2"::  0.429201066493988040.42920106649398804

                }}
            ]]
}}

set_configset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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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FAQFAQ

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1. 如何处理一些 undefined reference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如：./easyedge_dem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asyedge.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因

为二进制运行时ld无法找到依赖的库。如果是正确cmake && make 的程序，会自动处理好链接，一般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遇到该问题时，请找到具体的库的位置，设置LD_LIBRARY_PATH。

示例一：libverify.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veirfy.so文件，一般可通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verify.so文件所在的路径为准)

示例二：libopencv_videoio.so.4.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链接找不到libopencv_videoio.so文件，一般可通

过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thirdparty/opencv/lib 解决(实际冒号后面添加的路径以libopencv_videoio.so所在路

径为准)

2.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2. 如何将我的模型运行为一个http服务？

目前cpp sdk暂未集成http运行方式； 0.4.7版本之后，可以通过start_http_server方法开启http服务。

3.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3. 运行NNIE引擎报permission denied

日志显示：

请使用sudo在root下运行。

4.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4. 运行SDK报错 Authorization failed

1. 情况一：日志显示  在新的硬件上首次运行，必须联网激活。

SDK 能够接受  的环境变量通过代理处理自己的网络请求。如

2. 情况二：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

局限于）以下可能的情况：

MAC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global_controllerglobal_controller(())->->set_configset_config((easyedgeeasyedge::::paramsparams::::KEY_LOG_BRANDKEY_LOG_BRAND,,  "MY_BRAND""MY_BRAND"));;

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open sys: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open erropen err

: Permission denied: Permission denied

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Http perform failed: null respond

HTTP_PROXYHTTP_PROXY

exportexport  HTTP_PROXYHTTP_PROXY=="http://192.168.1.100:8888""http://192.168.1.100:8888"

./easyedge_demo ./easyedge_demo ......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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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5.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5. 使用libcurl请求http服务时，速度明显变慢

这是因为libcurl请求continue导致server等待数据的问题，添加空的header即可

6.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6. 运行NNIE引擎报错 std::bad_alloc

检查开发板可用内存，一些比较大的网络占用内存较多，推荐内存500M以上

7.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7. 运行二进制时，提示 libverify.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可能cmake没有正确设置rpath, 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为sdk的lib文件夹后，再运行：

8.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8. 编译时报错：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可能是因为在复制SDK时文件信息丢失。请将整个压缩包复制到目标设备中，再解压缩、编译

Windows集成文档

简介简介

本文档介绍Windows CPU SDK的使用方法。

网络类型支持：图像分类，物体检测

硬件支持：

Intel CPU * x86_64

操作系统支持

64位 Windows 7 及以上

环境依赖（必须安装以下版本）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协议

HTTP

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 | 时间 | 版本 | 说明 | | ---------- | ------ | --------------- | | 2021.8.23 | 1.0.0 | 第一版！ |

快速开始快速开始

1. 安装依赖1. 安装依赖

安装.NET Framework4.5安装.NET Framework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baidu/easyedge 目录~/.baidu/easyedge 目录

headers headers == curl_slist_append curl_slist_append((headers, headers, "Expect:""Expec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 ./easyedge_demo/lib ./easyedge_demo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2642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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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安装目录不能包含中文

2. Windows Server 请自行开启，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管理”——”添加角色和功能“——勾选”桌面体验“，点击安装，安装之后重启

即可。

2. 运行离线SDK2. 运行离线SDK

解压下载好的SDK，打开EasyEdge.exe。

点击"启动服务"，等待数秒即可启动成功，本地服务默认运行在

其他任何语言只需通过HTTP调用即可。

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Demo示例(以图像服务为例)

服务运行成功，此时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在h5中测试模型效果。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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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图像服务调用说明图像服务调用说明

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Python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

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C++ 使用示例代码如下，需要安装curl

importimport requests requests

withwith  openopen(('./1.jpg''./1.jpg',,  'rb''rb'))  asas f f::

    img     img == f f..readread(())

****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params 为GET参数 data 为POST Body****

result result == requests requests..postpost(('http://127.0.0.1:24401/''http://127.0.0.1:24401/',, params params=={{'threshold''threshold'::  0.10.1}},,

                                                  data                                                  data==imgimg))..jsonjson(())

FileStreamFileStream fs  fs ==  newnew  FileStreamFileStream(("./img.jpg""./img.jpg",, FileMode FileMode..OpenOpen));;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 br  br ==  newnew  BinaryReaderBinaryReader((fsfs));;

bytebyte[[]] img  img == br br..ReadBytesReadBytes((((intint))fsfs..LengthLength));;

brbr..CloseClose(());;

fsfs..CloseClose(());;

stringstring url  url ==  "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http://127.0.0.1:8402?threshold=0.1";;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 request  request ==  ((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HttpWebRequest..CreateCreate((urlurl));;

requestrequest..Method Method ==  "POST""POST";;

StreamStream stream  stream == request request..GetRequestStreamGetRequestStream(());;

streamstream..WriteWrite((imgimg,,  00,, img img..LengthLength));;

streamstream..CloseClose(());;

WebResponseWeb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request request..GetResponseGetResponse(());;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 sr  sr ==  newnew  StreamReaderStreamReader((response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GetResponseStream(())));;

