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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版本

什么是 AWS DeepLens？
AWS DeepLens 是一款支持深度学习的视频摄像机。它已与集成几项 AWS 机器学习服务并可以针对从 
AWS 云预配置的部署模型执行本地推理。它让您可以学习和探索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和技术，从而基
于深度学习模型开发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

作为机器学习的初学者，您可以使用 AWS DeepLens，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示例项目的动手教程来探索深度学
习。每个示例项目包含一个预训练模型和一个直接的推理函数。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从业者，你可以使用这AWS DeepLens发展环境训练卷积神经网络 (CNN) 模型，然后将
包含模型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项目部署到AWS DeepLens设备。您可在任何支持的深度学习框架上训练模
型 (p. 32)，包括 Caffe、MXNet 和 TensorFlow。

创建并运行AWS DeepLens基于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项目，您通常使用以下 AWS 服务：

• 使用 SageMaker 服务训练和验证 CNN 模型或者导入预先训练的模型。
• 使用 AWS Lambda 服务创建项目函数，根据模型对摄像头源提供的视频帧进行推理。
• 使用 AWS DeepLens 服务创建由模型和推理函数组成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项目。
• 使用AWS IoT Greengrass将应用程序项目和 Lambda 运行时部署到AWS DeepLens设备，以及软件或配

置更新。

这意味着您必须授予适当权限才能访问这些 AWS 服务。

主题
• AWS DeepLens 设备版本 (p. 1)
• AWS DeepLensHardware (p. 2)
• AWS DeepLens 软件  (p. 5)

AWS DeepLens 设备版本
以下主题讨论了AWS DeepLens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主题
• AWS DeepLens 设备 (p. 1)
•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p. 1)

AWS DeepLens 设备
首次在 AWS Re: Inent 2017 上推出，AWS DeepLens设备已提供2018 年 6 月 14 日在美国市场上市。

有关详细的硬件规格，eeAWS DeepLensHardware (p. 2).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在UK、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日本、加拿大以及我们市场。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包括以下硬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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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USB 到 USB 电缆连接（而不是 SoftAP 无线连接）简化了初始设备设置。

有关详细的硬件规格，请参阅 AWS DeepLensHardware (p. 2)。

AWS DeepLensHardware
AWS DeepLens 设备规格如下：

• 使用 MJPEG (Motion JPEG) 的 4 百万像素摄像机
• 8GB 板载内存
• 16GB 存储容量
• 32GB SD (安全数字) 卡
• Wi-Fi 同时支持 2.4GHz 和 5GHz 的标准双频网络
• 一个微型 HDMI 显示端口
• 音频输出和 USB 端口
• 功耗：20 W
• 电源输入：5V 和 4Aps

下图显示了 AWS DeepLens 硬件的前面和后面。

下图显示了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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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的前面，电源按钮位于底部。按钮上方是三个 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的状态：

• Power status (电源状态) 指示设备开启还是关闭。
• Wi-Fi 显示设备处于设置模式（闪烁）、已连接到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网络（长亮）或未连接到 Internet（熄

灭）。
• Camera status (摄像头状态)：在它亮起时，指示项目已成功部署到设备并且项目正在运行。否则，该 

LED 灯将关闭。

在设备的背面，您可以看到以下接口：

• 一个微型用于存储和传输数据的 SD 卡插槽。
• 用于通过微型 HDMI 到 HDMI 线将显示器连接到设备的微型 HDMI 插槽。
• USB 端口：

• AWS DeepLens：两个 USB 2.0 插槽，用于在设备上连接 USB 鼠标和键盘或任何其他支持的 USB 的配
件。

• AWS DeepLens2019 版本 (v1.1)：两个 USB 3.0 插槽，一个仅用于注册，另一个用于将 USB 鼠标和键
盘或任何其他支持 USB 的配件连接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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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其中一个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的 USB 插槽仅用于注册
• 重置针孔，用于将设备转入设置模式，使您可以将设备作为接入点，并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设备来配置设

备。
• 音频输出，用于连接到扬声器或耳机。
• 电源接口，用于将设备接到 AC 电源上。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摄像机采用 Intel® 凌动处理器，该处理器每秒可处理 1000 亿次浮点运算 
(GFLOPS)。这为您提供了在设备上执行推理时所需的全部计算能力。微型 HDMI 显示端口、音频输出和 
USB 端口允许您连接外围设备，因此您可以利用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获得创意。

只要您注册了 AWS DeepLens，就可以使用它。首先部署一个示例项目，并将其用作开发自己的计算机视觉
应用程序的模板。

AWS DeepLens 软件
AWS DeepLens 设备使用以下框架的最新软件版本：

• AWS DeepLens 设备的硬件版本 1.0 和 1.1 均支持 Python 2.7 和 Python 3.7。
• 支持的深度学习 AI 架构为 MXNet 1.6.0 和 TensorFlow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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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的工作原理
了解已部署 AWS DeepLens 项目的基本工作流程和 AWS DeepLens 支持的建模框架。

AWS DeepLens 项目工作流程
下图阐明了已部署 AWS DeepLens 项目中的基本工作流程。

1. 在打开时，AWS DeepLens 捕获视频流。
2. 您的 AWS DeepLens 会生成两个输出流：

• 设备直播— 直接传递而不处理的视频流。
• 项目直播— 模型处理视频帧的结果

3. 推理 Lambda 函数接收未处理的视频帧。
4. 推理 Lambda 函数将未处理的帧传递到项目的深度学习模型中，在其中进行处理。
5. 推理 Lambda 函数从模型接收处理后的帧，然后将处理后的帧传递到项目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

支持的建模框架
借助 AWS DeepLens，您可以使用受支持的深度学习建模框架训练项目模型。您可在 AWS 云或其他位置训
练模型。目前，AWS DeepLens 支持 Caffe、TensorFlow 和 Apache MXNet 框架以及 Gluon 模型。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AWS DeepLens 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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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AWS DeepLens
在以下过程中，我们将引导您安全地连接 AWS DeepLens 并部署您的第一个模型。通过一个简单的项目开
始入门，使您能够在 10 分钟内使用 AWS DeepLens 设备来识别普通对象。准备好后，请尝试我们更具挑战
性的猫识别教程，这是一个用于创建自定义项目的工作流程模板。

Note

要使用 AWS LamAWS DeepLens azonewazone 和其他 AWS Lamazonazone 如果您没有账户，
请访问 aws.amazon.com，然后选择创建 AWS 账户。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创建和激活 AWS 账
户。

创建 AWS 账户后，使用 AWS 账户或用户证书登录 AWS DeepLens 控制台。本节中的主题假设您已登录 
AWS DeepComposer 控制台。

主题
• 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7)
• 创建和部署示例模型（约 10 分钟） (p. 30)

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要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运行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您必须先将设备注册到 AWS。在注册之
后，您可以创建AWS DeepLens在 AWS 云中进行项目。您还可以将项目部署到已注册设备并更新设备软件
和设置。

注册过程对于 AWS DeepLens 硬件的每个版本是不同的。第一，c查看印刷在底部的硬件版本AWS 
DeepLens设备。

T母鸡、 选择以下链接之一，然后按照特定语言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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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设备
• 注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v1.1) (p. 8)
• 注册您的AWS DeepLens设备 (v1) (p. 17)

注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v1.1)
注册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1. 将设备连接到您的计算机。
2. 验证设备序列号。
3. 设置设备的 Internet 连接。
4. 在 AWS 云中创建设备表示形式。
5. 更新设备设置。

请参阅以下各节以查看每个任务的详细说明。

Note

这些说明应用于 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仅限. 您可以验证您的底部的硬件版本AWS 
DeepLens设备。如果您明白HW v1.1，您的设备这 AWS DeepLens2019 版 (v1.1)1.1 版. 然
后，您可以继续了解本节中的过程. 否则，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注册 AWS DeepLens 设备 
(v1)” (p. 17)。

主题
• Connect 您的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到计算机 (p. 8)
• 验证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序列号 (p. 11)
• Connect 您的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到 Internet  (p. 12)
• 为您的命名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并完成注册 (p. 14)
• 查看或更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设置 (p. 16)

Connect 您的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到计算机
使用计算机注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必须先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要将您的设备连接到计
算机，请执行怎么样的步骤在本节中.

Note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直接连接到设备 (p. 11)。

连接您的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到计算机

1.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为了AWS DeepLens在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home?region=us-east-1#firstrun.

2. 选择 Register a device (注册设备)。

Note

如果您未看到 Register a device (注册设备) 按钮，请从主导航窗格上选择 Devices (设备)。
3. In 选择硬件版本，选择HW v1.1为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选择 Start (开始) 以开始注

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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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Connect your device to your computer (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页面上，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启动设备
并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方法是 USB 到 USB 电缆的一端插入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并将另一端插入
设备背面的 REGISTRATION USB 端口。然后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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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到连接完成（即 Device USB connection (设备 USB 连接) 状态变为 Connected (已连接) 时），然后
选择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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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使用一个显示器、鼠标、和键盘

作为使用计算机连接到您的替代方法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您还可以使用显示器直接连接到
设备。μHDMI 到 HDMI 电缆，USB 键盘、还有一个 USB 鼠标。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Ubuntu 登录凭证。如果
这是你第一次你已经日志GED在设备中使用这种方法，输入aws_cam为了用户名和aws_cam为了密码. 出现
提示时，重置密码。出于安全原因，请使用强密码. 对于任何后续登录，在 Password (密码) 中输入您的新密
码。

验证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序列号
在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后，AWS DeepLens控制台e验证s验证设备是否为版本 1.1 的设备序列号 (DSN)。

验证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1. 请记下您的设备序列号的最后四位数字。它印在设备的底部。
2. 在 Validate your device (验证您的设备) 页面上，输入您的设备序列号的最后四位数字。
3. 选择下一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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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您的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到 Internet
在验证设备后，您必须获得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已连接到 Internet。您可以n使用无线 (Wi-Fi) 网
络或有线（以太网）网络。后者要求您具有以太网到 USB 适配器。Internet 连接可确保设备在注册期间收到
必要的软件更新。

在这里，我们演示如何通过 Wi-Fi 设置 Internet 连接。

设置您的 Internet 连接AWS DeepLens通过 Wi-Fi 到 2019 (v1.1) 设备

1. 在存储库的设置设备的 Internet 连接页面，选择Wi-Fi 网络下网络类型.
2. 从 Wi-Fi network name (SSID) (Wi-Fi 网络名称 (SSID)) 中选择网络，在 Wi-Fi password (Wi-Fi 密码) 下

面键入您的网络密码，然后选择 Connect (连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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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设备连接到 Internet，状态下Wi-Fi 网络详情变成在线. 选择安装软件更新下更新所需的软件.

4. 等待软件更新完成，然后 c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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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命名AWS DeepLens2019 (v1.1) 设备并完成注册
在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连接到 Internet 并更新其软件后，命名设备以便于将来使用，并
同意代表您授予的 AWS 访问权限以完成注册。

为您的命名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然后完成注册

1. 在 Name your device (命名您的设备) 下面，为设备指定名称。
2. 在 Permissions (权限) 下面，选中复选框以确认 I agree that required IAM roles containing necessary 

permissions be created on my behalf (我同意代表我创建包含必要权限的必需 IAM 角色)。
3. 选择 Register device (注册设备) 以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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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注册正在进行中。该异步过程涉及以下任务：

• 设备通过指定的 Wi-Fi 网络与云上的 AWS DeepLens 服务进行通信。
• 这些区域有：AWS DeepLens服务具有必要的 IAM 角色，并为您创建的必需 AWS 权限。
• AWS 云使用创建设备表示形式AWS IoT和其他 AWS 服务。
• 设备从 AWS Cloud 下载您账户的 AWS 证书。

验证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注册

在注册完成后，通过检查设备的注册状态来验证设备注册是否成功。

验证您的AWS DeepLens注册 2019 (v1.1) 设备

1. 等待设备注册完成。确保注册状态下设备状态节目已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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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者，请注意 MQTT 主题 ID（例如，$AWS/事物/deeplens_ctsbnqxt0mmx45hglj4DA/推断) 显示在项目
输出. 您将需要此 ID 来查看AWS IoT控制台。

查看或更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设置
在设备成功注册后，您可以查看或更新设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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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更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设置

1. 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的成功注册设备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Edit device settings (编辑设备设置)。
2. 确保您的设备通过 USB 到 USB 电缆连接到计算机。. .
3. In将设备 Connect 到计算机，选择下一步.
4. 在连接设备 USB状态变为Connected，选择下一步再次打开设备设置页.

5. 要使用其他网络进行设备的互联网连接，请选择编辑在网络详情. 选择选择网络类型，选择 Wi-Fi 网络，
键入密码，以及然后选择Connect (连接).

6. 要启用与设备的 SSH 连接并设置 SSH 密码，请选择编辑在SSH 服务器. 选择 启用，创建密码，确认密
码，然后选择保存更改.

7. 要启用在浏览器中从设备查看视频输出，请为一个或多个支持的浏览器安装所需的视频流证书。

a. In选择您的浏览器、 选择受支持的浏览器. 适用于示例，Firefox (Windows, MacOS Sierra or 更高
版本和 Linux) (Windows, MacOS Sierra or 更.

b. 选择 Download streaming certificate (下载流证书) 以将证书保存到您的计算机。
c. 关注剩下的步骤将下载的流证书导入浏览器。

Note

确保您使用DeepLens在提示时，输入证书密码。

要验证是否正确安装了证书，请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提供的在在浏览器中查看AWS DeepLens 2019 
版 (v1.1) 设备上的视频直播 (p. 38).

何时您已完成查看或更新设备设置，您可以断开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并使用AWS DeepLens.

注册您的AWS DeepLens设备 (v1)
以下提供的说明适用于原始 AWS DeepLens（也称为 v1）设备。您可以在 AWS DeepLens 设备的底部
找到硬件版本。如果您在那看不到印有 HW v1.1，则您的设备为原始 AWS DeepLens 版本。然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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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继续使用此部分中的过程. 否则，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注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 
(v1.1)” (p. 8)。

注册过程中涉及到执行以下任务。一些任务在 AWS 云上执行，另一些在AWS DeepLens设备。

• 命名您的设备，以便在 AWS DeepLens 服务中识别它。
• 授予 IAM 权限以构建和部署AWS DeepLens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的项目
• 为设备下载安全证书。此证书由 AWS IoT 在 AWS DeepLens 设备请求时生成。稍后设置设备时，您必须

将其上传到设备。
• 为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创建 AWS IoT 事物表示形式，该事物在 AWS DeepLens 服务请求时由 AWS 

IoT Greengrass 执行。
• 打开设备的设置模式并将您的计算机加入设备本地 Wi-Fi（也称为 AMDC-NNNN）网络。这让您可以将设备

设置应用程序作为由设备的本地 Web 服务器托管的 Web 应用程序来调用。
• 在设备上启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以执行以下操作：

• 配置设备访问 Internet。
• 将 AWS 生成的安全证书上传到设备，供 AWS 云对设备进行身份验证。
• 创建设备登录密码，以便使用物理连接的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登录设备，或从相同家庭或办公网络中的

计算机使用 SSH 客户端登录到设备。

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有一个默认密码 aws_cam。您可以使用此默认设备密码登录到使用显示器连接到
显示器的设备。μ即使在注册之前，USB 转 USB 电缆、USB 鼠标和可能的 USB 键盘。出于安全原因，您应
使用更复杂或更强的密码短语重置此密码。

主题
• 针对配置 AWS 账户AWS DeepLens设备 (p. 18)
• 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 Wi-Fi 网络 (p. 21)
•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25)
• 验证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状态 (p. 29)

针对配置 AWS 账户AWS DeepLens设备
针对您的配置 AWS 账户AWS DeepLens设备涉及命名设备、授予 AWS 访问权限，以及为要由 AWS 进行身
份验证的设备下载证书。

针对 配置 AWS 账户AWS DeepLens设备

1.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为了AWS DeepLens在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home?region=us-east-1#firstrun.