ConsoleConsole..WriteLineWriteLine((srsr..ReadToEndReadToEnd(())));;

srsr..CloseClose(());;

responseresponse..Close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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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获取的结果存储在response字符串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字段字段 类型类型 取值取值 说明说明

threshold float 0 ~ 1 置信度阈值

HTTP POST Body直接发送图片二进制。

返回参数返回参数 | 字段 | 类型 | 取值 | 说明 | | ---------- | ------ | ---- | ------------------------ | | confidence | float | 0~1 | 分类或检测的置信度 | | label | string | | 分

类或检测的类别 | | index | number | | 分类或检测的类别 | | x1, y1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左上角坐标 (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 x2, y2 | float

| 0~1 | 物体检测，矩形的右下角坐标（相对长宽的比例值） |

关于矩形坐标关于矩形坐标

x1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横坐标

###### include ###### include <<syssys//statstat..hh>>
###### include ###### include <<curlcurl//curlcurl..hh>>
###### include ###### include <<iostreamiostream>>
###### include ###### include <<stringstring>>
###### define ###### define S_ISREGS_ISREG((mm))  ((((((mm))  &&  01700000170000))  ====  ((01000000100000))))
###### define ###### define S_ISDIRS_ISDIR((mm))  ((((((mm))  &&  01700000170000))  ====  ((00400000040000))))

size_t size_t write_callbackwrite_callback((voidvoid  **ptrptr,, size_t size size_t size,, size_t num size_t num,,  voidvoid  **datadata))  {{
    std    std::::string string **str str ==  dynamic_castdynamic_cast<<stdstd::::string string **>>((((stdstd::::string string **))datadata));;
    str    str->->appendappend((((charchar  **))ptrptr,, size size**numnum));;
        returnreturn size size**numnum;;
}}

intint  mainmain((intint argc argc,,  charchar  **argvargv[[]]))  {{
        constconst  charchar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  "./img.jpg""./img.jpg";;
    FILE     FILE **fp fp ==  NULLNULL;;
    std    std::::string responsestring response;;
        structstruct  statstat stbuf  stbuf ==  {{  00,,  }};;
    fp     fp ==  fopenfopen((post_data_filenamepost_data_filename,,  "rb""rb"));;
        ifif  ((!!fpfp))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Error: failed to open fil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ifif  ((fstatfstat((filenofileno((fpfp)),,  &&stbufstbuf))  ||||  !!S_ISREGS_ISREG((stbufstbuf..st_modest_mode))))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Error: unknown file size \"%s\"\n",, post_data_filename post_data_filename));;
                returnreturn  --11;;
        }}
    CURL     CURL **curlcurl;;
    CURLcode res    CURLcode res;;
        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init((CURL_GLOBAL_ALLCURL_GLOBAL_ALL));;
    curl     curl ==  curl_easy_initcurl_easy_init(());;
        ifif  ((curl curl !=!=  NULLNULL))  {{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URL CURLOPT_URL,,  "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http://127.0.0.1:24401?threshold=0.1"));;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 CURLOPT_POST,,  1L1L));;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 CURLOPT_POSTFIELDSIZE_LARGE,,((curl_off_tcurl_off_t))stbufstbuf..st_sizest_size));;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READDATA CURLOPT_READDATA,,  ((voidvoid  **))fpfp));;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FUNCTION CURLOPT_WRITEFUNCTION,, write_callback write_callback));;
                curl_easy_setoptcurl_easy_setopt((curlcurl,, CURLOPT_WRITEDATA CURLOPT_WRITEDATA,,  &&responseresponse));;
        res         res ==  curl_easy_performcurl_easy_perform((curlcurl));;

                ifif  ((res res !=!= CURLE_OK CURLE_OK))  {{
                        fprintffprintf((stderrstderr,,  "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curl_easy_perform() failed: %s\n",,  curl_easy_strerrorcurl_easy_strerror((resres))));;
                }}
        std        std::::cout cout <<<< response  response <<<< std std::::endlendl;;  //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response即为返回的json数据
                curl_easy_cleanupcurl_easy_cleanup((curlcurl));;
        }}
        curl_global_cleanupcurl_global_cleanup(());;
        fclosefclose((fpfp));;
        returnreturn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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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x2 * 图片宽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横坐标

y2 * 图片高度 = 检测框的右下角的纵坐标

FAQFAQ

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1. 服务启动失败，怎么处理？

请确保相关依赖都安装正确，版本必须如下：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2. 服务调用时返回为空，怎么处理？

调用输入的图片必须是RGB格式，请确认是否有alpha通道。

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3. 多个模型怎么同时使用？

SDK设置运行不同的端口，点击运行即可。

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4. JAVA、C#等其他语言怎么调用SDK?

参考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43765

5.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5. 启动失败，报错NotDecrypted?

Windows下使用，当前用户名不能为中文，否则无法正确加载模型。

6.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6. 启动失败，报错 SerialNum无效

日志显示 或者  此类情况一般是设备指纹发生了变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

可能的情况：

mac 地址变化

磁盘变更

bios重刷

以及系统相关信息。

遇到这类情况，请确保硬件无变更，如果想更换序列号，请先删除 ，再重新激活。

7. 其他问题7. 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可到论坛发帖：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list/199 描述使用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纯离线SDK简介

本文档主要说明定制化模型发布后获得的SDK如何使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

前往官方论坛交流，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互动

SDK说明SDK说明

SDK支持iOS、Android、Linux、Windows四种操作系统。以下为具体的系统、硬件环境支持：

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failed to get/check device id(xxx) 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Device fingerprint mismatch(xxx)

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C:\Users\${用户名}\.baidu\easyedg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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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硬件环境要求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C++
CPU: AArch64 ARMv7l

Windows
64位 Windows7 及以

上

Intel CPU x86_64

环境依赖：

.NET Framework 4.5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5

激活&使用SDK激活&使用SDK

SDK的激活与使用分以下步骤：

1. 本地运行SDK，并完成首次联网激活

2. 正式使用

常见问题

训练相关问题

如果使用GPU环境进行训练？

如果您的计算机有NVIDIA® GPU，且需要使用GPU环境进行训练，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Windows 7/8/10/11： 需安装 CUDA 11.2 与 cuDNN v8.2.1

Ubuntu 16.04/18.4/20.4：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CentOS 7： 需 CUDA 11.2 与 cuDNN v8.1.1

您可参考NVIDIA官方文档了解CUDA和CUDNN的安装流程和配置方法，详见：

CUDA 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cuda/

cuDNN安装指南：https://docs.nvidia.com/deeplearning/cudnn/install-guide/index.html

训练失败怎么办？

若训练失败，训练任务列表中会展示失败原因及解决办法，如有其他问题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如何提升模型效果？如何提升模型效果？

一个模型很难一次性就训练到最佳的效果，可能需要结合模型评估报告和校验结果不断扩充数据和调优。为此我们设计了模型迭代功能，即当模

型训练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最新的版本号，首次V1、之后V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调整训练数据和算法，多次训练，获得更好的模型效果。

若想要提升模型效果，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一、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一、检查并优化训练数据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类别的图片量不少于100个，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2. 检查不同类别的数据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分类的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类别数据量很高，有的类别数据量较低，会影响模

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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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物体检测物体检测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标签标注50个框以上，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2. 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量是否均衡，建议不同标签的标注框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标签框数很多，有的标签框数很少，

会影响模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实例分割实例分割

1. 检查是否存在训练数据过少的情况，建议每个标签标注50个目标以上，如果低于这个量级建议扩充。

2. 检查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是否均衡，建议不同标签的标注目标数数据量级相同，并尽量接近，如果有的标签标注的很多，有的标签标注的

很少，会影响模型整体的识别效果。

3. 通过模型效果评估报告中的错误识别示例，有针对性地扩充训练数据。

4. 检查测试模型的数据与训练数据的采集来源是否一致，如果设备不一致、或者采集的环境不一致，那么很可能会存在模型效果不错但实际测

试效果较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重新调整训练集，将训练数据与实际业务场景数据尽可能一致。

二、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二、尝试不同的训练配置

可前往训练配置页面尝试不同的配置组合，因不同数据集在不同的算法上可能表现不一致，所以建议您多尝试不同的算法选型后综合挑选精度最

高的模型使用，你可以选择如下的配置项：

增量训练

自定义验证集

数据增强策略

在高级训练配置中增加输入图片分辨率

分享我的模型

分享EasyDL定制化模型

本文将会引导您将定制化模型售卖至AI市场中，具体的介绍与操作流程，您可以详细查看如下流程。

1. 售卖市场介绍

2. 模型售卖的准备工作

3. 模型售卖的具体流程

售卖市场介绍

您在EasyDL定制化训练出的模型可以在百度AI市场（aim.baidu.com ) 进行售卖。AI市场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服务AI产业链的商业平台，集结AI服

务商所提供的AI软硬件、解决方案、数据服务、模型算法等产品与服务，为需方提供一站式AI采购平台，帮助供需双方在市场内建立精准的对接

与交易通道。

如果您是企业，您可以获取模型销售收入，价格由您自主决定；如果您是个人，您也可通过发布0元模型商品获得社区积分奖励，商品购买一次

将获得1分，50积分即可兑换大礼（社区积分获取兑换详情）。

您将模型售卖至百度AI市场后，对您模型感兴趣的买家可以在市场中一键下单购买，并对模型进行再训练或是部署为服务集成在自己的应用中。

模型在AI市场上架、购买以及买家再训练，均不影响您对原始模型的操作，您可以放心售卖。

模型售卖的准备工作

您的模型在AI市场出售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 满足AI市场服务商入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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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 完成百度云账号个人或企业实名认证

3. 接受《百度AI市场入驻协议》及相关协议及管理规范

• 定制化模型服务满足售卖要求：

1. 模型分类属于图像检测、图像分类或情感倾向分析才可予以售卖。并且图像分类、情感倾向分析类只可售卖高精度算法模型。

2. 模型最新训练时间在2020.09.25后，且距今不超过1年（模型商品超过训练时间1年，在AI市场将自动下架）。

3. 模型完全由您自主训练，基于已购模型或预置模型再次训练的模型不可售卖。

模型售卖的具体流程

您确认符合AI市场服务商入驻标准，且有符合售卖条件的模型，可按如下步骤完成售卖。期间有任何问题，可发邮件至AImarket@baidu.com咨

询，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解答您的疑问，帮您顺利完成。

售卖具体流程如下：

1、入驻AI市场并成功开店

售卖模型需要在AI市场开店成为服务商，请您按照如下流程操作：

1. 选择身份：根据您的情况，选择以企业或个人身份入驻市场。注：一经选择后不可修改

2. 实名认证：请以模型训练的账号完成认证。企业认证需提交营业执照照片，个人认证需准备身份证照片，请提前准备。

3. 开通店铺：您需提交店铺logo、店铺简介、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常审核需要1-2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后可进入下一步。