2. 选择 Register a device (注册设备)。如果您未看到 Register a device (注册设备) 按钮，请在主导航窗格
上选择 Devices (设备)。

3. 在存储库的选择硬件版本对话框窗口中，选择HW v1你的单选按钮AWS DeepLens设备。然后选择 Start 
(开始)。

4. 在命名您的设备部分中的配置 AWS 账户页面上，键入一个名称（例如My-DeepLens-1）为您的AWS 
DeepLens中的设备设备名称文本字段。

设备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100 个字符。有效字符仅限 a-z、A-Z、0-9 和 - (连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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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Certificate (证书) 部分中，选择 Download certificate (下载证书) 以保存设备证书。

Important

下载的设备证书是一个 .zip 文件。请不要解压缩。
证书是不可重用的。每次注册设备时，您必须生成一个新证书。

6. 下载证书之后，请选择 Next (下一步) 以继续将计算机加入您设备的 (AMDC-NNNN) Wi-Fi 网络，以便启
动设备上托管的设备设置应用程序。

Note

在某些早期版本的设备上，旧设备设置应用程序假定您的家庭或办公室 Wi-Fi 网络的名称 
(SSID) 和密码不包含特殊字符（空格、反斜杠 (\)、单引号 (')、双引号 (") 或分号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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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这样的设备并且您的家庭或办公室 Wi-Fi 网络名称或密码中包含此类特殊字符，则在您
尝试配置旧设备进行网络连接时，将阻止旧设备设置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此类旧设备，在选择 Next (下一步) 之后，系统将通过模式对话框提示您检查家庭或
办公室 Wi-Fi 网络的要求，如下所示：

• 如果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网络名称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请选择 Yes, my network has special 
characters (是，我的网络有特殊字符) 并按照本故障排查指南 (p. 108)中的说明操作，建立 
SSH 会话以配置设备与 Internet 之间的 Wi-Fi 网络连接，然后，继续配置剩余的设备设置。
在此之后，您应更新设备软件到其最新版本。

• 如果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网络名称或密码不包含任何特殊字符，请选择 No, my network has no 
special characters (否，我的网络没有特殊字符) 以跳转到 Connect to your device (连接到您
的设备) 页面 (p. 21)。

如果您使用较新的设备或者设备软件已更新，则会跳转到 Connect to your device (连接到您的
设备) 页面 (p. 21)，在选择 Next (下一步) 之后不会显示模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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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 Wi-Fi 网络
要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您必须先将计算机连接到设备的本地 Wi-Fi 网络（也称为设备的
AMDC-NNNN 网络）。当设备正面的 Wi-Fi 指示灯（中间的 LED 指示灯）闪烁时，此网络处于活动状态，并
且设备处于设置模式。然后，您就可以将计算机连接到设备了。

Note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外接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直接连接到设备 (p. 25)。

在首次设置您的设备时，设备会自动启动进入设置模式，并准备好让计算机加入其 AMDC-NNNN 网络。要在
初始设置后更新设备设置，您必须明确启用设备设置模式（按照下面提供的说明），然后让计算机重新加入
设备的 Wi-Fi 网络。如果设备在完成设置之前退出设置模式，您必须以相同方式将计算机重新连接到设备。

当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处于其设置模式中，并且您的计算机是其 Wi-Fi 网络的成员时，您可以打开设备
设置应用程序（设备的本地 Web 服务器上托管的 HTML 页面）来配置设备设置。设备将保持设置模式长达 
2 小时，从而为您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设备配置。在设置完成或超过 2 小时后，设备将退出设置模式，并
且 Wi-Fi 指示器将停止闪烁。之后，AMDC-NNNN 网络会被停用，您的计算机会断开与该网络的连接，然后重
新连接到其家庭或办公室网络。

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 Wi-Fi 网络

1. 查看您的设备底部，并记下设备的 AMDC-NNNN 网络 SSID 和密码。

2. 将 AWS DeepLens 设备插入交流电源插座。按设备正面的电源按钮来启动设备。

3. 请等待设备进入设置模式，此时设备正面的 Wi-Fi 指示器（中间的 LED）会开始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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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 Wi-Fi 指示器不闪烁，则设备不再处于设置模式中。要重新打开设备的设置模式，请将曲
别针按入设备背面的重置孔。听到咔嗒声后，等待约 20 秒钟让 Wi-Fi 指示器闪烁。

4. 在计算机上打开网络管理工具。从可用的 Wi-Fi 网络列表中选择设备的 SSID，然后键入设备网络的密
码。SSID 和密码印在设备底部。设备的 Wi-Fi 网络的 SSID 的格式为 AMDC-NNNN。

在运行 Windows 的计算机上，选择 Connecting using a security key instead (改为使用安全密钥连接)
而非 Enter the PIN from the router label (usually 8 digits) (输入路由器标签上的 PIN (通常为 8 位))，然
后输入设备的 Wi-Fi 密码。

在将计算机成功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后，您现在可以启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来配置设备 (p. 25)。

要启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22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注册 AWS DeepLens 设备 (v1)

• 对于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的初始注册，请返回 Connect to your device (连接到设备) 页面并选择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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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初始注册后更新设备设置，请打开 Web 浏览器选项卡并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
deeplens.amazon.net 或 http://deeplens.config。

Note

如果上述 URL 不起作用，则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可能安装的是 awscam 软件版本 1.3.5 或
更早版本。在这种情况下，请更新设备软件并重试。
或者，根据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软件版本，使用下列 URL 之一打开设备设置页面，而不是
使用 http://deeplens.amazon.net 或 http://deeplens.config 。
• http://192.168.0.1，如果 AWS DeepLens 软件包 (awscam) 版本低于 1.2.4
• http://10.105.168.217，如果 AWS DeepLens 软件包 (awscam) 版本高于或等于 1.2.4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设备设置 URL (p. 111)。

使用显示器、鼠标和键盘连接到 AWS DeepLens 设备

除了使用计算机连接到AWS DeepLens设备，您还可以使用带μHDMI 到 HDMI 电缆、USB 键盘和/或 USB 
鼠标。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Ubuntu 登录凭证。Enteraws_cam在用户名. 首次登录设备时，请使用默认密
码aws_cam在密码. 然后，系统会要求您重置密码。出于安全原因，请使用复杂短语的强密码。对于任何后
续登录，请使用重置密码。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时，您在计算机已连接到设备的 AMDC-NNNN 网络时执行以下任务：

• 通过您的家庭或办公室无线 (Wi-Fi) 或有线（以太网）网络，启用设备的 Internet 连接。
• 将 AWS 预配置的安全证书附加到您的设备，如中所述the section called “注册您的 设备” (p. 7).
• 设置对设备的登录访问，包括使用 SSH 连接或有线连接。
• （可选）从设备下载流证书以允许在支持的浏览器中查看项目视频输出。

如果由于 AWS DeepLens 设备退出了设置模式因而您的计算机不再是 AMDC-NNNN  网络的成员，请按照the 
section called “连接到设备” (p. 21)中的说明操作，在继续到后面的步骤之前，再次建立连接并打开设备设
置页面。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1. 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已安装软件的较新版本，则不会提示您以下任务。跳至下面的步骤 2。否
则，继续转到设备设置页面，你之后打开连接到设备 (p. 21)，要设置家庭或办公室网络以将设备连接
到互联网，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第 1 步：Connect 到网络中选择您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SSIDWi-Fi 网络 ID下拉列表中)。
键入 Wi-Fi 网络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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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可以选择 Use Ethernet (使用以太网) 将 AWS DeepLens 设备连接到 Internet。
b. 选择 Next (下一步) 以将设备连接到 Internet。
c. 在接下来的页面上，选择 Install and reboot (安装并重新启动) 以在设备上安装最新的软件并重新启

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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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了软件更新并重新启动设备之后，将您的计算机重新连接到设备的 AMDC-NNNN 网络，导航
到 Web 浏览器中的 http://deeplens.config 以打开更新后的设备设置应用程序，并完成剩余的设备
设置过程，如步骤 2 中所示。

2. 当您的设备安装了更新后的软件时，启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例如，http://deeplens.config），
打开浏览器页面，类似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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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your device to your home or office network (将您的设备连接到家庭或办公室网络) 部分显示设
备的 Internet 连接状态为 Online (在线)。您可以选择 Edit (编辑) 以更新 Internet 连接，方法是选择不同
的 Wi-Fi 网络或具有微型 USB 到以太网适配器的有线网络。否则，请继续到下一步以完成其余的设备配
置。

3. 在上传安全证书以关联AWS DeepLens转到您的 AWS 账户在更新了配置您的 AWS DeepLens页面中，
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Browse (浏览) 以打开文件选取器。
b. 找到并选择您在何时下载的安全证书为您的 AWS 账户准备AWS DeepLens (p. 7)、
c. 选择 Upload zip file (上传 zip 证书) 以将证书附加到设备。

Note

为设备下载的安全证书是一个 .zip 文件。请原样上传未解压的证书。

对于初始注册之后的设备设置更新，您的设备以前已经安装了证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 Edit (编辑)，
然后按照上述步骤中的说明上传新证书。

4. 在 Set a password to control how you access and update the device (设置密码以控制您如何访问和更
新设备) 下，完成以下设置来配置设备访问。

a. 对于初始注册，在 Create a password (创建密码) 中键入密码。密码长度必须至
少为八个字符，并且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数字、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特殊字符（例
如，“*”、“&”、“#”、“$”、“%”、“@”或“!”）。使用 SSH 连接（如果在下方启用）或者使用物理连接的
显示器、USB 鼠标和/或 USB 键盘时，您需要此密码来登录设备。

b. 对于 SSH server (SSH 服务器)，请选择 Enable (启用) 或 Disable (禁用)。如果启用，您可在 Mac 
或 Linux 计算机上使用 SSH 终端，或者在 Windows 计算机上使用 PuTTY 或其他 SSH 客户端，通
过 SSH 登录设备。

对于初始注册之后的后续配置更新，您可以选择 Edit (编辑) 并按照接下来的说明更新密码。
5. （可选）在设备设置页面的右上角，选择 Enable video streaming (启用视频流) 以允许使用支持的浏览

器查看项目视频输出。对于初始注册，我们建议您跳过此选项，以后在您进一步熟悉了 AWS DeepLens 
时，在更新设备配置时启用。

6. 检查设置。然后，选择 Finish (完成) 以完成设备的设置并终止您与设备 Wi-Fi 网络的连接。确保重新将
您的计算机连接回家庭或办公室网络。

Note

要确保安装成功完成，请确保 AWS DeepLens 设备可以访问端口 8883 和 8443，并且不会被
您的网络防火墙策略所阻止。
如果AWS DeepLens选择后，设备与互联网的连接重复打开和关闭Finish中，重新启动您的家
庭或办公室 Wi-Fi 网络。

设备注册到此完成。验证您的设备注册状态 (p. 29)在继续创建项目并将其部署到AWS DeepLens设备。

验证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状态
在设备设置完成后，选择打开AWS DeepLens控制台以验证注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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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注册需要花费几分钟时间处理。注册成功完成后，Registration status (注册状态) 更改为 Registered 
(已注册)。如果处理失败，Registration status (注册状态) 将成为 Failed (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请选择
Deregister (取消注册)，然后从头开始重新注册。当注册中断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未完成时，Registration 
status (注册状态) 保持为 Awaiting credentials (正在等待凭证)。在这种情况下，请重新连接到设备的
AMDC-NNNN Wi-Fi 网络 (p. 21)以继续注册。

当设备的 Registration status (注册状态) 和 Device status (设备状态) 分别成为 Registered (已注册) 和
Online (在线) 时，您已准备好创建项目并部署到 AWS DeepLens 设备。

创建和部署示例模型（约 10 分钟）
在本演练中，您将使用AWS DeepLens控制台从 “对象检测” 示例项目模板创建项目 (p. 45)，以创建AWS 
DeepLens项目。AWS DeepLens预训练对象检测模型可以分析 AWS DeepLens 设备上捕获的视频流中的图
像，并将对象标识为多达 20 个标记图像类型之一。此处提供的说明适用于创建和部署其他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下图提供了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和部署示例项目的过程的高级概述。

创建示例项目时，会为您预先填充控制台中的字段，因此您可以接受默认值。在屏幕的 Project content (项目
内容) 部分中，您需要知道项目的模型和推理函数。您可以在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概述 (p. 45)中找
到单个项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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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部署您的项目
按照此过程中的步骤操作来创建和部署对象检测示例项目。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和部署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选择 Projects (项目)，然后选择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3. 在 Choose project type (选择项目类型)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Use a project template (使用项目模板)，然后选择要创建的示例项目。在此练习中，选择
Object detection (物体检测)。

b. 滚动到屏幕底部，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4. 在 Specify project details (指定项目详细信息)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Project information (项目信息) 部分中，执行以下操作：

i. 接受项目的默认名称，或者输入喜欢的名称。
ii. 接受项目的默认描述，或者输入喜欢的描述。

b. 选择创建。

这时您将返回到 Projects (项目) 页面，其中列出了刚刚创建的项目及您的其他项目。
5. 在 Projects (项目) 页面上，选择项目名称左侧的单选按钮，或选择项目以打开项目详细信息页，然后选

择 Deploy to device (部署到设备)。
6. 在 Target device (目标设备) 页面上，从 AWS DeepLens 设备的列表中选择要将此项目部署到的设备。

一个 AWS DeepLens 设备一次只能部署一个项目。
7. 选择 Review（审核）。

如果已经有一个项目部署到该设备，您将看到一条错误消息，说明部署此项目将覆盖已在该设备上运行
的项目。选择 Continue project (继续项目)。

8. 在 Review and deploy (检查和部署) 屏幕上，检查您的项目，选择 Previous (上一步) 可返回并进行更
改，或者选择 Deploy (部署) 以部署该项目。

Important

部署项目时，用于运行该项目的 AWS 服务会产生成本。

有关查看项目输出的说明，请参阅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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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AWS DeepLens 项目
当您的AWS DeepLens设备注册并连接到 AWS 云后，您可以开始在 AWS 云上创建AWS DeepLens项目并
部署该项目以在设备上运行。AWS DeepLens 项目是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它由深度学
习模型和一个用于根据模型进行推断的 Lambda 函数组成。

创建 AWS DeepLens 项目之前，您必须拥有经过受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 (p. 32)训练的学习模型或者
其他人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使用 SageMaker 或其他机器学习环境对模型进行训练。此外，您还必
须已在 AWS Lambda 中创建并发布推理函数。在本章中，您将学习如何训练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模型， 
SageMaker 以及如何创建推理 Lambda 函数来进行推断和实现其他应用程序逻辑。

要帮助您学习生成 AWS DeepLens 项目，您必须有权访问一组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您可以按原样使
用样例项目来了解用于构建 AWS DeepLens 项目的编程模式。您也可以将其用作模板来扩展功能。在本章
中，您将学习有关这些示例项目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在您的设备上运行其中之一。

主题
• AWS DeepLens 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 (p. 32)
• 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
• 使用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p. 45)
• 使用 AWS DeepLens 自定义项目 (p. 64)
• 生成 AWS DeepLens 项目教程 (p. 73)

AWS DeepLens 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
AWS DeepLens支持使用 Apache MXNet 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包括对 Gluon API 的支持）和 Caffe 框架。 
TensorFlow本部分列出了对于各个框架，AWS DeepLens 支持的模型和建模层。

主题
• 支持的 Apache MXNet 模型和支持 MXNet 层 (p. 32)
• 支持的 TensorFlow 模型和支持 TensorFlow 层 (p. 34)
• 支持的 Caffe 模型和支持 Caffe 层 (p. 36)

支持的 Apache MXNet 模型和支持 MXNet 层
AWS DeepLens 支持由 Gluon API 和 MXNet 层公开的 Apache MXNet 深度学习模型。本部分列出了支持的
模型和层。

主题
• 所支持的由 Gluon API 公开的 MXNet 模型 (p. 32)
• 支持 MXNet 层 (p. 33)

Topics

所支持的由 Gluon API 公开的 MXNet 模型
AWS DeepLens 支持来自 Gluon Model Zoo 的以下 Apache MXNet 深度学习模型，这些模型由 Gluon API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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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Gluon 模型

AlexNet 在从开放神经网络交换 (ONNX) 导入 ImageNet 的数据集上训练的图
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 TensorFlow 使用 rmsProp 优化器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ResNet 在从 MXNet 导入 ImageNet 的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SqueezeNet 在从 ONNX 导入 ImageNet 的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VGG 在从 MXNet 或 ONNX 导入 ImageNet 的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
型。

Example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Gluon API 导出版本 1：如何导出 SqueezeNet 版本 1：如何导出版本 1：如何导出
版本 1：如何 输出是一个符号和一个参数文件。文件名具有“squeezenet”前缀。

import mxnet as mx
from mxnet.gluon.model_zoo import vision
squeezenet = vision.squeezenet_v1(pretrained=True, ctx=mx.cpu())

# To export, you need to hybridize your gluon model,
squeezenet.hybridize()

# SqueezeNet’s input pattern is 224 pixel X 224 pixel images. Prepare a fake image,
fake_image = mx.nd.random.uniform(shape=(1,3,224,224), ctx=mx.cpu())

# Run the model once.
result = squeezenet(fake_image)

# Now you can export the model. You can use a path if you want ‘models/squeezenet’.
squeezenet.export(‘squeezenet')

有关模型的完整列表和更多信息，请参阅 Gluon Model Zoo。

支持 MXNet 层
您可以使用以下 Apache MXNet 建模层来训练 AWS DeepLens 的深度学习模型。

支持的 MXNet 建模层

激活 将激活函数应用于输入

BatchNorm 应用批处理规范化

Concat 沿给定轴联接输入数组

_contrib_MultiBoxDetection 转换多框检测预测

_contrib_MultiBoxPrior 从数据、大小和比率生成前框

Convolution 对输入应用卷积层

Deconvolution 对输入应用已转置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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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MXNet 建模层

elemwise_add 应用元素级参数添加

Flatten 将输入的较高维度折叠到二维数组中

FullyConnected 对输入 Y = WX + b 应用 X 的线性转换

InputLayer 指定神经网络的输入

L2Norm 将 L2 规范化应用于输入数组

LRN

(本地响应规范化)

将本地响应规范化应用于输入数组

Pooling 对输入执行池化

Reshape 使用其他视图改造输入数组，而不更改数据

ScaleShift 对输入元素应用缩放和移位操作

SoftmaxActivation 将 Softmax 激活应用于输入

SoftmaxOutput 计算交叉熵损耗相对于 Softmax 输出的梯度

transpose 置换数组的维度

UpSampling 对输入执行最近邻或双线性上采样

_mul 执行乘法运算

_Plus 使用广播执行输入数组的元素级求和

有关 MXNet 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MXNet Gluon 神经网络层。

支持的 TensorFlow 模型和支持 TensorFlow 层
AWS DeepLens支持以下用于深度学习的 TensorFlow 模型和层。

主题
• 支持的 TensorFlow 型号 (p. 34)
• 支撑 TensorFlow 层 (p. 35)

支持的 TensorFlow 型号
AWS DeepLens支持以下经过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 TensorFlow。

支持的 TensorFlow 型号

Inception 使用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TensorFlow

MobileNet 使用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TensorFlow

NasNet 使用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TensorFlow

ResNet 使用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Tens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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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TensorFlow 型号

VGG 使用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TensorFlow

有关 TensorFlow 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上的 tensorflow/mod els GitHub。

支撑 TensorFlow 层
您可以使用以下 TensorFlow 层来训练由支持的深度学习模型AWS DeepLens。

支持的 TensorFlow 图层

Add 按元素计算添加

AvgPool 对输入执行平均池化

BatchToSpaceND 将来自批次的数据重新排列到空间数据的块中

BiasAdd 增加偏差

Const 创建常数张量

Conv2D 计算二维卷积

Conv2DBackpropInput 计算卷积相对于输入的渐变

求同 返回具有相同形状和内容作为输入的张量

最高 按元素计算最大化。

MaxPool 对输入执行最大池化

Mean 跨一个张量的维度计算元素的均值

Mul 按元素计算乘积

Neg 按元素计算数值负值

Pad 填充一个张量

Placeholder 为始终提供的张量插入一个占位符

Prod 跨一个张量的维度计算元素的积

RandomUniform 从均匀分布输出随机值

范围 创建数值序列

Relu 计算修正线性激活

Reshape 改造张量

Rsqrt 计算平方根的倒数

Shape 返回张量的形状

Softmax 计算 Softmax 激活

SpaceToBatchND 零填充，然后将空间数据的块重新安排到批次中

Square 按元素计算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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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TensorFlow 图层

Squeeze 从张量的形状中删除大小为 1 的维度

StopGradient 停止渐变计算

Sub 按元素计算减

总计 跨一个张量的维度计算元素的和

Tile 通过平铺给定的张量来构造张量

有关 TensorFlow 图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ensorFlow 图层。