2、选择模型出售

您开店成功后，有两种方案选择模型予以出售。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择任一一种方案予以出售。

（1）在EasyDL的AI市场-售卖模型中，选择可售模型列表中的模型，点击“出售模型”后将会跳转至AI市场的商品列表中，商品列表中将会出现一个

已经创建好的草稿，该草稿部分信息已自动填充完成，您需要点击编辑对其余信息予以补充。

（2）在AI市场服务商后台的商品列表中选择“商品发布”，在商品分类中选择模型算法以及对应的模型分类，右侧出现从“从现有模型发布”按钮，

点击后选中您需要发布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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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有多个模型但无可售模型，可能原因是您的模型最新训练时间在2020.9.25之前或是模型训练时间超过1年，建议您重新训练模

型再予以售卖。

3、填写模型商品信息

模型商品售卖需要填写四个部分信息：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部分信息已为您默认填充，您还需完成应用行业、商品摘要、商品推荐语、商品图片、产品亮点、产品说明、商品协议等内容予以

填写，图片内容越丰富越直观表达模型应用场景，越容易获得买家的青睐。其中商品协议为您与用户之间的协议，AI市场只提供协议模板，您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上传PDF，买家需要同意后才可下单购买。 

模型信息模型信息：模型信息包括模型使用方式、数据标签信息、模型demo素材等信息，您需要重点关注数据标签信息与模型demo素材信息的填写。

-数据标签：需要您准确说明每个标签的名称与含义，这将帮助买家理解模型用途并基于此进行模型再训练。

-模型demo素材：为了促进模型售卖，AI市场为当前上架的模型免费提供Demo试用服务。因此您需要为Demo提供5张示例图片与文本，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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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试用模型效果。 

交付信息交付信息：AI市场已为您默认填写好规格信息。对于企业服务商，您的规格信息包括：10天免费试用版与正式版，试用版价格为0，正式版您

可以自主定价；对于个人服务商，您只有一个正式版模型规格，价格为0，但模型一旦售卖将会获得社区积分，可兑换精美礼品。 

售后信息售后信息：售后信息包括发票与服务保障。对于企业服务商，您需要为买家提供增值税普票或专票；对于个人服务商，由于商品为零元，您不

需要提供发票。服务保障说明已默认为您填写好，无需修改。 

商品信息填写完整后即可提交审核。提交后，将会由专人进行质量审核，约一个工作日给您结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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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售卖并获得收入

您的模型服务审核通过并成功上架后，AI市场的买家将可在市场中购买您的模型服务。 成功付款后，收入将由AI市场代收，您可在月底发起结算

申请，AI市场将销售收入打到您的账户中。

分享EasyDL定制化API

本文将会引导您将定制化API服务售卖至AI市场中，从而快速获得品牌曝光，并获得丰厚收入。接下来，您将了解如下内容：

1. 售卖市场介绍

2. API服务售卖的准备工作

3. API服务售卖的具体流程

售卖市场介绍

您在EasyDL定制化训练出的模型可以在百度AI市场（aim.baidu.com) 进行售卖。AI市场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服务AI产业链的商业平台，集结AI服务

商所提供的AI软硬件、解决方案、数据服务、模型算法等产品与服务，为需方提供一站式AI采购平台，帮助供需双方在市场内建立精准的对接与

交易通道。

您将训练完成的API售卖至AI市场中，不仅会获得大量浏览用户关注，增强您企业的品牌曝光。同时，您所训练的服务还将发挥巨大的商业价值，

对您服务感兴趣的买家可以在市场中一键下单购买，并集成到业务中使用，您也将获得相应的收入。

API服务售卖的准备工作

您的服务在AI市场出售定制化API服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 满足AI市场服务商入驻标准：

1.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拥有正规的公司资质

2. 完成百度云账号企业实名认证

3. 接受《百度AI市场入驻协议》及相关协议及管理规范

• 定制化API服务满足售卖要求：

1. 定制化识别接口至少被成功调用1次及以上

2. 图像分类/声音分类模型准确率>80%，且总训练数据量>50

3. 物体检测模型mAP>60%，且总训练数据量>20

API服务售卖的具体流程

您确认您的企业/单位符合AI市场服务商入驻标准，且有符合售卖条件的API服务，可按如下步骤完成售卖。期间有任何问题，可发邮件至

AImarket@baidu.com咨询，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解答您的疑问，帮您顺利完成。售卖具体流程如下：

1、入驻AI市场并成功开店

售卖模型需要在AI市场开店成为服务商，请您按照如下流程操作：

1. 实名认证：请以EasyDL训练者的账号完成企业实名认证。企业认证需提交营业执照照片，请提前予以准备。

2. 开通店铺：您需提交店铺logo、店铺简介、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常审核需要1-2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后可进入下一步。

2、选择API出售

您开店成功后，有两种方案选择API予以出售。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择任一一种方案予以出售。

（1）在EasyDL控制台-公有云服务-售卖服务中，选择可售API列表中的API，点击“发布商品”后将会跳转至AI市场商品发布页面，部分API信息将会

予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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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AI市场服务商后台的商品列表中选择“商品发布”，在商品分类中选择软件服务-API接口，右侧出现从“从现有API发布”按钮，点击后选中您

需要发布的API。

3、发布API商品

商品发布需要填写四个部分信息：

商品基本信息商品基本信息：注意：由于EasyDL服务的限制，买家使用的最大并发限制为2QPS，您可在商品信息中提醒买家，API服务暂无法支持高并发的

需求。

API生产信息API生产信息：API生产信息主要包括请求参数、请求示例、返回示例以及错误码。由于本部分信息对于买家调用API非常重要，请谨慎填写。具

体内容您可按照训练模型的类别，参考EasyDL官方提供的定制化声音识别API文档进行填写。

交付信息交付信息：选择线上交易，创建规格。在线售卖API已默认添加0元/20次(买家只能购买一次)的体验版规格，方便买家进行简单测试，您可以

根据需要自行删除或添加套餐包规格，例如配置套餐包：配额100次调用，价格10元。

售后信息售后信息：售后信息包括发票与服务保障。对于企业服务商，您需要为买家提供增值税普票或专票，服务保障请您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商品信息填写完整后即可提交审核。提交后，将会由专人进行质量审核，约一个工作日给您结果反馈，审核期间，AI市场将会测试调用一次，来

确定您的API是否符合售卖标准。

4、售卖并获得收入

您的API服务审核通过并成功上架后，AI市场的买家将可在市场中购买您的服务。 成功付款后，收入将由AI市场代收，您可在月底发起结算申

请，AI市场将销售收入打到您的账户中。

版本更新记录
2022年12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模型训练新增「半监督学习」功能，支持添加已标注数据和未标注数据共同参与训练，从而获得一个泛

化效果更好的模型

2022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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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评

估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评估功能新增「模型调优建议」功能,建议将从「基于整个模型」和「基于单个标签」两

个角度，给出数据中各因素（对比度、标注框面积等）对模型准确率、漏检率、误检率三个方面造成的影响程度，并提出修

改策略建议。

2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实例分割新增支持「高性能」算法,性能相较高精度算法提升一倍。

3
模型训

练

EasyDL文本-文本创作后端升级文心大模型，从原来的仅提供10B模型调整为高精度（10B）、高性能（1.5B）两类算

法，10B模型在效果方面具有2%领先优势，1.5B模型在性能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预计1.5B模型训练资源减少到原有的

1/8（10B模型训练需要8张v100卡加载，1.5B模型只需要1张v100），预测资源预估约减少为1/3。

4
模型服

务
EasyDL结构化数据-表格数据预测新增支持「本地服务器/通用小型设备x86 CPU部署」，满足用户对离线部署的场景需求。

5
产品优

化
EasyDL我的模型页面支持模型搜索、模型置顶功能，进一步优化用户模型管理使用体验。

2022年07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服

务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新增「辨影软硬一体方案」 ，针对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操作台在训练模型时支持选择辨影作

为专项适配硬件的选项之一，通过发挥辨影在工业质检场景灵活部署、自带显示屏等业务优势，提高用户本地部署的易用

性。

2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新增支持「超高性能」算法，性能提升1.2倍。

3
模型服

务
EasyDL图像-公有云服务支持接口输入为图片URL地址，优化用户服务调用使用体验。

4
模型服

务
EasyDL文本-文本创作支持在线H5体验模型推理，优化用户在模型体验阶段的使用体验。

5
产品优

化
创建模型数量上调至30，进一步满足用户创建多个模型的开发诉求。

2022年06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场景应用 EasyDL新增支持「场景范例」，包含工业制造、智慧城市、电商等多行业场景算法，辅助用户快速上手体验AI开发流程。

2022年05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

类

EasyDL新增跨模态技术方向上线「图文匹配」任务类型，满足用户在图文匹配相关场景的应用诉求，例如，知识文档、图谱

构建等。

2
场景应

用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新增人脸检测、行人检测、车辆识别3类场景算法能力，进一步满足用户在细分场景对高精度模型的诉

求。

3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高级训练配置新增支持「数据不平衡优化」策略，解决用户在数据收集阶段因为样本分布数量不均导致

模型精度下降的问题。

2022年04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图像-图像分割新增模「语义分割」模型类型，充分解决用户在识别外观形状有细分差异场景下的识别难题。

202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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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

类

EasyDL文本新增「评论观点抽取 」任务类型，多维度收集用户的文本评论观点，常应用于电商购物、政府信箱等业务场

景。

2022年01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服

务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支持批量预测，支持用户异步获取预测结果的诉求，同时帮助用户进一步利用资源空闲期降

低预测成本。

2021年10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功能模

块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分类支持免训练迭代模式，当用户的训练数据存在不断更新的情况，可开启该模式，快速添加新数据至

数据库直接迭代模型，不必重新训练，降低训练成本。

2
模型训

练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支持自定义四边形标注和训练，充分满足用户在复杂标注场景下的物体检测标注诉求，提高模型效果精

度。

2021年09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部署 EasyDL图像-上线智能边缘控制台，充分满足用户在本地管理预测设备、实现服务包统一更新迭代的诉求。