支持的 Caffe 模型和支持 Caffe 层
AWS DeepLens 支持以下通过 Caffe 和 Caffe 建模层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

主题
• 支持的 Caffe 模型 (p. 36)
• 支持 Caffe 层 (p. 36)

支持的 Caffe 模型
AWS DeepLens 支持以下通过 Caffe 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

支持的 Caffe 模型

AlexNet 使用 Caffe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DenseNet 来自原始 Torch 模型的图像分类模型

Inception 从原始 Apache MXNet 模型转换的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 使用 Caffe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ResNet 使用 Caffe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SqueezeNet 使用 Caffe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VGG 使用 Caffe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训练的图像分类模型

有关 Caffe 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affe Model Zoo。

支持 Caffe 层
您可以使用以下 Caffe 层来训练 AWS DeepLens 支持的深度学习模型。

支持的 Caffe 层

BatchNorm 对输入进行标准化，使其在批次中具有 0 均值和/或单位方差

Concat 联接输入 blob

36

https://www.tensorflow.org/api_docs/python/tf/layers
https://github.com/BVLC/caffe/tree/master/models/bvlc_alexnet
https://github.com/shicai/DenseNet-Caffe
https://github.com/pertusa/InceptionBN-21K-for-Caffe
https://github.com/shicai/MobileNet-Caffe
https://github.com/KaimingHe/deep-residual-networks
https://github.com/DeepScale/SqueezeNet
https://gist.github.com/ksimonyan/211839e770f7b538e2d8#file-readme-md
https://github.com/BVLC/caffe/wiki/Model-Zoo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Caffe 模型和层

支持的 Caffe 层

Convolution 使用一组学习过的筛选器对输入进行卷积处理

Deconvolution 在卷积层的反向传感器中执行

Dropout 执行丢弃

Eltwise 对多个输入 blob 执行按元素的操作，例如积与和

Flatten 将输入 blob 改造为平面向量

InnerProduct 计算内积

输入 将输入数据提供给模型

LRN（本地响应规范化） 跨特征图或在特征图中对本地区域中的输入进行规范化

Permute 置换 blob 的维度

Pooling 通过在区域中获取最大值、平均值等等，将输入图像池化

功率 对于各个输入元素 x，以 (shift + scale * x) ^ power 的方式
计算输出

ReLU 计算修正线性激活

Reshape 更改输入 blob 的维度而不更改其数据

ROIPooling 对感兴趣的各个区域应用池化

Scale 对于两个输入 blob，按元素计算积

Slice 将输入层沿指定维度切片到多个输出层

Softmax 计算 Softmax 激活

Tile 将 blob 沿指定维度复制

有关 Caffe 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affe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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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AWS DeepLens 设备生成两个输出流：设备流和项目流。设备流 是未处理的视频流。项目流 是模型在视频
帧上执行处理的结果。

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在线时，您可在支持的 Web 浏览器中查看输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在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 (p. 38)：此外，您还可以在连接到
显示器、键盘和鼠标的设备上查看输出。本部分中提供了说明。

主题
• 在浏览器中查看AWS DeepLens 2019 版 (v1.1) 设备上的视频直播 (p. 38)
• 在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 (p. 38)
•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p. 41)
• 创建 Lambda 函数以查看项目流 (p. 42)

在浏览器中查看AWS DeepLens 2019 版 (v1.1) 设备上
的视频直播
要在浏览器中查看AWS DeepLens 2019 版 (v1.1) 设备上的项目或直播，必须将设备的自签名流媒体证书下
载到您的计算机上，然后上传到您要使用的支持的浏览器。有关如何下载流媒体证书并将其安装到浏览器中
的说明，请参阅中的步骤 6查看或更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设置 (p. 16)。

在浏览器中查看AWS DeepLens 2019 版 (v1.1) 设备上的视频流

1. 如果设备尚未连接到计算机，请使用提供的 USB 电缆连接设备。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启动设备的 AWS DeepLensStream Viewer：

• 在AWS DeepLens控制台上打开设备详细信息页面，然后选择视频流下方的查看视频流，在新的浏览
器选项卡中打开直播查看器。

• 或者，手动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选项卡，https://your-device-ip-address:4000在地址栏
中键入您的设备的 IP 地址（例如，192.168.14.78），显示在AWS DeepLens控制台的设备详细信
息下。your-device-ip-address

3. 由于流证书是自签名的，浏览器将显示警告。要接受警告，请按照屏幕上特定于浏览器的说明，接受要
启动的流查看器的证书。

流查看器可能需要大约 30 秒钟才能显示。
4. 在部署任何项目之前，请选择 Live stream (实时流) 以查看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实时视频。部署项

目后，您还可以选择 Project stream (项目流) 以查看设备中已处理的视频输出。
5. 完成查看视频流时，请断开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将计算机恢复正常网络配置。

在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
Note

要在支持的浏览器中查看项目的输出，您的设备必须已经安装了 awscam 软件版本 1.3.9 或更高版
本。有关更新设备软件的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更新您的 设备” (p. 90)。
Note

要在 Mac El Capitan 或较早版本上的 Chrome 中查看项目的输出，您必须提供密码以加载用于查看
项目输出的流证书。如果您有此类旧 Mac 操作系统并希望使用 Chrome，请跳过以下步骤并按照如
何在 Mac El Capitan 或更低版本上的 Chrome 浏览器中查看项目输出？ (p. 109)中的说明来设置
您的浏览器以查看项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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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的 Web 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项目输出

1. 如果您在注册设备 (p. 25)时尚未下载流证书，或者您丢失了下载的副本，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下载流
证书。根据您是否使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这些步骤会有所不同。

a. 下载流证书而不使用设备设置页面：

i. 从您的计算机建立与 AWS DeepLens 设备的 SSH 连接：

ssh aws_cam@device_local_ip_address

device_local_ip_address 的示例是 192.168.0.47。输入您在设备注册期间指定的正确
设备密码之后，现在您已登录设备。

ii. 在设备上制作流证书 (client.pfx) 的本地副本 (my_streaming_cert.pfx)：

sudo cp /opt/awscam/awsmedia/certs/client.pfx /home/aws_cam/
my_streaming_cert.pfx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设备密码来完成上述命令。

确保设备本地副本的所有者是 aws_cam。

sudo chown aws_cam /home/aws_cam/my_streaming_cert.pfx

此后，注销设备：

exit

iii. 将流证书的副本从设备传输到您的计算机：

scp aws_cam@device_local_ip_address:/home/aws_cam/my_streaming_cert.pfx ~/
Downloads/

该示例使用用户主目录 (~/) 下的 Downloads 文件夹作为证书传输到的文件夹。您可以选择任
何其他可写目录作为目标文件夹。

b. 请按照以下步骤下载 AWS DeepLens 设备的流证书：

i. 如有必要，将您的设备返回设置模式，然后将计算机连接到设备的 ADMC-NNNNWi-Fi 网
络 (p. 21)。

ii. 在 http://deeplens.config 启动设备设置应用程序。
iii.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下载流证书以查看项目的输出流。

2. 在设备注册 (p. 25)期间，将您下载的流证书导入到支持的 Web 浏览器中。

a. 对于 FireFox （Windows 和 macOS Sierra 或更高版本），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i. 在中选择 “首选项” FireFox。
ii. 选择 Privacy & Security (隐私与安全性)。
iii. 选择 View certificate (查看证书)。
iv. 选择 Your Certificates (您的证书) 选项卡。
v. 选择 Import (导入)。
vi. 选择要加载的已下载的流媒体证书 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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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当提示输入计算机的系统密码时，如果您的AWS DeepLens软件版本为 1.3.23 或更高版本，请
在密码输入字段 DeepLens 中键入。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2 或更低，请
将密码字段留空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来完成流证书的导入。

Note

根据 FireFox 您使用的版本，您可能需要改为执行以下步骤：

1. 从 Preferences (首选项) 选择 Advanced (高级)。
2. 选择 Certificates (证书) 选项卡。
3. 选择 View Certificates (查看证书)。
4. 在 Certificate Manager 上，选择 Your certificates (您的证书) 选项卡。
5. 选择 Import (导入)。
6. 导航到下载的流证书并将其打开。
7. 在提示密码时，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3 或更高，请在密码输入字

段中键入 DeepLens。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2 或更低，请选择
OK (确定) 而无需输入。

b. 对于 Chrome（macOS Sierra 或更高版本），请执行以下步骤：

i. 在 macOS 上，双击下载的流媒体证书，将其添加到 “钥匙串” 下的 “系统” 和 “类别” 下的 “我的
证书”。

或者，打开并解锁 Keychain Acces s 应用程序，在左侧的钥匙串下选择 “系统”，在 “类别” 下选
择 “我的证书”。将下载的流证书拖放到窗口中。

ii. 输入计算机的系统密码。
iii. 在接下来的屏幕上，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3 或更高，请在密码输入字段

中键入 DeepLens。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2 或更低，请将 Password (密
码) 字段留空，然后选择 OK (确定)。

c. 对于 Chrome（Windows 和 Linux），请执行以下步骤：

i. 在 Chrome 浏览器中，打开 Settings (设置) 并选择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ii. 在 Privacy and security (隐私与安全性) 中，选择 Manage certificates (管理证书)。
iii. 选择 Import (导入)。
iv. 导航到包含下载的流证书的文件夹，然后选择证书以加载到 Chrome 中。
v. 在提示输入计算机的系统密码时，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3 或更高，请在

密码输入字段中键入 DeepLens。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软件版本为 1.3.22 或更低，请将
密码字段留空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来完成流证书的导入。

3. 要查看输出流，请打开支持的浏览器窗口并导航至 https://<your-device-ip-address>:4000。
您可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的设备详细信息页面上查找设备的 IP 地址。

您还可以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查看项目流。为此，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a.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
b. 从 Devices (设备) 页面，选择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c. 在设备详细信息页面的 Project output (项目输出) 下，展开 View the video output (查看视频输出)

部分。
d. 如有必要，按照说明从 Select a browser to import the streaming certificate (选择浏览器以导入流证

书) 下拉列表中选择支持的浏览器。
e. 当您的计算机连接到设备的 Wi-Fi (AMDC-NNNN) 网络时，选择 “查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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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除了在浏览器中查看您的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之外，您还可以使用 mplayer，在 AWS 
DeepLens 设备连接到显示器、键盘和鼠标之后，直接从设备查看流。这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未在线
时尤其有用。

与其使用显示器、键盘和鼠标直接连接到设备，如果在注册设备时启用了 SSH 访问，您还可以使用 ssh 连
接到设备。然后，您可在工作计算机上使用 mplayer 查看流。在从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查看输出流之
前，确保计算机上安装了 mplayer。有关安装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mplayer 下载。

主题
•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p. 41)
•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p. 41)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未处理的设备流

1. 将 AWS DeepLens 设备插入电源插座并打开。
2. 将 USB 鼠标和键盘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3. 使用微型 HDMI 电缆将您的 AWS DeepLens 连接到监视器。此时监视器上显示一个登录屏幕。
4. 使用您在注册设备时设置的 SSH 密码登录设备。
5. 要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的视频流，请启动终端并运行以下命令：

mplayer -demuxer lavf /opt/awscam/out/ch1_out.h264

6. 要停止查看视频流并结束终端会话，请按 Ctrl+C。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项目流

1. 将 AWS DeepLens 设备插入电源插座并打开。
2. 将 USB 鼠标和键盘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3. 使用微型 HDMI 电缆将您的 AWS DeepLens 连接到监视器。此时监视器上显示一个登录屏幕。
4. 使用您在注册设备时设置的 SSH 密码登录设备。
5. 要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的视频流，请启动终端并运行以下命令：

mplayer -demuxer lavf -lavfdopts format=mjpeg:probesize=32 /tmp/results.mjpeg

6. 要停止查看视频流并结束终端会话，请按 Ct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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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Lambda 函数以查看项目流
要查看项目流，您需要在设备上和深度学习模型中与 mjpeg 流交互的 AWS Lambda 函数。对于包含的示例
项目AWS DeepLens，代码包含在该项目的推断 Lambda 函数中。对于自定义项目，您需要创建 Lambda 函
数，执行此任务。

为自定义项目创建 Lambda 函数

将以下示例代码添加到您的项目中，并相应地更改模型名称和尺寸。https://docs.aws.amazon.com/
deeplens/latest/dg/

import os
import greengrasssdk
from threading import Timer
import time
import awscam
import cv2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 Create an AWS Greengrass core SDK client.
client = greengrasssdk.client('iot-data')

#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d between AWS IoT and the AWS Cloud has  
# a topic and a message body.
# This is the topic that this code uses to send messages to the Cloud.
iotTopic = '$aws/things/{}/infer'.format(os.environ['AWS_IOT_THING_NAME'])
_,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_,jpeg = cv2.imencode('.jpg', frame)
Write_To_FIFO = True
class FIFO_Thread(Thread): 
    def __init__(self): 
        ''' Constructor. ''' 
        Thread.__init__(self) 
  
    def run(self): 
        fifo_path = "/tmp/results.mjpeg" 
        if not os.path.exists(fifo_path): 
            os.mkfifo(fifo_path) 
        f = open(fifo_path,'w') 
        client.publish(topic=iotTopic, payload="Opened Pipe") 
        while Write_To_FIFO: 
            try: 
                f.write(jpeg.tobytes()) 
            except IOError as e: 
                continue   

def greengrass_infinite_infer_run(): 
    try: 
        modelPath = "/opt/awscam/artifacts/mxnet_deploy_ssd_resnet50_300_FP16_FUSED.xml" 
        modelType = "ssd" 
        input_width = 300 
        input_height = 300 
        max_threshold = 0.25 
        outMap = ({ 1: 'aeroplane', 2: 'bicycle', 3: 'bird', 4: 'boat',  
                    5: 'bottle', 6: 'bus', 7 : 'car', 8 : 'cat',  
                    9 : 'chair', 10 : 'cow', 11 : 'dining table', 
                   12 : 'dog', 13 : 'horse', 14 : 'motorbike',  
                   15 : 'person', 16 : 'pottedplant', 17 : 'sheep',  
                   18 : 'sofa', 19 : 'train', 20 : 'tvmonitor' }) 
        results_thread = FIFO_Thread() 
        results_thread.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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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nd a starting message to the AWS IoT console. 
        client.publish(topic=iotTopic, payload="Object detection starts now") 

        # Load the model to the GPU (use {"GPU": 0} for CPU). 
        mcfg = {"GPU": 1} 
        model = awscam.Model(modelPath, mcfg) 
        client.publish(topic=iotTopic, payload="Model loaded") 
        ret,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if ret == False: 
            raise Exception("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the stream") 
             
        yscale = float(frame.shape[0]/input_height) 
        xscale = float(frame.shape[1]/input_width) 

        doInfer = True 
        while doInfer: 
            # Get a frame from the video stream. 
            ret,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 If you fail to get a frame, raise an exception. 
            if ret == False: 
                raise Exception("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the stream") 

            # Resize the frame to meet the  model input requirement. 
            frameResize = cv2.resize(frame, (input_width, input_height)) 

            # Run model inference on the resized frame. 
            inferOutput = model.doInference(frameResize) 

            # Output the result of inference to the fifo file so it can be viewed with 
 mplayer. 
            parsed_results = model.parseResult(modelType, inferOutput)['ssd'] 
            label = '{' 
            for obj in parsed_results: 
                if obj['prob'] > max_threshold: 
                    xmin = int( xscale * obj['xmin'] ) + int((obj['xmin'] - input_width/2) 
 + input_width/2) 
                    ymin = int( yscale * obj['ymin'] ) 
                    xmax = int( xscale * obj['xmax'] ) + int((obj['xmax'] - input_width/2) 
 + input_width/2) 
                    ymax = int( yscale * obj['ymax'] ) 
                    cv2.rectangle(frame, (xmin, ymin), (xmax, ymax), (255, 165, 20), 4) 
                    label += '"{}": {:.2f},'.format(outMap[obj['label']], obj['prob'] ) 
                    label_show = "{}:    {:.2f}%".format(outMap[obj['label']], 
 obj['prob']*100 ) 
                    cv2.putText(frame, label_show, (xmin, 
 ymin-15),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5, (255, 165, 20), 4) 
            label += '"null": 0.0' 
            label += '}'  
            client.publish(topic=iotTopic, payload = label) 
            global jpeg 
            ret,jpeg = cv2.imencode('.jpg', frame) 
             
    except Exception as e: 
        msg = "Test failed: " + str(e) 
        client.publish(topic=iotTopic, payload=msg) 

    # Asynchronously schedule this function to be run again in 15 seconds. 
    Timer(15, greengrass_infinite_infer_run).start()

# Execute the function.
greengrass_infinite_infer_run()

# This is a dummy handler and will not be invoked.
# Instead, the code is executed in an infinite loop for our example.
def function_handler(even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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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在您已创建和部署 Lambda 函数之后，请按照 the section called “在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
的视频流。” (p. 38) 或 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查看视频流 (p. 41) 中的说明来查看已处理的项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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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当您的AWS DeepLens设备注册并连接到 AWS 云后，您就可以创建AWS DeepLens项目并将其部署到设备
上运行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了。一个 AWS DeepLens 项目由一个 AWS DeepLens 模型以及用于运行推理的
关联 AWS Lambda 函数构成。您可以在项目中使用预训练模型，也可以训练自定义模型。

AWS DeepLens 提供了多个示例项目，可供您立即部署和运行推理。在这里，您将学习如何使用示例项目并
将其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示例项目。

主题
•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概述 (p. 45)
• 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创建和部署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p. 47)
• 通过 AWS SMS 中继 AWS DeepLens 项目输出 (p. 49)
• 用于 SageMaker 为示例项目预置预训练模型 (p. 54)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概述
要开始使用 AWS DeepLens，请使用示例项目模板。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是预先训练模型的项目，因
此您所要做的就是创建项目、导入模型、部署项目和运行项目。本指南中的其他章节将教授如何扩展示例项
目的功能，以便该项目能够执行指定任务来响应事件，另外还教授训练示例项目以执行与原始示例不同的操
作。

艺术风格转换
该项目将图像风格 (如绘画) 转换为由 AWS DeepLens 捕获的整个视频序列。

此项目说明了卷积神经网络 (CNN) 如何将绘画风格应用于您的环境，因为它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中
流式处理。该项目使用预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部署后，您可以
观看风格化的视频流。

您还可以使用自己的图像。在微调图像的模型后，您可以观看 CNN 如何将图像风格应用于视频流。

• 项目模型： deeplens-artistic-style-transfer
• 项目功能： deeplens-artistic-style-transfer

物体识别
此项目说明了深度学习模型如何检测和识别房间中的物体。

该项目使用单点 MultiBox 探测器 (SSD) 框架通过预训练的 resnet_50 网络检测对象。该网络已经在 Pascal 
VOC 数据集上经过训练，能够识别出 20 种不同类型的物体。该模型采用来自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的视频流作为输入，并标记它识别出的物体。该项目使用预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在部署后，您可以观看 AWS DeepLens 模型如何识别您周围的物体。

Note

部署 SageMaker经过训练的 SSD 模型时，必须先运行deploy.py（可从 https://github.com/
apache/incubator-mxnet/tree/v1.x/example/ssd/ 获得），将模型构件转换为可部署模型。克隆或
下载 MXNet 存储库后，如果最新版本不起作用，请在调用deploy.py转换模型之前运行该git 
reset --hard 73d88974f8bca1e68441606fb0787a2cd17eb364命令。

该模型能够识别以下物体：飞机、自行车、鸟、船、瓶子、公共汽车、汽车、猫、椅子、牛、餐桌、狗、
马、摩托车、人、盆栽、羊、沙发、火车和电视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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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模型： deeplens-object-detection
• 项目功能： deeplens-object-detection

人脸检测和识别
通过此项目，您可以使用人脸检测模型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检测一个房间里人的脸部。

该模型采用来自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作为输入，并标记它检测出的脸部图像。该项目使用预
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 项目模型： deeplens-face-detection
• 项目功能： deeplens-face-detection

热狗识别
受到热门电视节目的启发，此项目将食物分类为热狗和非热狗。

它使用基于SqueezeNet 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该模型采用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作为输入，并
标记图像是否为热狗。该项目使用预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部署
模型后，您可以使用实时视图功能观看模型如何识别热狗。

您可以通过创建由模型输出触发的 Lambda 函数来编辑此模型。例如，如果模型检测到热狗，则 Lambda 函
数可能会向您发送 SMS 消息。要了解如何创建 Lambda 函数，请参阅堆数，请参阅堆数，用于 SageMaker 
为示例项目预置预训练模型 (p. 54)

猫和狗识别
此项目说明了如何使用深度学习来识别猫或狗。

它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CNN) 架构，并使用预先训练的  Resnet-152 拓扑将图像分类为猫或狗。该项目使用预
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在部署后，您可以观看 AWS DeepLens 如
何使用模型识别您的宠物。

• 项目模型： deeplens-cat-and-dog-识别
• 项目功能： deeplens-cat-and-dog-识别

操作识别
此项目可识别 30 多种活动。

它使用 Apache MXNet 框架将 SqueezeNet 受过训练的人的学习转移 ImageNet 到新任务中。该网络已经在 
UCF101 数据集的一个子集上优化，能够识别 30 多种不同的活动。该模型采用来自您的 AWS DeepLens 设
备的视频流作为输入，并标记它识别出的操作。该项目使用预先训练的优化模型，后者可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部署模型后，您可以观看您的 AWS DeepLens 如何使用该模型来识别出 37 种不同的活动，例如化妆、涂
口红、参加射箭、打篮球、仰卧推举、骑自行车、打台球、吹干头发、吹蜡烛、打保龄球、刷牙、在厨房做
饭、打鼓、理发、锤打、手倒立走路、头部按摩、骑马、呼啦圈、杂耍、跳绳、开合跳、做弓步、使用双节
棍、演奏大提琴、演奏长笛、弹吉他、弹钢琴、弹西塔琴、拉小提琴、做俯卧撑、刮胡子、滑雪、打字、遛
狗、在平板上写字、玩悠悠球。

• 项目模型： deeplens-action-recognition
• 项目功能： deeplens-action-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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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姿势检测
该示例项目使用 TensorFlow 框架生成的深度学习模型来准确检测人的头部方向。

该项目使用 ResNet-50 网络架构来检测头部的方向。该网络已在 Prima HeadPose 数据集上进行了训练，该
数据集包含 15 个人脸部的 2,790 张图像，平移和倾斜角度从 -90 度到 +90 度不等。我们将这些头部姿势角
度分为 9 种头部姿势类别：向右下、向右、向右上、向下、向中间、向上、向左下、向左、向左上。

为了帮助您开始使用，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训练的优化模型，可直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部署
该模型之后，您可以观看 AWS DeepLens 识别不同头部姿势。

• 项目模型：deeplens-head-pose-detection
• 项目功能：deeplens-head-pose-detection

鸟分类
该项目通过 AWS DeepLens 摄像机拍摄的静态鸟类照片来预测前 5 个最可能的鸟类品种。

该项目使用 ResNet-18 神经网络架构使用 CUB-200 数据集训练模型。该训练模型可以识别 200 种不同的鸟
类。由于类别数量非常多，因此项目仅输出前 5 个最可能的推断结果。为了降低背景噪声以提高精度，将使
用摄像机图像中间的裁剪区域进行推断。您可以从项目视频流中查看裁剪区域。通过将静态鸟照片放置在框
区域中，推断结果将显示在项目视图的左上方。

• 项目模型： deeplens-bird-detection
• 项目功能： deeplens-bird-detection

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创建和部署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在本演练中，您将使用AWS DeepLens控制台从 “对象检测” 示例项目模板创建项目 (p. 45)，以创建AWS 
DeepLens项目。AWS DeepLens预训练对象检测模型可以分析 AWS DeepLens 设备上捕获的视频流中的图
像，并将对象标识为多达 20 个标记图像类型之一。此处提供的说明适用于创建和部署其他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创建示例项目时，会为您预先填充控制台中的字段，因此您可以接受默认值。在屏幕的 Project content (项目
内容) 部分中，您需要知道项目的模型和推理函数。您可以在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概述 (p. 45)中找
到单个项目的信息。

下图提供了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和部署示例项目的过程的高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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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部署您的项目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来创建和部署对象检测示例项目。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和部署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选择 Projects (项目)，然后选择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3. 在 Choose project type (选择项目类型) 屏幕上

a. 选择 Use a project template (使用项目模板)，然后选择要创建的示例项目。在此练习中，选择
Object detection (物体检测)。

b. 滚动到屏幕底部，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4. 在 Specify project details (指定项目详细信息) 屏幕上

a. 在 Project information (项目信息) 部分中：

i. 接受项目的默认名称，或者键入喜欢的名称。
ii. 接受项目的默认描述，或者键入喜欢的描述。

b. 选择创建。

这时您将返回到 Projects (项目) 屏幕，其中列出了刚刚创建的项目及您的其他项目。
5. 在 Projects (项目) 屏幕上，选择项目名称左侧的单选按钮，或选择项目以打开项目详细信息页，然后选

择 Deploy to device (部署到设备)。
6. 在 Target device (目标设备) 屏幕上，从 AWS DeepLens 设备列表中选择要将此项目部署到的设备左侧

的单选按钮。一个 AWS DeepLens 设备一次只能部署一个项目。
7. 选择 Review（审核）。

如果已经有一个项目部署到该设备，您将看到一条错误消息，说明部署此项目将覆盖已在该设备上运行
的项目。选择 Continue project (继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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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您将进入 Review and deploy (检查和部署) 屏幕。
8. 在 Review and deploy (检查和部署) 屏幕上，检查您的项目，选择 Previous (上一步) 可返回并进行更

改，或者选择 Deploy (部署) 以部署该项目。

Important

部署项目时，用于运行该项目的 AWS 服务会产生成本。

有关查看项目输出的说明，请参阅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

通过 AWS SMS 中继 AWS DeepLens 项目输出
在本部分中，您将使用“热狗识别”示例项目，并向其添加一些基于规则的功能，以便每当 AWS DeepLens 检
测到热狗时都发送一个 SMS 通知。虽然我们在本主题中使用“热狗识别”示例项目，不过此过程也可用于任何
示例或自定义项目。

本部分演示如何扩展您的AWS DeepLens项目以与其他 AWS 服务进行交互。例如，您可以扩展 AWS 
DeepLens 以创建：

• 一个仪表板和搜索界面，用于使用Amazon OpenSearch ServicAWS DeepLens e通过时间轴和框架检测到
的所有物体和面孔。

• 异常检测模型可使用 Kinesis Data Analytics 检测商店门前行走的人数。
• 一款人脸检测和名人识别应用程序，可使用Amazon Rekognition 识别您身边的 VIP。

在本练习中，您可以修改以前创建和编辑的项目（请参阅 用于 SageMaker 为示例项目预置预训练模
型 (p. 54)）以使用 AWS IoT 规则引擎和 AWS Lambda 函数。

主题
• 创建 Lambda 函数 (p. 49)
• 禁用 AWS IoT 规则 (p. 53)

创建 Lambda 函数
创建并配置一个 AWS Lambda 函数，该函数在云中运行，对于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消息，该函数筛
选出那些为热狗的概率非常高 (> 0.5) 的消息。您也可以更改概率阈值。

创建 Lambda 函数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WS Lambda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请确保您选择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AWS 区域。
2. 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
3. 选择 Author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创作)。
4. 为 Lambda 函数键入名称，例如<your name>_hotdog_notifier。
5. 对于权限，请在执行角色下选择 “从 AWS 策略模板创建新角色”。
6. 键入角色的名称；例如，<your name>_hotdog_notifier。
7. 对于策略模板，选择 SNS 发布策略和 AWS IoT 按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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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

添加 AWS IoT 规则
成功创建 Lambda 函数后，您需要设置AWS IoT规则以在数据源中发生事件时触发您在 Lambda 函数中指定
的操作（下一步）。要设置规则，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向此函数添加一个 AWS IoT 触发器。

1. 选择 + Add trigger (+ 添加触发器)。如果尚未扩展 Lambda 控制台中的 “设计” 部分，则可能需要对其进
行扩展。

2. 在触发器配置下选择 AWS IoT。
3. 对于 IoT type (IoT 类型)，选择 Custom IoT rule (自定义 IoT 规则)。
4. 对于规则，选择创建新规则。
5. 对于 Rule name (规则名称)，键入名称 (<your-name>_search_hotdogs)。
6. （可选）在规则描述为规则提供描述。
7. 在规则查询语句下，在框中键入以下格式的 AWS IoT 规则查询语句，将红色文本替换为 AWS 

DeepLens 的 AWS IoT 主题。

Select Hotdog from '/$aws/deeplens/$aws/things/
deeplens_5e6d406g-2bf4-4444-9d4f-4668f7366855/infer'

此查询以 JSON 格式捕获来自 AWS DeepLens 的消息：

{ "Hotdog" : "0.5438" }

要找到适合您的AWS IoT主题AWS DeepLens，请导航到您的设备AWS DeepLens，选择您的设备，然
后滚动到设备详情页面的底部。

8. 切换启用触发器选项。
9. 选择添加以完成创建 AWS IoT 规则。

配置 Lambda 函数
通过将默认代码替换为自定义代码并添加环境变量来配置 Lambda 函数。对于此项目，您还需要修改我们提
供的自定义代码。

1. 在 AWS Lambda 中，选择 Functions (函数)，然后选择您的函数的名称。
2. 在 your-name_hotdog_notifier 页面上，选择 Configuration (配置)。
3. 在函数代码框中，删除所有代码。
4. 将以下 JavaScript 代码粘贴到函数代码框中。您需要更改代码中的一行，以指示您希望如何获取通知。

将在下一步中执行该操作。

/** 
 * This is a sample Lambda function that sends an SMS notification when your 
 * AWS DeepLens device detects a hot dog. 
 *  
 * Follow these steps to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of your function: 
 * 
 * Update the phone number environment variable with your phone number. 
 */

const AWS = require('aws-sdk');

/*
*   Be sure to add email and phone_number to the function's environmen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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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email = process.env.email;
const phone_number = process.env.phone_number;
const SNS = new AWS.SNS({ apiVersion: '2010-03-31' });

exports.handler = (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console.log('Received event:', event); 

    // publish message 
    const params = { 
        Message: 'Your AWS DeepLens device just identified a hot dog. 
 Congratulations!', 
        PhoneNumber: phone_number 
    }; 
    if (event.Hotdog > 0.5) { 
        SNS.publish(params, callback); 
    }
};

5. 在代码块中指示的位置添加以下代码行之一。在下一步中，您将添加一个环境变量，该变量对应于您在
此处所做的代码更改。

• 接收电子邮件通知：const email=process.env.email;
• 接收电话通知：const phone_number=process.env.phone_number;

6. 选择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环境变量) 并添加以下内容之一：

通知方式 键 值

Email（电子邮件） email 您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示例：YourAlias@ISP.com

Phone（电话） phone_number 您的电话号码 (包括国家/地区代码)。

示例：US +1 8005551212

键值必须匹配在上一步中添加的代码行中的 const 名称。
7. 选择 Save (保存) 和 Test (测试)（位于右上角）。

测试配置

测试配置

1. 导航到AWS IoT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ot。
2. 选择 Test（测试）。
3. 将以下消息发布到您的规则中定义的主题：{ "Hotdog" : "0.6382" }。

您应该收到您在 Lambda 函数中定义的 SMS 消息：您的AWS DeepLens设备刚刚识别出热狗。恭喜
您！

使用“热狗识别”项目进行测试

如果您尚未部署“热狗识别”项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到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home?region=us-east-1#firstrun/ 然后选择 Projects/
创建项目模板/HotDog 或 Not Hot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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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该项目部署到您的设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创建和部署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 (p. 47)：
3. 向您的 AWS DeepLens 展示一个热狗，然后看它是否检测出这个热狗并向您发送确认信息。

要进行实验，请更改触发 Lambda 函数的概率阈值，看看会发生什么。

禁用 AWS IoT 规则
除非您希望 AWS DeepLens 在看到热狗时不停地通知您，否则请禁用 AWS IoT 规则。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ot” 登录AWS IoT控制台。
2. 选择 Act (行动)，然后选择您为本练习创建的规则 <your-name>_search_hotdogs。
3. 在右上角，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选择 Disable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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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SageMaker 为示例项目预置预训练模型
在此示例中，您从一个 SqueezeNet 对象检测模型开始，然后使用 SageMaker 该模型训练该模型执行二进
制分类以确定物体是否为热狗。本示例向您说明如何编辑模型以执行二进制分类，并介绍学习速率和纪元时
间。我们提供了 Jupyter 笔记本实例，这是一个用于交互式计算的开源软件。它包括要执行的编辑代码，以
及整个流程的说明。

在训练模型之后，您可以将其构件导入到 AWS DeepLens 并创建项目。然后，您可以观察 AWS DeepLens 
如何检测并识别热狗。

主题
• 步骤 2：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 (p. 55)
• 步骤 2：创建堆建堆建堆建 SageMaker 堆建 Lo (p. 56)
• 步骤 2：编辑堆建堆建堆建堆建堆建堆 SageMaker (p. 57)
• 步骤 4：优化模型 (p. 58)
• 步骤 5：导入模型 (p. 59)
• 步骤 2：创建 Lambda 函数 (p. 60)
• 步骤 7：创建新的 AWS DeepLens 项目 (p. 61)
• 步骤 8：审核和部署项目 (p. 62)
• 步骤 9：查看您的模型输出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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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
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创建 AWS 账户以及所需的 IAM 用户和角色。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s3/。

2. 请选择 Create bucket（创建桶）。
3. 在 Name and region (名称和区域) 选项卡上：

a. 命名存储桶deeplens-sagemaker-<some_string>，其中<some_string>可以是任何字符串，
以使存储桶名称在 AWS 中独一无二。例如，您的账户名或 ID。

Note

存储桶名称必须以 deeplens-sagemaker- 开头才能与默认访问策略结合使用。否则，
该服务将无法访问它。

b. 验证您位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c. 选择下一步。

4. 在 Configure options (配置选项) 选项卡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5. 在设置权限选项卡上，从管理系统权限下拉菜单中选择授予 Amazon S3 日志传输组对此存储桶的写入

权限，然后选择下一步。
6. 在 Review (检查) 选项卡上，检查您的设置，然后选择 Create bucket (创建存储桶)。
7. 在所创建存储桶的页面上，选择 Overview (概述) 选项卡，然后选择 Create folder (创建文件夹)。
8. 将文件夹命名为 test，然后选择保存。

要将文件夹与接下来将创建的示例笔记本实例结合使用，您必须将文件夹命名为 test，除非您更改笔
记本中的默认文件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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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创建堆建堆建堆建 SageMaker 堆建 Lo
创建 SageMaker 笔记本实例。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 打开亚马逊 SageMaker 控制台。

请确保您选择了us-east-1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2. 从导航窗格中选择 Notebook instances (笔记本实例)，然后选择 Create notebook instance (创建笔记本

实例)。
3. 在 Create notebook instance (创建笔记本实例)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Notebook instance settings (笔记本实例设置) 下的 Notebook instance name (笔记本实例名称)
输入字段中，键入笔记本的名称；例如，<your-name>-hotdog。

b. 对于 Notebook instance type (笔记本实例类型)，选择 ml.t2.medium。
c. 对于 “权限和加密”，在 IAM 角色下，选择 “创建新角色”，如果这是您第一次运行笔记本，

请deeplens-sagemaker在 “特定 S3 存储桶” 输入字段中键入，然后选择 “创建角色”。

为 AWS 创建了第一个笔记本实例后 DeepLens，您可以从 “使用现有角色” 列表中选择可用的 IAM 
角色。

如果您已在设置过程中创建了 AWSDeepLensSageMaker 角色，请选择输入自定义 IAM 角色 
ARN，将您的 SageMaker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粘贴到自定义 IAM 角色 ARN 框中。您
可以按以下网址找到您的 SageMaker 角色的 ARN：

i.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ii.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
iii. 找到AWSDeepLensSagemakerRole并选择其名称。这会将您转到角色的 Summary (摘要) 页