2021年08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支持小目标检测，解决当目标物极小时识别率不佳的复杂场景问题。

2 模型训练 EasyDL图像-支持增量训练任务

3 数据服务 EasyDL图像-图像分割支持自动识别标注

2021年07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训练 EasyDL图像支持自动超参搜索

2021年06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支持多标签模型

2 数据服务 EasyDL视频-目标跟踪支持在线标注

3 数据服务 EasyDL文本-实体抽取支持智能标注

4 数据服务 EasyDL图像上线噪声样本挖掘

2021年05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文本技术方向新增多语种文本分类模型

2 模型种类 EasyDL的本地服务器API已支持线上购买

3 模型训练 EasyDL图像分类高级训练配置支持数据不平衡优化

4 模型训练 EasyDL图像支持精度提升配置包

5 模型训练 EasyDL图像支持自定义验证集&自定义测试集

2021年03月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版本更新记录

1332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视频上线目标跟踪

2 模型种类 EaysDL OCR全新上线

2021年01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结构化数据上线时序预测模型

2 数据服务 图像数据导入新增支持COCO格式、导出支持VOC、COCO格式

3 数据服务 在大图标注模式下，提供无损压缩的快速浏览模式

4 数据服务 图像分类批量标注

5 数据服务 图像分割支持导入已标数据

6 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支持配置epoch、输入图片分辨率等高级参数

7 模型评估 图像分类模型的混淆矩阵分析，支持查看热力图

8 模型部署 支持端云协同服务

9 模型部署 设备端SDK新增支持Android平台高通骁龙GPU、Linux平台瑞芯微NPU

10 模型部署 软硬一体方案新增均衡算法，提供在精度和性能上更加平衡的算法选择

2020年12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数据服务 校验模型页面查看检测框，支持按置信度排序,在物体检测框数量较多时查看结果体验更佳

2 模型管理 支持模型名称修改

2020年11月

EasyDL平台全新升级，包含图像、文本、语音、OCR、视频、结构化数据6大方向，及零售行业版，覆盖更多应用场景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上线短文本相似度任务

2 数据服务 标签格式支持中文

3 数据服务 标注框支持自定义颜色 ，优化图像分割/物体检测标注模板下用户的标注框浏览体验

2020年9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支持更丰富的技术方向/任务类型：文本实体抽取、语音识别、结构化数据分析，开放目标跟踪邀测

2 模型训练 接入AI市场，支持用户交易模型，并基于购买的模型再训练

3 模型部署 图像分类模型，支持适配比特大陆的设备端SDK

4 模型训练 物体检测模型，新增「超高精度」、「均衡」两种算法

5 模型性能 图像分类、检测、分割模型，支持在训练页面查看算法的适配硬件及性能，方便选择算法

6 模型效果 文本分类单标签模型，后端框架接入文心，支持高精度与高性能两个算法

7 模型部署 文本单标签、多标签、情感倾向分析模型，支持私有API部署

8 模型部署 支持在线购买软硬一体方案专用SDK、按产品线鉴权设备端SDK授权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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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训练 图像分类、物体检测模型训练时，支持配置数据增强算子

2 模型部署 物体检测模型支持Atlas系列硬件，包括：设备端华为Atlas 200开发板、服务器端Atlas 300加速卡

2020年5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部署 JetsonNano软硬一体方案上线

2020年4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数据服务 图像分类支持在线标注

2 模型部署 图像分类支持量化加速，提高端部署性能

2020年3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部署 EdgeBoard(VMX)软硬一体方案上线

2 模型部署 新增声音分类服务器端SDK

3 模型部署 图像分类设备端基础版SDK，支持Linux系统Atlas200开发板

2019年12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效果 物体检测设备端SDK部署高精度算法精度进一步提升，平均精度提升5%

2 数据服务 nlp-序列标注功能上线

3 模型效果 nlp方向支持“文心2.0”预训练模型

2019年8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图像分类本地部署训练新增高精度算法

2 模型效果 物体检测模型效果优化

3 模型种类 EasyDL新增图像分割模型

2019年7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效果 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平均准确率提升20%

2 模型性能 物体检测高性能模型后端时延降低90%，约500ms

2019年6月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数据服务 EasyDL智能标注功能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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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模型种类 EasyDL定制视频分类上线

2019年4月

EasyDL零售行业版上线

序号序号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功能描述

1 数据服务 物体检测支持多人同时标注数据集

2 模型部署 物体检测离线SDK新增支持windows及linux操作系统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价格常见问题

模型训练如何计费？模型训练如何计费？

EasyDL提供各个技术方向均提供免费训练的模式，如需使用更高级付费的资源，请开通付费后使用

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API如何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API如何收费？调用量不够怎么办？

每个公有云API有累计10000点的免费调用额度，如需付费使用，请在控制台进行线上购买

数据相关问题

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需要上传多少张图片才能训练出效果较好的模型？

每个分类至少需要准备20张以上。如果想要较好的效果，建议每个分类准备不少于100张图片。

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上传图片的总量有限制吗？

每个账号下所有数据集的图片总数不能超过10万张。

智能标注功能目前已对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开放，智能标注功能目前已对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模型开放，了解功能详情了解功能详情