面。
iv. 在 Summary (摘要) 页面上，找到并复制 Role ARN (角色 ARN)。ARN 类似于以下内容：

arn:aws:iam::account id:role/AWSDeepLensSagemakerRole

d. 所有其他设置都是可选的。在本练习中，请将其跳过。

Tip

如果您想从笔记本实例访问 VPC 中的资源，请选择 VPC 和SubnetId。对于 Security 
groups (安全组)，选择 VPC 的默认安全组。对于本指南中的练习，默认安全组的入站和出
站规则已经足够。

e. 选择 Create notebookinstance (创建笔记本实例)。

您的新笔记本实例现已在 Notebooks (笔记本) 页面上可用。

56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用于 SageMaker 为项目预置模型

步骤 2：编辑堆建堆建堆建堆建堆建堆 SageMaker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打开 <your-name>-hotdog 笔记本并编辑物体检测模型，使该模型可识别热狗。该笔
记本包含说明，可帮助您完成各个步骤。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 打开亚马逊 SageMaker 控制台。
2. 确保选择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Notebook instances (笔记本实例)。
4. 在 Notebooks (笔记本) 页面上，选择要创建的笔记本实例左侧的单选按钮 (<your-name>-hotdog)。

当笔记本的状态为时 InService，选择 Open Jupiter。
5. 在浏览器中打开新选项卡，然后导航到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reinvent-2017-deeplens-

workshop。
6. 下载 .zip 文件或使用以下命令克隆 Git 存储库。如果您下载 .zip 文件，请找到该文件并提取全部文件。

git clone git@github.com:aws-samples/reinvent-2017-deeplens-workshop.git

如果您下载 .zip 文件，请找到该文件并提取全部文件。

现在您可以上传训练文件并使用它来编辑模型。

1. 在“Jupyter”选项卡上，选择 Upload (上传)。
2. 导航到提取的文件 deeplens-hotdog-or-not-hotdog.ipynb，然后依次选择 Open (打开) 和

Upload (上传)。
3. 找到并选择 deeplens-hotdog-or-not-hotdog 笔记本。
4. 在 Jupyter 屏幕的右上角，确保内核为 conda_mxnet_p36。如果不是，请更改内核。
5. 在 deeplens-hotdog-or-not-hotdog.ipynb 文件中，搜索 bucket= 'your S3 bucket 

name here'。将 'your s3 bucket name here' 替换为您 S3 存储桶的名称，例如 deeplens-
sagemaker-<your-name>。

返回文件的顶部。

对于文件中的每个步骤 (In [#]:)：

a. 阅读步骤的描述。
b. 如果描述块中有代码，请将光标放在代码块上并运行代码块。要在 Jupyter 中运行代码块，请使用

Ctrl+<Enter> 或选择运行图标 ( )。

Important

各个步骤采用类似于 In [1]: 的方式编号。在该块的执行过程中，这会更改为 In 
[*]:。当块完成执行后，它会返回到 In [1]:。当前块仍在运行时，不要移到下一个代
码块。

6. 编辑完模型后，返回 Amazon S3 控制台，选择您的存储段名称，选择test文件夹，然后验证编辑后的
模型的以下构件是否存储在 S3 存储桶的测试文件夹中。

• Hotdog_or_not_model-0000.params
• Hotdog_or_not_model-symbol.json

57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reinvent-2017-deeplens-workshop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reinvent-2017-deeplens-workshop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用于 SageMaker 为项目预置模型

步骤 4：优化模型
现在，您有经过训练的 mxNet 模型，在 AWS DeepLens 的 GPU 上运行模型之前，您还需要最后一步。经
训练的 mxNet 模型未以针对计算优化的格式提供。如果我们在原始格式上部署模型，它会通过 mxNet 在 
CPU 上以非最佳速度运行。要在 GPU 上以最佳速度运行，我们需要执行模型优化。有关如何优化 MXNet 
模型的说明，请参阅优化自定义模型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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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导入模型
将编辑后的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选择 Models (模型)，然后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3. 对于 Import model to AWS DeepLens (将模型导入 &DL;)，选择 Externally trained model (外部训练的

模型)
4. 对于 Model settings (模型设置)，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模型对象，键入您在上一步中上传到 Amazon S3 存储桶的构件的路径。路径以 s3://
deeplens- 开头。例如，如果您遵循步骤 1 中的命名方式，则路径将为 s3://deeplens-
sagemaker-<your-name>/<dir>。

b. 对于 Model name (模型名称)，键入模型的名称。
c. 对于 Model description (模型描述)，键入描述。

5. 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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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创建 Lambda 函数
使用AWS Lambda控制台创建 Lambda 函数。有关包含示例代码的特定说明，请参阅创建和发布 AWS 
DeepLens 推理 Lambda 函数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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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创建新的 AWS DeepLens 项目
现在，创建一个新 AWS DeepLens 项目并将编辑过的模型添加到其中。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选择 Projects (项目)。
3. 选择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4. 对于 Choose project type (选择项目类型)，选择 Create a new blank project (创建新的空白项目)，然后

选择 Next (下一步)。
5. 对于 Project information (项目信息)，键入此项目的名称和说明。
6. 对于 Project content (项目内容)，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
7. 搜索并选择您刚刚创建的模型，然后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
8. 例如，选择 Add function (添加函数) 后选择 deeplens-hotdog-no-hotdog，接下来选择 Add 

function (添加函数)。
9. 选择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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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审核和部署项目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从项目列表中，选择您刚创建的项目，然后选择 Deploy to device (部署到设备)。
3. 选择您的 AWS DeepLens 作为目标设备，然后选择 Review (审核)。
4. 审核设置，然后选择 Deploy (部署)。

Important

部署项目时，所用的各种 AWS 服务会产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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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查看您的模型输出
要查看模型的输出，请按照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流 (p. 38)中的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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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DeepLens 自定义项目
在探索了一个或多个示例项目后，您可能希望创建和部署您自己的 AWS DeepLens 项目。这意味着您需要
执行以下所有或大部分操作。

• 在 SageMaker 或其他地方训练自定义深度学习模型。
• 将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 创建和发布推理函数。
• 创建一个 AWS DeepLens 项目并向此项目添加模型和推理函数。
• 将此项目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在本节中，我们将指导您完成这些任务。

主题
• 导入您的 SageMaker 训练模型 (p. 64)
• 导入外部训练的模型 (p. 64)
• 优化自定义模型 (p. 66)
• 创建和发布 AWS DeepLens 推理 Lambda 函数 (p. 66)
• 创建和部署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 (p. 70)
• 使用 SageMaker Neo 优化推理AWS DeepLens (p. 71)

导入您的 SageMaker 训练模型
要将 SageMaker 经过训练的模型用于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必须将其导入AWS DeepLens。

将 SageMaker 经过训练的模型导入AWS DeepLens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从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然后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3. 对于 Import source (导入源)，选择 SageMaker trained model (Amazon SageMaker 训练的模型)。
4. 在 Model settings (模型设置) 区域中：

a. 从已完成任务列表中，为您要导入的模型选择 SageMaker training job ID (Amazon SageMaker 训
练任务 ID)。

作业的 ID 必须以开头deeplens-，除非您已自定义 AWSDeepLensServiceRolePolicy（用于注册
设备）以扩展政策AWS DeepLens以允许访问开头 SageMaker的培训作业deeplens*。

如果你在列表中找不到你要找的任务，请转到 SageMaker 控制台并检查任务的状态以验证任务是
否已成功完成。

b. 对于 Model name (模型名称)，键入您希望向模型提供的名称。模型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和
连字符，并且长度不超过 100 个字符。

c. 对于 Description (描述)，您可以选择键入模型的描述。
d. 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导入外部训练的模型
要使用外部训练的模型，请导入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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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外部训练的模型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 fAWS DeepLens 
or。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然后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3. 对于 Import source (导入源)，选择 Externally trained model (外部训练的模型)。
4. 对于 Model settings (模型设置)，提供以下信息。

a. 在模型构件路径中，键入训练模型时创建的工件的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位置的完
整路径。路径以 s3://deeplens- 开头。例如，如果您遵循的是我们在本文档中自始至终使用的
命名约定，则路径为 s3://deeplens-sagemaker-your_name/<dir>。

b. 对于 Model name (模型名称)，键入一个名称。模型名称最多只能包含 100 个字母数字字符和连字
符。

c. 可选。对于 Description (描述)，键入模型的描述。
d. 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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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自定义模型
AWS DeepLens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计算机库 (clDNN) 来利用 GPU 进行推断。如果您的模型构件与 clDNN 
格式不兼容，则必须通过调用模型优化 (mo) 模块来转换模型构件。此过程称为模型优化。由 MXNet、Caffe 
输出的模型伪影或未 TensorFlow 经过优化。

要优化模型构件，请调用 mo.optimize (p. 121) 方法，如以下代码中所述：

error, model_path = mo.optimize(model_name,input_width,input_height)

要加载模型构件用于在您的推理 Lambda 函数中进行推理，请指定设备上模型构件的路径。对于未优化的模
型构件，您必须使用从上述方法调用返回的 model_path。

模型部署到设备上的 /opt/awscam/artifacts 目录中。优化后的模型构件序列化到 XML 文件中，您
可以将文件路径直接分配到 model_path 变量。有关示例，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和发布推理 
Lambda 函数” (p. 66)。

对于 MXNet 模型构件，模型优化程序可以转换 .json 和 .params 文件。对于 Caffe 模型构件，模型优化
程序可以接受 .prototxt 或 .caffemodel 文件。对于 TensorFlow 模型伪影，模型优化器需要冻结的 
graph (.pb) 文件。

有关模型优化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模型优化 (mo) 模块 (p. 121)。

创建和发布 AWS DeepLens 推理 Lambda 函数
本主题说明如何将 AWS Lambda 推理函数添加到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中。推理是向模型显示以前从
未见过的图像并要求它做出预测的步骤。推理函数优化模型以在 AWS DeepLens 上运行，并将每个摄像机
帧馈送到模型中以获得预测。对于推理函数，您可使用 AWS Lambda 创建部署到 AWS DeepLens 的函数。
推理功能在 AWS DeepLens 设备上，对来自摄像机的每一帧本地运行。

AWS DeepLens支持用 Python 2.7 和 Python 3.7 编写的 Lambda 推理函数。Python 3.7 需要设备软件 1.4.5 
版。你将在浏览器中编写 Lambda 函数，然后部署它来运行AWS DeepLens。

为 AWS DeepLens 项目创建和发布 Lambda 推理函数

1. 将 AWS DeepLens 推理函数模板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不要解压下载的文件。

zip 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lambda_function.py— 此文件包含 Lambda 函数。 AWS DeepLens将在您的AWS DeepLens项
目部署后运行此文件。

• local_display.py— 此文件包含一个帮助类，用于将修改后的帧从摄像机写入项目视频流。
• greengrasssdk— 此文件夹包含 SAWS IoT Greengrass DK。它用于将预测结果发送回云或其他 

IoT 设备。

您将修改 lambda_function.py，以便从摄像机中拉取帧、执行推理并通过 AWS IoT Greengrass 发
送回预测。

2.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WS Lambda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3. 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然后选择 Author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创作)。
4. 在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信息) 部分中：

a. 在函数名称下，键入您的 Lambda 函数的名称，例如deeplens-object-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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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必须以 deeplens 开头。
b. 在 Runtime (运行时) 下，选择 Python 2.7 或 Python 3.7。
c. 在 Permissions (权限) 下，展开 Choose or create an execution role (选择或创建执行角色)（如果

尚未展开）。
d. 在 Execution role (执行角色) 下，选择 Use an existing role (使用现有角色)。
e. 从 “现有角色” 下拉列表中，选择 s ervice-role/AWSDeepLensLambdaRole，它是在您注册设备时

创建的。
5. 滚动到页面底部，然后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
6. 在 Function Code (函数代码) 部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操作” 下，选择上传.zip 文件。
b. 在 Function package (函数包) 下，选择 Upload (上传)，然后选择

deeplens_inference_function_template.zip。
7. 选择 “保存”（位于 Lambda 控制台的右上角），将基本 Lambda 函数加载到代码编辑器中。
8. 在 Lambda 代码编辑器中，打开lambda_function.py：

保留导入依赖关系

该cv2库依赖于该awscam模块。如果您修改了lambda_function.py模板，请确保它继续
在cv2库之前导入awscam模块。

import json
import awscam
import mo
import cv2
import greengrasssdk
import os
from local_display import LocalDisplay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Empty entry point to the Lambda function invoked from the edge.""" 
    return

def infinite_infer_run(): 
    """ Run the DeepLens inference loop frame by frame""" 
    # Load the model here 
    while True: 
        # Get a frame from the video stream 
        ret,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 Do inference with the model here 
        # Send results back to IoT or output to video stream
infinite_infer_run() 
             

让我们逐行检查此代码。

• json 模块允许 Lambda 函数处理 JSON 数据并通过 AWS IoT 发送回结果。
• awscam 模块允许您的 Lambda 函数使用 AWS DeepLens 设备库 (p. 115) 来抓取摄像机帧，使用优

化的模型执行推理，并解析推理结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模型对象 (p. 116)：
• mo 模块允许 Lambda 函数访问 AWS DeepLens 模型优化程序。它优化了在云端训练的模型，使其在 

DeepLens GPU 上高效运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模型优化 (mo) 模块 (p. 121)：
• cv2 模块允许您的 Lambda 函数访问用于图像预处理的 Open CV 库。
• 该greengrasssdk模块公开了 Lambda 函数AWS IoT Greengrass的 API，用于向 AWS 云发送消

息，包括将运行状态和推理结果发送到AWS IoT。
• local_display 文件包含用于写入项目视频流的帮助程序类。这可以帮助你直接在 DeepLens 视频

流上绘制边框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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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da_handler 通常是您放置调用一次然后停止的 Lambda 函数代码的位置。我们希望 Lambda 
函数持续运行和处理帧。AWS DeepLens我们将 lambda_handler 留空并定义另一个可以永远运行
的函数 infinite_infer_run。

• infinite_infer_run 函数包含一个永远运行的 while 循环。它使用 awscam.getLastFrame 在
每次迭代时从摄像机中拉取帧。

9.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添加代码以加载推理模型，并将摄像机帧传递到其中以获取预测。对于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您训练了一个模型来区分狗和猫。

在 Lambda 代码编辑器的评论下方# Load the model here，添加以下内容：

# Model details
input_width = 224
input_height = 224
model_name = 'image-classification'
model_type = 'classification'
output_map = {0: 'dog', 1: 'cat'}

# Optimize the model
error, model_path = mo.optimize(model_name,input_width,input_height)

# Load the model onto the GPU.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path, {'GPU': 1})

AWS DeepLens使用英特尔 OpenVino 模型优化器来优化在云端训练的模型。 model_name是要
加载的模型文件的名称。对于使用 Amazon 训练的模型 SageMaker，模型通常有 2 个文件：一
个<model_name>-symbol.json文件和一个<model_name>-###.params文件。

input_width 和 input_height 是指用于训练网络的图像的大小。在推理过程中，将传入相同大小
的图像。

model_type 会告诉 awscam 软件包如何解析结果。其他模型类型包括 ssd（单张图片检测器）和
segmentation。

output_map 帮助将来自模型的整数结果转换为人类可读的标签。
10. 在此步骤中，您将添加代码，以通过模型传递摄像机帧来获取预测。

在 Lambda 代码编辑器的评论下方# Do inference with the model here，添加以下内容：

frame_resize = cv2.resize(fram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predictions = model.doInference(frame_resize)
parsed_inference_results = model.parseResult(model_type, predictions)

在此代码中，我们调整了摄像机帧的大小，使其与在训练模型时使用的图像输入具有相同大小。接下
来，我们在这个调整大小的帧上对模型进行推理。最后，使用 awscam parseResult 将预测转换为可
以轻松解析的字典。有关 parseResult 的输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odel.parseResult。

11. 在此步骤中，您添加用于将结果发送回 AWS IoT 的代码。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将结果记录在数据库中，或
者根据预测触发操作。

在 Lambda 代码编辑器的函数infinite_infer_run中""" Run the DeepLens inference 
loop frame by frame"""，添加以下内容：

# Create an IoT client for sending to messages to the cloud.
client = greengrasssdk.client('iot-data')
iot_topic = '$aws/things/{}/infer'.format(os.environ['AWS_IOT_THING_NAME'])

# Create a local display instance that will dump the image bytes to a FIFO
# file that the image can be rendered locally.
local_display = LocalDisplay('4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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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_display.start()

此代码执行两个任务：

• 实例化AWS IoT Greengrass SDK (greengrasssdk) 以使推理输出可用于 AWS 云。这包括将处理
信息和处理的结果发送到 AWS IoT 主题 (iot_topic)。本主题使您以 JSON 数据而不是视频流的形
式查看 AWS DeepLens 输出。

• 启动线程 (local_display.start) 以提供解析后的视频帧用于本地显示 (LocalDisplay)。可
以在设备上 (p. 41)显示或使用 Web 浏览器 (p. 38)显示。

之后添加以下代码# Send results back to IoT or output to video stream以将结果发送
回去 frame-by-frame：

# Add the label of the top result to the frame used by local display.
cv2.putText(frame, output_map[top_k[0]['label']], (10, 7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3, (255, 165, 20), 8)
# Set the next frame in the local display stream.
local_display.set_frame_data(frame)
# Send the top k results to the IoT console via MQTT
cloud_output = {}
for obj in top_k: 
 cloud_output[output_map[obj['label']]] = obj['prob']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json.dumps(cloud_output))

12. 选择 Save (保存) 以保存更新后的 Lambda 函数。您的函数应该如下所示：

import json
import awscam
import mo
import cv2
import greengrasssdk
import os
from local_display import LocalDisplay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Empty entry point to the Lambda function invoked from the edge.""" 
    return

def infinite_infer_run(): 
    """ Run the DeepLens inference loop frame by frame""" 
    # Create an IoT client for sending to messages to the cloud. 
    client = greengrasssdk.client('iot-data') 
    iot_topic = '$aws/things/{}/infer'.format(os.environ['AWS_IOT_THING_NAME']) 

    # Create a local display instance that will dump the image bytes to a FIFO 
    # file that the image can be rendered locally. 
    local_display = LocalDisplay('480p') 
    local_display.start() 
     
    # Load the model here 
    # Model details 
    input_width = 224 
    input_height = 224 
    model_name = 'image-classification' 
    model_type = 'classification' 
    output_map = {0: 'dog', 1: 'cat'} 
     
    # Optimize the model 
    error, model_path = mo.optimize(model_name,input_width,input_height) 
    # Load the model onto the GPU.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path, {'GP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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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rue: 
        # Get a frame from the video stream 
        ret,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 Do inference with the model here 
        # Resize frame to the same size as the training set. 
        frame_resize = cv2.resize(fram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predictions = model.doInference(frame_resize) 
        parsed_inference_results = model.parseResult(model_type, predictions) 

        k = 2 
        # Get top k results with highest probabilities 
        top_k = parsed_inference_results[model_type][0:k] 
        print(top_k) 
        # Send results back to IoT or output to video stream 
        # Add the label of the top result to the frame used by local display. 
        cv2.putText(frame, output_map[top_k[0]['label']], (10, 7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3, (255, 165, 20), 8) 
        # Set the next frame in the local display stream. 
        local_display.set_frame_data(frame) 
        # Send the top k results to the IoT console via MQTT 
        cloud_output = {} 
        for obj in top_k: 
            cloud_output[output_map[obj['label']]] = obj['prob']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json.dumps(cloud_output))
infinite_infer_run()

13. 从 Actions (操作) 下拉菜单列表中，选择 Publish new version (发布新版本)。当您发布函数时，该函数
将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可用，并可添加到您的自定义项目中。

创建和部署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

主题
•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自定义项目 (p. 70)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自定义项目
以下过程将创建一个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其中包含自定义的训练模型和基于模型的推理函数。在
继续处理之前，您应该已导入您的模型，创建并发布了一个自定义推理 &LAM; 函数。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创建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

项目创建步骤包括两个屏幕。在第一个屏幕上，您可以选择自己的项目。在第二个屏幕上，您可以指定项目
的详细信息。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打开AWS DeepLens主机。
2. 选择 Projects (项目)，然后选择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3. 在 Choose project type (选择项目类型) 页面上，选择 Create a new blank project (创建新的空白项目)。
4. 在 Specify project details (指定项目详细信息) 页面上的 Project information (项目信息) 下，执行以下操

作：

a. 在 Project name (项目名称) 中，键入名称（例如 my-cat-and-dog-detection）以标识您的自
定义项目。

b. （可选）在 Description - Optional (描述 - 可选) 中，提供您的自定义项目的描述。
5. 仍在 Specify project details (指定项目详细信息) 页面上的 Project content (项目内容) 下，执行以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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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再选择已导入 AWS DeepLens 中的自定义模型的名称旁边的单选按
钮，然后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

b. 选择 Add function (添加函数)，再选择已创建和发布的自定义推理函数名称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
选择 Add function (添加函数)。

如果您的函数未显示，请验证它是否已发布。
c. 选择 Create (创建) 以开始创建您的自定义项目。

6. 在 Projects (项目) 页面上，选择您刚刚创建的项目。
7. 选择 Deploy to device (部署到设备)，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以将项目部署到设备。

使用 SageMaker Neo 优化推理AWS DeepLens
训练模型可能未经过优化，无法在您的设备上运行推理。在将训练模型部署到 AWS DeepLens 之前，您可
以使用 SageMaker Neo 来优化该模型，以便在 AWS DeepLens 硬件上运行推理。此过程涉及以下步骤：

1. 编译模型。
2. 将已编译的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控制台。
3. 将已编译的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4. 将已编译的模型加载到推理引擎的 Neo 运行时中。

我们建议您使用经过 Neo 编译的模型来改进推理性能，您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即可实现目标。

主题
• 编译 AWS DeepLens 模型 (p. 71)
• 将已编译的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控制台 (p. 72)
• 将已编译的模型加载到 AWS DeepLens 推理引擎中 (p. 72)

编译 AWS DeepLens 模型
要使用 Neo 编译模型，您可以使用 AWS CLI 创建和运行编译作业。首先在 JSON 中创建任务配置文件以指
定以下内容：用于加载原始模型工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训练数据格式和机器学习框架，后者指示任务
的运行方式。

以下示例 JSON 文件说明如何指定作业配置。例如，该文件名为 neo_deeplens.json。

{ 
    "CompilationJobName": "deeplens_inference", 
    "RoleArn": "arn:aws:iam::your-account-id:role/service-role/AmazonSageMaker-
ExecutionRole-20190429T140091", 
    "InputConfig": { 
        "S3Uri": "s3://your-bucket-name/headpose/model/deeplens-tf/train/model.tar.gz", 
        "DataInputConfig":  "{\"data\": [1,84,84,3]}", 
        "Framework": "TENSORFLOW" 
    }, 
    "OutputConfig": { 
        "S3OutputLocation": "s3://your-bucket-name/headpose/model/deeplens-tf/compile", 
        "TargetDevice": "deeplens" 
    }, 
    "StoppingCondition": { 
        "MaxRuntimeInSeconds": 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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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Config.S3Uri 属性值指定训练模型构件的 S3 路径。S3OutputLocation 属性值指定用于包含经
过 Neo 编译的模型构件的 S3 文件夹。DataInputConfig 属性值中指定的输入数据格式必须与原始训练数
据格式一致。有关编译作业配置属性值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eCompilationJob。

要创建和运行 Neo 作业，请在终端窗口中键入以下 AWS CLI 命令。

aws sagemaker create-compilation-job \
--cli-input-json file://neo_deeplens.json \
--region us-west-2 

此外AWS CLI，您还可以使用 SageMaker 控制台或 SageMaker SDK 来创建和运行编译作业。要了解更多
信息，请参阅使用 SageMaker 控制台和 SageMaker SDK 编译经过训练的模型。

将已编译的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控制台
此部分介绍如何导入已编译的模型。完成这些步骤后，您可以将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上，
然后运行推理。

将经过 Neo 编译的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控制台

1. 从 S3OutputLocation 路径指定的 S3 文件夹下载已编译的模型。
2. 在您的计算机上，创建一个文件夹 (compiled-model-folder)，将编译后的模型解压缩到其中。请记

下文件夹名称，因为稍后需要用它标识已编译的模型。

mkdir compiled-model-folder

3. 如果您使用的是 macOS 计算机，请设置以下标志。

COPYFILE_DISABLE=1 

4. 将下载的模型解压缩到文件夹 (compiled-model-folder)。

tar xzvf model-deeplens.tar.gz -C compiled-model-folder

5. 压缩已编译的模型文件夹。

tar czvf compiled-model-foler.tar.gz compiled-model-folder

6. 将压缩的已编译模型文件夹上传到 S3。记下目标 S3 路径。您在下一个步骤中将使用此路径导入模型。
7. 转至 AWS DeepLens 控制台，并使用上一步中选择的 S3 路径导入模型。在模型的设置中，将模型的框

架设置为 Other。

已编译的模型现已准备就绪，可将它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部署已编译模型的步骤与部署未编
译模型的步骤相同。

将已编译的模型加载到 AWS DeepLens 推理引擎中
要将已编译的模型加载到 AWS DeepLens 推理引擎中，请指定包含已编译的模型构件和 Neo 运行时的文件
夹名称。在 Lambda 函数中实例化该awscam.Model类时执行此操作。以下代码示例展示了这一点。

import awscam
model = awscam.Model('compiled-model-folder', {'GPU': 1}, runtime=1)
ret, image = awscam.getlastFrame()
infer_results = model.doInference(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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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数现在使用 Neo 运行时中的已编译模型运行推理。要使用已编译的模型进行推理，您必须在创建
model 对象时设置 runtime=1 并选择 GPU ({'GPU' : 1})。

输出 infer_results 将原始推理结果作为词典对象返回，其中 infer_results[i] 包含 ith 输出层的结
果。例如，如果图像分类网络（如 resnet-50）仅具有一个 Softmax 输出层，则 infer_results[0] 是一
个 Numpy 阵列，其大小 N x 1 提供了每个带标记 N 的图像的概率。

生成 AWS DeepLens 项目教程
本部分提供的教 end-to-end 程可指导您使用在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中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构建、部署和测试
AWS DeepLens项目。

主题
• 使用 TensorFlow经过训练的模型构建和运行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p. 73)

使用 TensorFlow经过训练的模型构建和运行头部姿势
检测项目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引导您完成构建和运行AWS DeepLens项目以检测头部姿势的 end-to-end 过程。该项目
基于头部姿势检测示例项目。具体来说，您将了解：

1. 如何使用中的 TensorFlow SageMaker框架训练计算机视觉模型，包括将模型工件转换为 protobuff 格式以
供使用AWS DeepLens。

2. 如何创建推理 Lambda 函数以根据从 AWS DeepLens 视频摄像机的视频源捕获的帧来推断头部姿势。
3. 如何创建包含 SageMaker经过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和推理 Lambda 函数的AWS DeepLens项目。
4. 如何将项目部署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以运行项目并验证结果。

主题
• 开始获取 AWS 示例项目 GitHub (p. 73)
• 在 Amazon S3 中设置项目数据存储 (p. 75)
• 准备用于训练的输入数据 SageMaker (p. 76)
• 训练头部姿势检测模型 SageMaker (p. 77)
• 创建推理 Lambda 函数来检测头部姿势 (p. 82)
• 创建和部署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p. 88)

开始获取 AWS 示例项目 GitHub
本教程基于头部姿势检测示例项目 (p. 47)。示例项目的源代码，包括用于准备来自原始 Head Pose 图像数
据库的输入数据的预处理脚本，可在上找到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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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Pose_ResNet 50_Tutorial.ipynb 文件提供了 Notebook 模板作为学习和探索训练模型的起
点。preprocessingDataset_py2.py 可按原样使用以准备用于训练的输入数据。

您可以将压缩的 GitHub 项目文件下载并解压缩到本地驱动器。或者你可以克隆 GitHub 项目。要克隆项目，
请打开终端窗口，并在给定工作目录中键入以下 Gi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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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headpose-estimator-apache-mxnet

默认情况下，下载的或克隆的项目文件夹为 headpose-estimator-apache-mxnet-master。在本教程
中，我们将对项目文件夹使用此默认文件夹名称。

将 GitHub 项目作为模板，我们现在准备通过在 S3 中设置项目的数据存储来开始构建我们的项
目 (p. 75)。

在 Amazon S3 中设置项目数据存储
在此项目中，我们将使用本 SageMaker 文档来训练模型。为此，我们需要准备一个 S3 存储桶和四个子文件
夹来存储训练作业所需的输入以及由训练作业生成的输出。

我们将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并为其命名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在 <my-
name> 占位符中填写您的姓名或某个 ID 以使存储桶名称唯一。在此存储桶中，我们创建一个 headpose 文
件夹来保存用于训练特定于头部姿势检测的模型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 headpose 文件夹下创建以下四个子文件夹：

• 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TFartifacts：用于存储训练输出，即训练
后的模型构件。

• 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customTFcodes

• 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datasets：用于存储训练输入（带已知头
部姿势的预处理的图像）。

• 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testIMs

步骤 2：创建 Amazon S3 控制台创建存储桶和文件夹：创建堆栈。

1. 在处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home?region=us-east-1。
2. 如果 Amazon S3 存储桶尚不存在，请选择 + 创建存储桶，然后键入deeplens-sagemaker-

models-<my-name>存储桶名称，使用其他选项的默认值，然后选择创建。否则，请双击现有的存储桶
名称来选择存储桶。

3. 选择 + Create folder (+ 创建文件夹)，键入 headpose 作为文件夹名称，然后选择 Save (保存)。
4. 选择刚刚创建的 headpose 文件夹，然后选择 + Create folder (+ 创建文件夹) 以在 headpose 下方创

建四个子文件夹（分别名为 TFartifacts、customTFcodes、datasets、testIMs），一次创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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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用于训练的输入数据 SageMaker (p. 76)。

准备用于训练的输入数据 SageMaker
原始头部姿势图像数据库（HeadPoseImageDatabase.tar.gz 文件）由一组图像（.jpeg 文件）和标签（.txt 
文件）组成，这些图像显示 15 个人在一系列倾斜和平移位置的头部姿势。它们必须转换为单个.pkl 文件作为 
SageMaker 训练作业的输入。

要准备训练数据，您可以使用 Github 上的头部姿势示例项目 (p. 73)中提供的预处理脚本 
(preprocessingDataset_py2.py)。您可以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此脚本，也可以通过 Python Notebook 实例在 
AWS 云上运行此脚本。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如何本地准备训练数据。您将了解如何在the section called “训
练头部姿势检测模型 SageMaker” (p. 77)中的笔记本实例中执行此操作。

1. 打开终端，将目录更改为将头部姿势示例项目 (p. 73)下载到的目录。
2. 运行以下 Python（版本 2.7）命令

python preprocessingDataset_py2.py --num-data-aug 15 --aspect-ratio 1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该错误指示未找到 cv2 模块，请运行以下命令来安装缺失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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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m pip install opencv-python

然后，重新运行预处理脚本。

此过程需要 15 到 20 小时才能完成。预处理脚本将结果输出为当前工作目录中的 HeadPoseData 
_trn_test_x15_py2.pkl 文件。

3. 将预处理过的训练数据 (HeadPoseData_trn_test_x15_py2.pkl) 文件上传到Amazon S3 的deeplens-
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datasets文件夹中。您可以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
执行此操作，也可以使用以下 AWS CLI 命令执行此操作，如下所示：

aws s3 cp HeadPoseData_trn_test_x15_py2.pkl s3://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
headpose/datasets 

Note

您可以不在本地运行，而是通过 SageMaker 笔记本实例中的代码单元在 AWS 云上准备输入数据，
其中cv2 Python 2.7 (python2) 随时可用，然后分别运行步骤 2 和步骤 3 中的命令，如下所示：

!python2 preprocessingDataset_py2.py --num-data-aug 15 --aspect-ratio 1

and

!aws s3 cp HeadPoseData_trn_test_x15_py2.pkl s3://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
name>/headpose/datasets 

您的笔记本实例需运行于 ml.p2.xlarge 类型的足够强大的 EC2 实例上。

现在，我们已准备输入数据并将其存储在 S3 中，可以训练模型 (p. 77)了。

训练头部姿势检测模型 SageMaker
要训练我们的模型 SageMaker，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SageMaker控制台创建笔记本：

创建 SageMaker 笔记本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home?region=us-east-1 登录主 SageMaker 机。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Notebook instances (笔记本实例)。
3. 在 “创建笔记本实例” 页面上的 “笔记本实例设置” 下，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Notebook instance name (笔记本实例名称) 下，键入 TFHeadpose。
b. 对于所有其他选项，保留默认值。
c. 选择创建笔记本实例。

4. 在 tfheadPose 笔记本实例旁边，在笔记本实例状态变为 InServic e 后，选择 “打开”。
5. 在右上角，选择 Upload (上传) 以开始导入笔记本实例和其他所需文件。
6. 在文件选择器中，导航到之前克隆或下载的 headpose-estimator-apache-mxnet-mast er 项目文件夹中

的 HeadPost_SageMaker _PythonSDK 文件夹。然后，选择以下文件：

• resnet_headpose.py：这是一个脚本，它定义了应用于指定输入数据的随附
resnet_model_headpose.py 文件中规定的深度学习网络架构的训练工作流程。

• resnet_model_headpose.py：这是一个 Python 脚本，它规定了用于训练头部姿势检测模型的深度学
习网络架构。

77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chap-welcome.html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agemaker/home?region=us-east-1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构建和运行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 tensorflow_resnet_headpost_for_deeplens.ipynb：这是一个笔记本实例，用于按照
resnet_headpose.py 脚本运行 SageMaker 作业来管理训练，包括数据准备和转换。

然后选择 Open (打开)。

如果您打算在 AWS 云上运行预处理脚本，请导航到 headpose-estimator-apache-mxnet-master 文件
夹，选择 preprocessingDataset_py2.py，然后选择 “打开”。

7. 在 TFHeadPos e 笔记本的 “文件” 选项卡上，为每个新选定的文件选择 “上传” 以完成将文件导入到笔记
本中。您现在可以执行 SageMaker 任务来训练模型的文档。

8. 选择 tensorflow_resnet_headpose_for_deeplens.ipynb 以在单独的浏览器选项卡中打开笔记本实例。笔
记本实例允许您逐步完成运行 SageMaker 作业所需的任务，以训练模型并将模型构件转换为所支持的
格式AWS DeepLens。

9. 在笔记本实例中运行 SageMaker 作业来训练您的模型。该实施呈现在可按顺序运行的单独代码单元
中。

a. 在 “设置环境” 下，代码单元包含用于为 SageMaker 模型训练作业的输入和输出配置数据存储的 
Python 代码。

import os
import sagemaker
from sagemaker import get_execution_role

s3_bucket = '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
headpose_folder = 'headpose'

#Bucket location to save your custom code in tar.gz format.
custom_code_folder = 'customTFcodes'
custom_code_upload_location = 's3://{}/{}/{}'.format(s3_bucket, headpose_folder, 
 custom_code_folder)

#Bucket location where results of model training are saved.
model_artifacts_folder = 'TFartifacts'
model_artifacts_location = 's3://{}/{}/{}'.format(s3_bucket, headpose_folder, 
 model_artifacts_folder)

#IAM execution role that gives SageMaker access to resources in your AWS account.
#We can use the SageMaker Python SDK to get the role from our notebook 
 environment.  

role = get_execution_role()

要使用 S3 存储桶和文件夹 (p. 75)作为数据存储，请将 S3 存储桶名称（例如 deeplens-
sagemaker-models-<my-name>）分配给 s3_bucket 变量。确保指定的文件夹名称与您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名称。

要执行此代码块，请从笔记本实例的菜单栏中选择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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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使用 sagemaker.tensorflow 创建训练作业” 下。 TensorFlow 估计器，代码单元包含执行以下任
务的代码：

1. 实例化 s agemaker.tensorflow。 TensorFlowestimator class (estimator)，具有指定的训练脚
本和流程配置。

2. 借助估算器，使用指定数据存储中的训练数据开始训练模型 (estimator.fit(…))。

代码段如下所示：

from sagemaker.tensorflow import TensorFlow

source_dir = os.path.join(os.getcwd())

# AWS DeepLens currently supports TensorFlow version 1.4 (as of August 24th 2018).  
estimator = TensorFlow(entry_point='resnet_headpose.py', 
                       framework_version = 1.4, 
                       source_dir=source_dir, 
                       role=role, 
                       training_steps=25000, evaluation_steps=700, 
                       train_instance_count=1,  
                       base_job_name='deeplens-TF-headpose', 
                       output_path=model_artifacts_location, 
                       code_location=custom_code_upload_location, 
                       train_instance_type='ml.p2.xlarge', 
                       train_max_run = 432000, 
                       train_volume_size=100)