以下为智能标注相关常见问题

“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一键标注”和“立即训练”要如何选择？

当系统推荐“立即训练”，且系统预标注的框确实已非常精准时，可以不用标注剩余数据，直接开始模型训练。此时，仅用当前已标注图片训练

的模型，与标注所有数据后训练的模型相比，效果几乎等同

如果系统预标注的框还有些不精准，可以启动一键标注，人工确认系统标注的标注框后，再开始训练

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选择了“立即训练”之后是否还可以“一键标注”？

选择“立即训练”之后，系统默认为您结束此次智能标注

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智能标注结束后，又往数据集上传了新图片，是否可以直接“一键标注”新图片？

如果您创建了新的标签、或新上传的图片场景和之前的图片场景差异较大，建议不要使用一键标注，而是从头开始智能标注（即再次筛选关键

图片）

如果不是以上情况，再次启动智能标注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键标注：

根据系统提示，进入一键标注

查看系统对“未标注[优先]”图片的预标注，点击“满意预标注结果”后，进入一键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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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标签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就创建好所有需要识别的标签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标签，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智能标注中可以增删图片吗？

暂不支持。为了保证系统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在启动功能前上传需要标注的所有图片，并删除不相关的图片

如果确实需要增删图片，可以先结束智能标注

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智能标注中可以修改已标注图片的标注框吗？

可以。但为了保证智能标注的效果，建议不要大量改动

如果确实需要修改大量标注，建议先结束智能标注

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为什么我已经人工标注了很多图片，但系统预标注依然不准？

系统预标注的结果会受以下因素影响：

智能标注期间，对“已标注”图片的标签进行大量改动

曾结束智能标注，并对标签、图片进行增删

如果您没有进行以上操作，系统标注结果依然不理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多个数据集是否可以同时启动智能标注？

目前每个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对一个数据集启动智能标注

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共享中的数据集是否可以启动智能标注？

暂不支持。智能标注中的数据集也暂不支持共享，如有疑问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智能标注失败了怎么办？

可以先尝试稍后重新启动

若再次遇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图像分割模型如何正确标注？图像分割模型如何正确标注？

所有图片中出现的目标物体都需要被标出（标注可以重叠）

标注应包含整个物体，且尽可能不要包含多余的背景

如果图片中存在很多相同标签的目标物体，可以使用右侧的锁定按钮。锁定标签后，只需要在左侧标注目标物体即可，不用再重复选择标签

训练相关问题

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数据处理失败或者状态异常怎么办？

如是是图像分类模型上传处理失败，请先检查已上传的分类命名是否正确，是否存在中文命名、或者增加了空格；然后检查下数据图片量是否

超过上限（10万张）；再检查图片中是否有损坏。如果自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模型训练失败怎么办？

如果遇到模型训练失败的情况，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已经上线的模型还可以继续优化吗？

已经上线的模型依然可以持续优化，操作上还是按照标准流程在训练模型中-选择要优化的模型和数据完成训练，然后在模型列表中更新线上

服务，完成模型的优化

模型效果相关问题

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如何通过「完整评估结果」里的错误示例优化模型？

错误示例中，左侧是正确的结果，右侧是模型的识别结果

观察模型识别有误的图片有哪些共同点，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训练数据。比如：当图片比较亮的时候模型都能识别正确，但比较暗的时候模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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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错了。这时就需要补充比较暗的图片作为训练数据

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我的数据有限，如何优化效果？

先申请发布模型，并备注说明希望通过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实际调用服务时模型效果变差？

训练图片和实际场景要识别的图片拍摄环境应一致，举例：如果实际要识别的图片是摄像头俯拍的，那训练图片就不能用网上下载的目标正面

图片

每个标签的图片需要覆盖实际场景里面的可能性，如拍照角度、光线明暗的变化，训练集覆盖的场景越多，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如果使用的是云服务，可以开通云服务数据管理功能，将实际调用云服务识别的图片加入训练集，不断迭代模型

**如果训练数据已经达到以上要求，且单个分类/标签的图片量超过200张以上，效果仍然不佳，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上线相关问题

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希望加急上线怎么处理？

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每个账号可以上线几个模型？是否可以删除已上线的模型？

每个账号最多申请发布十个模型，已上线模型无法删除

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申请发布模型审核不通过都是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有，1、经过电话沟通当前模型存在一些问题或者不再使用，如训练数据异常、数据量不够、不想再继续使用等原因，沟通达成一致

拒绝。2、电话未接通且模型效果较差，会直接拒绝。如果需要申诉，请在百度智能云控制台内提交工单反馈

模型部署相关问题

平台的部署方式支不支持我的硬件？

部署类型部署类型 支持的硬件示例支持的硬件示例

通用ARM 绝大多数安卓、苹果手机；瑞芯微RK32、RK32、RK35系列、树莓派等开发板

英特尔神经计算棒 NCS 1代、NCS 2代

海思NNIE Hi3559AV100/Hi3559CV100等

华为昇腾Atlas开发板 Atlas200计算盒、Atlas300 计算卡

比特大陆SE计算盒 Bitmain SE5

通用x86CPU 绝大多数英特尔和AMD CPU

通用x86CPU加速版 英特尔志强、酷睿、凌动系列CPU

高通骁龙 骁龙660以后芯片的手机

华为NPU mate10，mate10pro，P20，mate20，荣耀v20等

华为达芬奇NPU mate30，p40，nova6，荣耀v30等

英伟达 GPU 消费级显卡GeForce系列、RTX系列、TITAN，专业显卡Quadro、Tesla系列

英伟达Jetson TX2、Nano、Xavier、Xavier NX

快速链接

公有云部署公有云部署

公有云服务API调用常见错误码

本地服务器部署本地服务器部署

Windows-GPU部署常见问题

Linux-C++部署常见问题

Linux-Python部署常见问题

Linux·Atlas部署常见问题

通用小型设备部署通用小型设备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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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部署常见问题