# Head-pose dataset "HeadPoseData_trn_test_x15_py2.pkl" is in the following S3 
 folder.  
dataset_location = 's3://{}/{}/datasets'.format(s3_bucket, headpose_folder)

estimator.fit(dataset_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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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estimator对象，您需要为entry_point包含自定义 TensorFlow 模型训练脚本的 Python 
文件指定名称。在本教程中，此自定义代码文件为 resnet_headpose.py，它已上传到笔
记本实例所在的同一目录。对于framework_version，请指定支持的 TensorFlow版本AWS 
DeepLens。

利用 train_instance_type 的 ml.p2.xlarge，需要约 6.7 个可计费计算小时来完成训练作
业 (estimator.fit(…))。您可以试用其他 train_instance_type 选项来加快此过程或优化成
本。

成功训练的模型构件 (model.tar.gz) 是 S3 存储桶的输出：

s3://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TFartifacts/<training-job-name>/
output/model.tar.gz

其中，<training-job-name> 为 <base_job_name>-<timestamp>。通
过使用上面的训练代码，<training-job-name> 的示例将为 deeplens-TF-
headpose-2018-08-16-20-10-09-991。您必须将此模型构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支持的
冻结的 protobuff 格式。

c. 要将训练后的模型构件 (model.tar.gz) 转换为冻结的 protobuff 文件 (frozen.model.pb)，请执行以下
操作：

i. 运行以下代码，在笔记本的代码单元中使用适用于 Python 的 AWS SDK (boto3)，将经过训练
的模型构件从 S3 存储桶下载到笔记本电脑：

import boto3
s3 = boto3.resource('s3')

#key = '{}/{}/{}/output/model.tar.gz'.format(headpose_folder, 
 model_artifacts_folder,estimator.latest_training_job.name)
key = '{}/{}/{}/output/model.tar.gz'.format(headpose_folder, 
 model_artifacts_folder, 'deeplens-TF-headpose-2018-08-16-20-10-09-991')

print(key)
s3.Bucket(s3_bucket).download_file(key,'model.tar.gz')

您可以通过在笔记本的代码单元中运行以下 shell 命令来验证下载的文件，然后检查输出。

!ls

ii. 要解压缩训练后的模型构件 (model.tar.gz)，请在代码单元中运行以下 shell 命令：

!tar -xvf model.tar.gz

此命令将生成以下输出：

export/
export/Servo/
export/Servo/1534474516/
export/Servo/1534474516/variables/
export/Servo/1534474516/variables/variables.data-00000-of-00001
export/Servo/1534474516/variables/variables.index
export/Servo/1534474516/saved_model.pb

模型目录的路径为 export/*/* 模式。您必须指定模型目录路径以从模型构件生成冻结的 
protobuff 文件。您将在下一步中看到如何获取此目录路径。

iii. 要获取模型目录并将其缓存在内存中，请在笔记本实例的代码单元中运行以下 Python 代码：

80

https://docs.aws.amazon.com/sagemaker/latest/dg/tf-training-inference-code-template.html
http://aws.amazon.com/sagemaker/pricing/instance-types/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构建和运行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import glob
model_dir = glob.glob('export/*/*')
# The model directory looks like 'export/Servo/{Assigned by Amazon SageMaker}'
print(model_dir)

输出为 ['export/Servo/1534474516']。

您可以继续冻结图表，并以冻结的 protobuff 格式保存它。
iv. 要冻结 TensorFlow 图表并将其保存为冻结的 protobuff 格式，请在笔记本实例的代码单元中运

行以下 Python 代码片段。该代码段例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tf.graph_util 模块调用 convert_variables_to_constants 以冻结图表。
2. 从 tf.graph_util 模块调用 remove_training_nodes 以删除所有不必要的节点。
3. 从 optimize_for_inference_lib 模块调用 optimize_for_inference 以生成推理
graph_def。

4. 序列化文件并将它另存为 protobuff。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from tensorflow.python.tools import optimize_for_inference_lib
def freeze_graph(model_dir, input_node_names, output_node_names): 
    """Extract the sub graph defined by the output nodes and convert  
    all its variables into constant  
    Args: 
        model_dir: the root folder containing the checkpoint state file, 
        input_node_names: a comma-separated string,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all 
 input nodes 
        output_node_names: a comma-separated string,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all output nodes,  
                             
    """ 
     
    # We start a session using a temporary fresh Graph 
    with tf.Session(graph=tf.Graph()) as sess: 
        # We import the meta graph in the current default Graph 
        tf.saved_model.loader.load(sess, 
 [tf.saved_model.tag_constants.SERVING], model_dir) 

        # We use a built-in TF helper to export variables to constants 
        input_graph_def = tf.graph_util.convert_variables_to_constants( 
            sess, # The session is used to retrieve the weights 
            tf.get_default_graph().as_graph_def(), # The graph_def is used to 
 retrieve the nodes  
            output_node_names.split(",") # The output node names are used to 
 select the usefull nodes 
        )  

    # We generate the inference graph_def 
    input_node_names=['Const_1']    # an array of the input node(s) 
    output_graph_def = 
 optimize_for_inference_lib.optimize_for_inference(tf.graph_util.remove_training_nodes(input_graph_def), 
                                                                         
 input_node_names.split(","),  # an array of input nodes 
                                                                         
 output_node_names.split(","), # an array of output nodes 
                                                                         
 tf.float32.as_datatype_enum) 
    # Finally we serialize and dump the output graph_def to the filesystem 
    with tf.gfile.GFile('frozen_model.pb', "wb") as f: 
            f.write(output_graph_def.Serialize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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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ze_graph(model_dir[0], 'Const_1', 'softmax_tensor')

最终，模型构件将转换为冻结的 protobuff 格式 (frozen_model.pb) 并保存到笔记本实例的
主目录 (model_dir[0])。

在上面的代码中，您必须指定输入和输出节点，即 'Const_1' 和 'softmax_tensor'。有
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net_model_headpose.py。

在稍后创建 AWS DeepLens 项目时，您需要将此冻结图表添加到项目中。为此，您必须将 
protobuff 文件上传到 Amazon S3 文件夹。在本教程中，您可以在 S3 中使用 SageMaker 训
练任务的输出文件夹 (s3://deeplens-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
TFartifacts/<sagemaker-job-name>/output)。但是，该模型将被视为 AWS 
DeepLens 中的外部训练模型。

d. 要将冻结的图表上传到 SageMaker 训练作业的输出文件夹，请在正在运行的笔记本实例的代码单
元中运行以下 Python 代码片段：

data = open('frozen_model.pb', "rb")
#key = '{}/{}/{}/output/frozen_model.pb'.format(headpose_folder, 
 model_artifacts_folder,estimator.latest_training_job.name)
key = '{}/{}/{}/output/frozen_model.pb'.format(headpose_folder, 
 model_artifacts_folder, 'deeplens-TF-headpose-2018-08-16-20-10-09-991')
s3.Bucket(s3_bucket).put_object(Key=key, Body=data)

上传完成后，便能将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项目中。在创建项目之前，我们必须创建一个 
Lambda 函数，根据这个经过训练的模型执行推理 (p. 82)。

创建推理 Lambda 函数来检测头部姿势
在创建AWS DeepLens项目以部署到您的AWS DeepLens设备进行头部姿势检测之前，您必须创建并发布一
个 Lambda 函数，以便根据经过训练的模型进行推断。

要创建和发布推理 Lambda 函数，请按照中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和发布推理 Lambda 函数” (p. 66)给
出的说明进行操作，但将 greengrassHelloWorld .py 文件中的代码替换为与下列 Hea d Pose 检测示例项
目 (p. 47)中使用的代码相似的代码。

""" This is a lambda function that demonstrates how one can use a deep learning network 
    (ResNet) to detect the person's head pose. We use a shaded rectangle to indicate 
    the region that the persons head is pointed towards. We also display a red ball 
    that moves with the person's head.
"""
from threading import Thread, Event
import os
import json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greengrasssdk
import awscam
import mo

class LocalDisplay(Thread): 
    """ Class for facilitating the local display of inference results 
        (as images). The class is designed to run on its own thread. In 
        particular the class dumps the inference results into a FIFO 
        located in the tmp directory (which lambda has access to). The 
        results can be rendered using mplayer by typing: 
        mplayer -demuxer lavf -lavfdopts format=mjpeg:probesize=32 /tmp/results.mjp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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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__init__(self, resolution): 
        """ resolution - Desired resolution of the project stream""" 
        # Initialize the base class, so that the object can run on its own 
        # thread. 
        super(LocalDisplay, self).__init__() 
        # List of valid resolutions 
        RESOLUTION = {'1080p' : (1920, 1080), '720p' : (1280, 720), '480p' : (858, 480)} 
        if resolution not in RESOLUTION: 
            raise Exception("Invalid resolution") 
        self.resolution = RESOLUTION[resolution] 
        # Initialize the default image to be a white canvas. Clients 
        # will update the image when ready. 
        self.frame = cv2.imencode('.jpg', 255*np.ones([640, 480, 3]))[1] 
        self.stop_request = Event() 

    def run(self): 
        """ Overridden method that continually dumps images to the desired 
            FIFO file. 
        """ 
        # Path to the FIFO file. The lambda only has permissions to the tmp 
        # directory. Pointing to a FIFO file in another directory 
        # will cause the lambda to crash. 
        result_path = '/tmp/results.mjpeg' 
        # Create the FIFO file if it doesn't exist. 
        if not os.path.exists(result_path): 
            os.mkfifo(result_path) 
        # This call will block until a consumer is available 
        with open(result_path, 'w') as fifo_file: 
            while not self.stop_request.isSet(): 
                try: 
                    # Write the data to the FIFO file. This call will block 
                    # meaning the code will come to a halt here until a consumer 
                    # is available. 
                    fifo_file.write(self.frame.tobytes()) 
                except IOError: 
                    continue 

    def set_frame_data(self, frame): 
        """ Method updates the image data. This currently encodes the 
            numpy array to jpg but can be modified to support other encodings. 
            frame - Numpy array containing the image data of the next frame 
                    in the project stream. 
        """ 
        ret, jpeg = cv2.imencode('.jpg', cv2.resize(frame, self.resolution)) 
        if not ret: 
            raise Exception('Failed to set frame data') 
        self.frame = jpeg 

    def join(self): 
        self.stop_request.set()

class HeadDetection(): 
    """ Custom class that helps us post process the data. In particular it draws 
        a ball that moves across the screen depending on the head pose. 
        It also draws a rectangle indicating the region that the person's head is pointing 
        to. We divide the frame into 9 distinct regions. 
    """ 
    def __init__(self, circ_cent_x, circ_cent_y): 
        """ circ_cent_x - The x coordinate for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circ_cent_y - The y coordinate for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 
        self.result_thread = LocalDisplay('480p') 
        self.result_thread.start() 
        self.circ_cent_x = circ_cent_x 
        self.circ_cent_y = circ_cent_y 
        # Compute the maximum x and y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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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x_max = 2 * circ_cent_x 
        self.y_max = 2 * circ_cent_y 
        # Number of quadrants to split the image into. 
        # This is model dependent. 
        self.quadrants = 9 

    def update_coords(self, frame, change_x, change_y, label): 
        """ Helper method that draws a rectangle in the region the person is looking at. 
            It also draws a red ball that changes its speed based on how long a person 
            has been looking at a particular direction. 
            frame - The frame where the ball and rectangle should be drawn 
            change_x - The amount to increment the x axis after drawing the red ball. 
            change_y - The amount to increment the y axis after drawing the red ball. 
            label - Label corresponding to the region that the person's head is looking at. 
        """ 
        # Set coordinates of the rectangle that will be drawn in the region that the 
        # person is looking at. 
        rect_margin = 10 
        rect_width = frame.shape[1] // 3 - rect_margin * 2 
        rect_height = frame.shape[0] // 3 - rect_margin * 2 
        # Set the draw options. 
        overlay = frame.copy() 
        font_color = (20, 165, 255) 
        line_type = 8 
        font_type = cv2.FONT_HERSHEY_DUPLEX 
        # Draw the rectangle with some text to indicate the region. 
        if label == 0: 
            cv2.putText(frame, "Down Righ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margin),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1: 
            cv2.putText(frame, "Righ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margin),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2: 
            cv2.putText(frame, "Up Righ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margin, rect_margin), 
                          (frame.shape[1] // 3 * 2 + rect_width,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3: 
            cv2.putText(frame, "Down",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margin),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4: 
            cv2.putText(frame, "Middle",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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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5: 
            cv2.putText(frame, "Up",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margin, rect_margin), 
                          (frame.shape[1] // 3 * 1 + rect_width,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6: 
            cv2.putText(frame, "Down Lef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margin),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2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if label == 7: 
            cv2.putText(frame, "Lef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rect_margin,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margin), 
                          (rect_width, frame.shape[0] // 3 * 1 + rect_height), 
                          (0, 255, 0), -1) 
        else: 
            cv2.putText(frame, "Up Left", (1024, 440 - 15), font_type, 3, font_color, 
 line_type) 
            cv2.rectangle(overlay, (rect_margin, rect_margin), 
                          (rect_width, rect_height), (0, 255, 0), -1) 
        # Set the opacity 
        alpha = 0.2 
        cv2.addWeighted(overlay, alpha, frame, 1 - alpha, 0, frame) 
        # Draw the red ball at the previous x-y position. 
        cv2.circle(frame, (self.circ_cent_x, self.circ_cent_y), 50, (0, 0, 255), -1) 
        # Update the balls x-y coordinates. 
        self.circ_cent_x += int(change_x) 
        self.circ_cent_y += int(change_y) 
        # Make sure the ball stays inside the image. 
        if self.circ_cent_x > self.x_max: 
            self.circ_cent_x = self.x_max 
        if self.circ_cent_x < 0: 
            self.circ_cent_x = 0 
        if self.circ_cent_y > self.y_max: 
            self.circ_cent_y = self.y_max 
        if self.circ_cent_y < 0: 
            self.circ_cent_y = 0 
        # Send the post processed frame to the FIFO file for display 
        self.result_thread.set_frame_data(frame) 

    def adjust_x_vel(self, velocity, pct_of_center): 
        """ Helper for computing  the next x coordinate. 
            velocity - x direction velocity. 
            pct_of_center - The percantage around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a dead zone. 
        """ 
        x_vel = 0 
        if self.circ_cent_x < (1.0 - pct_of_center) * self.x_max/2: 
            x_vel = velocity 
        if self.circ_cent_x > (1.0 - pct_of_center) * self.x_max/2: 
            x_vel = -1 *velocity 
        return x_vel 

    def adjust_y_vel(self, velocity, pct_of_center): 
        """ Helper for computing  the next y coordinate. 
            velocity - y direction velocity. 
            pct_of_center - The percantage around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a dea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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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_vel = 0 
        if self.circ_cent_y < (1.0 - pct_of_center) * self.y_max/2: 
            y_vel = velocity 
        if self.circ_cent_y > (1.0 - pct_of_center) * self.y_max/2: 
            y_vel = -1 * velocity 
        return y_vel 

    def send_data(self, frame, parsed_results): 
        """ Method that handles all post processing and sending the results to a FIFO file. 
            frame - The frame that will be post processed. 
            parsed_results - A dictionary containing the inference results. 
        """ 
        label = parsed_results[0]["label"] 
        # Use the prob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velocity, scale it by 100 so that the ball 
        # moves across the screen at reasonable rate. 
        velocity = parsed_results[0]["prob"] * 100 
        pct_of_center = 0.05 

        if label == 0: 
            self.update_coords(frame, velocity, velocity, label) 
        elif label == 1: 
            self.update_coords(frame, velocity, 
                               self.adjust_y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label) 
        elif label == 2: 
            self.update_coords(frame, velocity, -1*velocity, label) 
        elif label == 3: 
            self.update_coords(frame, self.adjust_x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velocity, label) 
        elif label == 4: 
            self.update_coords(frame, self.adjust_x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self.adjust_y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label) 
        elif label == 5: 
            self.update_coords(frame, self.adjust_x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1*velocity, label) 
        elif label == 6: 
            self.update_coords(frame, -1*velocity, velocity, label) 
        elif label == 7: 
            self.update_coords(frame, -1*velocity, self.adjust_y_vel(velocity, 
 pct_of_center), 
                               label) 
        elif label == 8: 
            self.update_coords(frame, -1*velocity, -1*velocity, label) 

    def get_results(self, parsed_results, output_map): 
        """ Method converts the user entered number of top inference 
            labels and associated probabilities to json format. 
            parsed_results - A dictionary containing the inference results. 
            output_map - A dictionary that maps the numerical labels returned 
            the inference engine to human readable labels. 
        """ 
        if self.quadrants <= 0 or self.quadrants > len(parsed_results): 
            return json.dumps({"Error" : "Invalid"}) 

        top_result = parsed_results[0:self.quadrants] 
        cloud_output = {} 
        for obj in top_result: 
            cloud_output[output_map[obj['label']]] = obj['prob'] 
        return json.dumps(cloud_output)

def head_detection(): 
    """ This method serves as the main entry point of our lambda. 
    """ 
    # Creating a client to send messages via IoT MQTT to the cloud 
    client = greengrasssdk.client('io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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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is is the topic where we will publish our messages too 
    iot_topic = '$aws/things/{}/infer'.format(os.environ['AWS_IOT_THING_NAME']) 
    try: 
        # define model prefix and the amount to down sample the image by. 
        input_height = 84 
        input_width = 84 
        model_name="frozen_model"  
        # Send message to IoT via MQT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Optimizing model") 
        ret, model_path = mo.optimize(model_name, input_width, input_height, platform='tf') 
        # Send message to IoT via MQT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Model optimization complete") 
        if ret is not 0: 
            raise Exception("Model optim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format(ret)) 
        # Send message to IoT via MQT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Loading model") 
        # Load the model into cl-dnn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path, {"GPU": 1}) 
        # Send message to IoT via MQT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Model loaded") 
        # We need to sample a frame so that we can determine where the center of 
        # the image is located. We assume that 
        # resolution is constant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Lambda. 
        ret, sample_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if not ret: 
            raise Exception("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the stream") 
        # Construct the custom helper object. This object just lets us handle 
 postprocessing 
        # in a managable way. 
        head_pose_detection = HeadDetection(sample_frame.shape[1]/2, 
 sample_frame.shape[0]/2) 
        # Dictionary that will allow us to convert the inference labels 
        # into a human a readable format. 
        output_map = ({0:'Bottom Right', 1:'Middle Right', 2:'Top Right', 3:'Bottom 
 Middle', 
                       4:'Middle Middle', 5:'Top Middle', 6:'Bottom Left', 7:'Middle Left', 
                       8:'Top Left'}) 
        # This model is a ResNet classifier, so our output will be classification. 
        model_type = "classification" 
        # Define a rectangular region where we expect the persons head to be. 
        crop_upper_left_y = 440 
        crop_height = 640 
        crop_upper_left_x = 1024 
        crop_width = 640 
        while True: 
            # Grab the latest frame off the mjpeg stream. 
            ret, 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if not ret: 
                raise Exception("Failed to get frame from the stream") 
            # Mirror Image 
            frame = cv2.flip(frame, 1) 
            # Draw the rectangle around the area that we expect the persons head to be. 
            cv2.rectangle(frame, (crop_upper_left_x, crop_upper_left_y), 
                          (crop_upper_left_x + crop_width, crop_upper_left_y + 
 crop_height), 
                          (255, 40, 0), 4) 
            # Crop the the frame so that we can do inference on the area of the frame where 
            # expect the persons head to be. 
            frame_crop = frame[crop_upper_left_y:crop_upper_left_y + crop_height, 
                               crop_upper_left_x:crop_upper_left_x + crop_width] 
            # Down sample the image. 
            frame_resize = cv2.resize(frame_crop, (input_width, input_height)) 
            # Renormalize the image so that the color magnitudes are between 0 and 1 
            frame_resize = frame_resize.astype(np.float32)/255.0 
            # Run the down sampled image through the inference engine. 
            infer_output = model.doInference(frame_resize) 