iOS部署常见问题

Windows-CPU部署常见问题

Linux-C++部署常见问题

Linux-Python部署常见问题

软硬一体方案部署软硬一体方案部署

EdgeBoard(FZ)部署常见问题

EdgeBoard(VMX)部署常见问题

Jetson部署常见问题

Baidu 百度智能云文档 常见问题

1338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Vk38n3att#%25E9%2594%2599%25E8%25AF%25AF%25E7%25A0%2581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vk38n3alk#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vk38n3a57#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1k38n3ade#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Ak38n3b2d#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Ek38n38zs#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Bk7q4e4u5#windows-faq
https://ai.baidu.com/ai-doc/EASYDL/Dka3ky0an#faq

	目录
	平台简介
	什么是EasyDL
	EasyDL产品体系
	EasyDL产品优势
	EasyDL常用概念
	AI开发基础知识
	文心大模型

	新手指南
	EasyDL图像-图像分类快速开始
	EasyDL图像-物体检测快速开始
	EasyDL文本-文本分类单标签快速开始
	EasyDL零售行业版快速开始
	EasyDL图像SDK集成快速开始
	通用设备端Android ARM
	通用设备端Linux ARM
	通用设备端Windows x86加速版
	服务器端Linux GPU 加速版
	专项适配硬件EdgeBoard(FZ)
	专项适配硬件Jetson


	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软硬一体方案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通用小型设备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价格常见问题
	EasyDL图像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图像价格整体说明
	EasyDL图像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文本价格说明
	文本私有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文本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文本价格整体说明
	EasyDL文本算力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表格预测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价格整体说明

	EasyDL视频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设备端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软硬一体方案价格说明
	EasyDL视频价格整体说明
	EasyDL视频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本地服务器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本地设备端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语音价格整体说明
	EasyDL语音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零售行业版价格说明
	价格整体说明
	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本地部署价格说明

	EasyDL跨模态价格说明
	EasyDL跨模态公有云API价格说明
	EasyDL跨模态算力资源价格说明


	EasyDL 图像使用说明
	EasyDL图像介绍
	图像分类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
	常见问题

	物体检测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
	常见问题

	图像分割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端云协同服务
	常见问题


	EasyDL 文本使用说明
	EasyDL文本介绍
	文本分类-单标签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常见问题

	文本分类-多标签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情感倾向分析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文本实体关系抽取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文本实体抽取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短文本相似度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部署

	评论观点抽取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2.导入未标注文本数据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文本创作
	文本创作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EasyDL 语音使用说明
	EasyDL语音介绍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介绍
	创建模型
	训练模型
	上线模型
	模型调用

	声音分类
	声音分类整体说明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EasyDL 视频使用说明
	EasyDL视频介绍
	视频分类
	视频分类介绍
	创建模型
	数据准备

	上传视频分类数据集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常见问题

	目标跟踪
	目标跟踪介绍
	创建模型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EasyDL 结构化数据使用说明
	EasyDL结构化数据介绍
	表格数据预测
	表格数据预测介绍

	简介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故障处理

	时序预测
	时序预测介绍

	简介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发布
	故障处理


	EasyDL OCR使用说明
	EasyDL OCR介绍
	API文档
	错误码

	EasyDL 跨模态使用说明
	EasyDL跨模态整体介绍
	图文匹配
	整体介绍
	数据准备
	模型训练

	模型评估
	模型部署

	发布模型，生成在线API

	EasyDL 零售行业版使用说明
	零售版服务介绍
	购买指南
	定制商品检测服务
	服务介绍
	购买指南
	快速训练一个模型
	模型创建
	数据准备
	数据标注
	模型训练
	模型效果评估
	模型优化
	模型发布
	模型使用
	API文档

	翻拍识别服务
	服务介绍
	购买指南
	API文档

	门店拜访SDK（原货架拼接服务）
	服务介绍
	购买指南
	体验APP
	API文档
	SDK文档

	价签识别服务
	服务介绍
	购买指南
	API文档

	标准商品检测服务
	服务介绍
	API文档

	零售版常见问题

	飞桨EasyDL桌面版使用说明
	产品简介
	产品介绍
	功能介绍
	系统支持
	下载与激活
	AI开发基础知识

	快速开始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图像分类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物体检测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实例分割
	用零代码开发实现语义分割

	数据管理
	数据导入
	查看数据集
	创建数据集
	数据标注

	开发与训练
	零代码开发
	Notebook开发

	模型中心
	模型列表
	模型部署
	服务列表
	智能边缘控制台

	离线SDK部署说明
	专项适配硬件离线部署
	服务器离线部署
	通用小型设备离线部署

	常见问题

	分享我的模型
	分享EasyDL定制化模型
	分享EasyDL定制化API

	版本更新记录
	2021年01月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