87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构建和运行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 Parse the results so that we get back a more manageble data structure. 
            parsed_results = model.parseResult(model_type, infer_output)[model_type] 
            # Post process the image and send it to the FIFO file 
            head_pose_detection.send_data(frame, parsed_results) 
            # Send the results to MQTT in JSON forma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head_pose_detection.get_results(parsed_results, 
 output_map)) 

    except Exception as ex: 
        msg = "Lambda has failure, error msg {}: ".format(ex)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msg)
# Entry point of the lambda function.
head_detection()

上述 Lambda 函数中定义的LocalDisplay类在专用线程中将处理后的图像序列化为指定的 FIFO 文件，该
文件用作将推理结果作为项目流重放的源。

HeadDetection 类处理已解析数据的后处理，包括在项目流的本地显示中调出检测到的头部位置和姿势。

heade_detection 函数协调整个过程以推断来自 AWS DeepLens 视频源的捕获帧的头部姿势，包括加载
部署到 AWS DeepLens 设备的模型构件。要加载模型，您必须指定模型构件的路径。要获取此路径，您可
以调用 mo.optimize 方法并指定 "frozen_model" 作为 model_name 输入值。此模型名称对应于上传
到 Amazon S3 的模型构件不带.pb扩展名的文件名。

训练完模型并将其上传到 S3 并在您的账户中创建了 Lambda 函数后，您现在可以创建和部署头部姿势检测
项目 (p. 88)了。

创建和部署头部姿势检测项目
在创建 AWS DeepLens 项目之前，您必须将模型导入 AWS DeepLens 中。由于 SageMaker经过训练的原
始模型构件会转换为 protobuff 文件，因此必须将转换后的模型构件视为经过外部训练的模型。

导入用于头部姿势检测的自定义 SageMaker训练模型

1. 转到 AWS DeepLens 控制台。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
3. 选择 Import model (导入模型)。
4. 在 AWS 导入 DeepLens模型，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Import source (导入源) 下，选择 Externally trained model (外部训练的模型)。
b. 在 Model settings (模型设置) 下，执行以下操作：

i. 对于 Model artifact path (模型构件路径)，键入模型的 S3 URL，例如 s3://deeplens-
sagemaker-models-<my-name>/headpose/TFartifacts/<sagemaker-job-name>/
output/frozen_model.pb。

ii. 在模型名称中，键入模型的名称，例如my-headpose-detection-model。
iii. 对于 Model framework (模型框架)，选择 TensorFlow。
iv. 对于 Description - Optional (描述 - 可选)，键入有关模型的描述（如果选择这样做）。

导入模型后，您现在可以创建一个AWS DeepLens项目来添加导入的模型和已发布的推理 Lambda 函数。

创建自定义 AWS DeepLens 项目以进行头部姿势检测

1. 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Projects (项目)。
2. 在 Projects (项目) 页面上，选择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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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Choose project type (选择项目类型) 页面上，选择 Create a new blank project (创建新的空白项目)。
然后选择下一步。

4. 在 Specify project details (指定项目详细信息) 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 在 Project information (项目信息) 下，在 Project name (项目名称) 输入字段中键入项目的名称，并
（可选）在 Description - Optional (描述 - 可选) 输入字段中提供项目描述。

5. 在 Project content (项目内容) 下，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然后，选择之前导入的头部姿势检测模型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选择
Add model (添加模型)。

b. 选择 Add function (添加函数)。然后，选择已发布的用于头部姿势检测的文档，选择已发布的 
Lambda 函数旁边的单选按钮，并选择 Ad d 函数。

此函数必须在 AWS Lambda 中发布，并以 deeplens- 前缀命名才能在此处可见。如果您已发布该
函数的多个版本，请确保选择更正版本的函数。

6. 选择创建。

在创建项目后，您可以将其部署到注册的 AWS DeepLens 设备。在继续操作前，请确保从设备中删除任何
活动项目。

1. 在 DAWS DeepLens L 控制台的 “项目” 页面中，选择新创建的用于头部姿势检测的项目。
2. 在选定项目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Deploy to device (部署到设备)。
3. 在 Target device (目标设备) 页面上，选择已注册设备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选择 Review (审核)。
4. 在验证项目详细信息后，在 Review and deploy (审核和部署) 页面上选择 Deploy (部署)。
5. 在设备详细信息页面上，通过检查 Device status (设备状态) 和 Registration status (注册状态) 来检查部

署状态。如果状态分别为 Online (在线) 和 Registered (已注册)，则表示部署成功。否则，请验证导入的
模型和发布的 Lambda 函数是否有效。

6. 在成功部署项目后，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之一查看项目输出：

a. 在 AWS IoT 核心控制台中，查看由推理 Lambda 函数发布的 JSON 格式的输出。
b. 在支持的 Web 浏览器中查看流视频。有关说明，the section called “在浏览器中查看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视频流。” (p. 38)。

本教程中介绍的如何构建和部署头部姿势检测项目到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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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以下主题介绍如何管理您的AWS DeepLens设备和访问设备资源AWS IoT GreengrassLambda 函数：

主题
• 安全启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90)
• 更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90)
• 取消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91)
• 删除 AWS DeepLens 资源 (p. 92)
• 还原AWS DeepLens设备到出厂设置 (p. 93)

安全启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为保护 AWS DeepLens 设备免于恶意攻击，它配置为安全启动。安全启动设备阻止设备加载未经授权的操
作系统，包括主流支持的版本。如果攻击者绕过安全启动设置并加载其他操作系统或其他版本，则设备可能
会变得不稳定，保修将失效。

更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在您设置设备时，可以选择启用自动更新（请参阅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25)）。如果您启用了
自动更新，则只需重启设备就可更新您设备上的软件。如果您未启用自动更新，则需要手动定期更新设备。

Note

如果你的更新陷入无尽的循环中，请尝试检查并打开不支持的更新下面的选项从以下位置安装更
新在更新“选项卡”软件和更新，设备上的 Ubuntu 系统实用程序。

手动更新您设备上的 AWS DeepLens

1. 将您的 AWS DeepLens 插入电源并打开。
2. 使用微型 HDMI 电缆将您的 AWS DeepLens 连接到监视器。
3. 将 USB 鼠标和键盘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4. 出现登录屏幕时，使用您在注册设备时设置的 SSH 密码登录设备。
5. 启动终端并运行以下各个命令：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awscam
sudo reboot

使用 SSH 终端手动更新您的 AWS DeepLens

1. 转到 AWS DeepLens 控制台并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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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
b.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以打开设备信息页面。
c. 从 Device details (设备详细信息) 部分中，复制选定 AWS DeepLens 设备的本地 IP 地址。

2. 启动终端并键入以下 SSH 命令，使用上面的示例中的 IP 地址 (192.168.1.36)：

ssh aws_cam@192.168.1.36

3. 运行以下各个命令：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awscam
sudo reboot

取消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取消注册 AWS DeepLens 会从设备取消与您的 AWS 账户和凭证的关联。取消注册您的设备之前，请删除存
储在其中的照片或视频。

取消注册 AWS DeepLens

1. 打开AWS DeepLens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home?region=us-
east-1#firstrun/.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然后选择您要取消注册的设备。
3. 在所选设备页面的 Current project (当前项目) 旁边，选择 Remove current project from device (从设备

中删除当前项目)。

Important

通过使用SSH 以及您在注册设备时设置的用于登录设备的 SSH 密码，删除存储在设备上的照
片或视频。导航到存储照片或视频的文件夹，然后删除它们。

4. 出现提示时，选择 Yes (是) 以确认。
5. 在 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 旁边，选择 Deregister (取消注册)。
6. 出现提示时，选择 Deregister (取消注册) 以确认。

您的 AWS DeepLens 现已取消注册。要再次使用，请重复上述每个步骤：

• 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7)
• 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 Wi-Fi 网络 (p. 21)
• 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25)
• 验证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状态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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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AWS DeepLens 资源
构建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并将其部署到AWS DeepLens设备，你存储AWS DeepLens中的资源（例如设备配
置文件、已部署的项目和模型）AWS云。完成后，您的AWS DeepLens项目之后，您可以使用 AWS 控制台
删除模型、项目和AWS DeepLensCloudWatch Logs 中的日志。要删除已注册的设备配置文件，请参阅取消
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91)。

主题
• 使用 AWS 控制台删除 AWS DeepLens 资源 (p. 92)

使用 AWS 控制台删除 AWS DeepLens 资源
主题

• 删除 AWS DeepLens 项目 (p. 92)
• 删除 AWS DeepLens 模型 (p. 92)
• 删除 AWS DeepLens 设备配置文件 (p. 92)
• DeleteAWS DeepLensCloudWatch Logs 中的日志 (p. 92)

删除 AWS DeepLens 项目
1. 打开AWS DeepLens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home?region=us-

east-1#firstrun/.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rojects (项目)。
3. 在 Projects (项目) 页面上，选择要删除的项目旁边的按钮。
4. 在 Actions (操作) 列表中，选择 Delete (删除)。
5. 在 Delete project-name (删除“项目名称”) 对话框中，选择 Delete (删除) 来确认您希望删除该项目。

删除 AWS DeepLens 模型
1. 打开AWS DeepLens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home?region=us-

east-1#firstrun/.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
3. 在 Models (模型) 页面上，选择要删除的模型旁边的按钮。
4. 在 Action (操作) 列表中，选择 Delete (删除)。
5. 在 Delete model-name (删除“模型名称”) 对话框中，选择 Delete (删除) 来确认您希望删除模型。

删除 AWS DeepLens 设备配置文件
要删除未使用的设备配置文件，您需要先取消注册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取消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91)。

DeleteAWS DeepLensCloudWatch Logs 中的日志
如果您在AWS IoT Greengrass运行时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中创建的用户日志AWS DeepLens使用 
CloudWatch Logs 控制台删除它们。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Watch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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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日志。
3. 在 Log Groups (日志组) 页面上，选择要删除的 AWS IoT Greengrass 用户日志旁边的按钮。日志以 /

aws/greengrass/Lambda/... 开头。
4. 在 Actions (操作) 列表中，选择 Delete log group (删除日志组)。
5. 在 Delete log group (删除日志组) 对话框中，选择 Yes, Delete (是，删除) 以确认您要删除日志。

Note

再次运行您的项目的 Lambda 函数时，将重新创建删除的日志组。

还原AWS DeepLens设备到出厂设置
使用之后AWS DeepLens，您可能需要将设备重置为出厂设置。重置AWS DeepLens需要多个步骤。首先，
必须将 USB 驱动器分为两个分区，并将第一个分区设为启动分区。接下来，您还需要下载出厂恢复所需的
文件。这些文件的总和超过 10 GB。最后，第二个过程说明了如何使用分区闪存驱动器及其内容来恢复您的
AWS DeepLens到出厂设置。

• 将 USB 驱动器分为两个部分。 (p. 93)
• 使用分区的 USB 驱动器还原AWS DeepLens设备 (p. 98)

准备在你的AWS DeepLens设备
重置AWS DeepLens完全删除设备上的所有数据并将其恢复为出厂设置。此过程需要额外的硬件。本主题介
绍开始之前需要准备的项目，并会指导您完成整个过程。

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已准备好以下项目：

• 1 个 16 GB 或更大的 USB 驱动器
• 一个 DeepLens (v1.0) 或AWS DeepLens2019 年版 (v1.1) 设备。

了解相关更多信息AWS DeepLens版本，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设备版本” (p. 1).
• 方便准备的计算机：

• 你可以设置AWS DeepLens使用指针、键盘、显示器、HDMI 到微型 HDMI 线缆和 USB 集线器的相
机。

• 你也可以连接你的AWS DeepLens通过 SSH 将其转移到个人计算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当 Wi-Fi 
SSID 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时，如何将您的设备连接到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p. 108)。

Note

可以将 micro SD 与基于 USB 的读卡器一起使用，但这是的不推荐使用. 如果背面的卡插槽，则无
法启动出厂设置。AWS DeepLens设备正在使用中。

准备工作
在执行出厂设置之前，必须完成本节中的过程。在高层次上，准备过程包括以下内容。

• 将 USB 闪存驱动器格式化为以下两个分区：
• 第一个分区：2 GB 的 FAT32
• 第二个分区：至少 9 GB 的 N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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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USB 闪存驱动器成为可引导设备：
• 下载必需的自定义的 Ubuntu ISO 映像对于 1.0 和 1.1，要求AWS DeepLens.
• 使用下载的映像将闪存驱动器的第一个分区转换为启动设备。

• 将出厂设置恢复文件复制到 USB 驱动器上：
• 下载适用于您的版本的压缩出厂恢复软件包AWS DeepLens：

• AWS DeepLens 1.0 版
• AWS DeepLens1.1 版.

• 解压缩软件包并将解压缩的文件放入 USB 驱动器的第二个分区（格式化为 NTFS）。

您只需执行此操作一次即可设置 USB 闪存驱动器。之后，您可以使用同一个闪存驱动器重置AWS 
DeepLens根据需要。

有多种方法可以对 USB 驱动器进行分区和格式化。根据您使用的计算机，特定任务可能因操作系统而异。

以下步骤需要您已设置AWS DeepLens设备作为 Ubuntu 计算机，并使用两个第三方应用程序，即 gparTed 
和 UnetBootin。gparTed 是一个分区编辑应用程序，UnetBootin 创建了可启动的 USB 驱动器。

如果您使用的是运行 Ubuntu 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则适用相同的说明。

使用 Ubuntu 计算机对 USB 驱动器进行分区并使其成为可引导设备

1. 打开 Ubuntu 终端窗口并运行以下命令来安装并启动 GPARted。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gparted
sudo gparted

2. 打开 GPartted 控制台。

3. 在 GPartted 控制台中，选择/dev/sda从右上角的下拉菜单中，删除所有现有分区。
4. 下一步，删除所有现有分区。
5. 要创建 FAT32 分区，请选择文件图标，然后按如下方式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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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space preceding (前面的可用空间)：1

New size (新的大小)：2048

Free space following (后面的可用空间)：28551

Align to (分配到)：MiB

Create as (创建为)：Primary Partition

Partition name (分区名称)：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fat32

Label (标签)：BOOT

6. 然后，选择Add.
7. 要创建 NTFS 分区，请选择文件图标，然后按如下所示设置参数。

Free space preceding (前面的可用空间)：0

New size (新的大小)：28551

Free space following (后面的可用空间)：0

Align to (分配到)：MiB

Create as (创建为)：Primary Partition

Partition name (分区名称)：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nfts

Label (标签)：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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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然后，选择Add.

在将 USB 驱动器成功分区到 FATS32 分区和 NTFS 分区后，USB 驱动器分区将显示在 GPARted 控制台
中。

现在，您已准备好使用 UnetBootin 使分区的 USB 驱动器可启动。

使用 UnetBootin 使 USB 驱动器可启动

1. 下载自定义的 Ubuntu ISO 映像.
2. 打开 Ubuntu 终端窗口。
3. 运行以下命令安装并启动 Unetbootin。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unetboo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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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unetbootin

4. 在 UNetBootin 窗口中选择磁盘映像.
5. 然后，选择ISO.
6. 下一步，选择. . .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7. 然后，选择之前下载的自定义 Ubuntu ISO 文件。
8. 对于 Type (类型)，选择 USB Drive (USB 驱动器)。
9. 对于 Drive (驱动器)，选择 /dev/sda1。
10. 然后，选择确定.

Note

自定义的 Ubuntu 映像可能比此处显示的更新。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使用最新版本的 Ubuntu 映
像。

现在你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可启动的 USB 驱动器了。要将出厂恢复文件复制到 USB 驱动器的 NTFS 分区。

Note

您必须使用与正确版本相关联的出厂还原包AWS DeepLens设备。

将出厂设置恢复文件复制到 USB 驱动器的 NTFS 分区

1. 下载适用于您的 AWS DeepLens 版本的压缩出厂设置恢复软件包。

• AWS DeepLens 1.0 版
• AWS DeepLens 1.1 版

2. 解压缩已下载的程序包。

unzip your-file-nam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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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以下未压缩的文件复制到 USB 驱动器的第二个 (NTFS) 分区：

适用于AWS DeepLens1.0 版

图像文件

• DeepLens_image_1.3.22.bin
• DeepLens_1.3.22.md5

脚本文件

• usb_flash

适用于AWS DeepLens1.1 版

图像文件

• image_deepcam_19WW19.5tpm
• image_deepcam_19WW19.5_tpm.md5
• APL_1.0.15_19WW19.5_pcr_fuse.dat
• pubkey.der.aws

脚本文件

• usb_flash
• seal_and_luksChangeKey

完成这些过程后，您应该已成功将 USB 闪存驱动器分成两个分区，并将必要的文件添加到每个分区中。

使用分区的 USB 驱动器还原AWS DeepLens设备
按照说明将 AWS DeepLens 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以下步骤假定您已成功完成中的步骤大纲：the section 
called “准备在你的AWS DeepLens设备” (p. 93).

这些说明要求你要连接你的AWS DeepLens将设备转为显示器和键盘。

Warning

之前存储在您的所有数据AWS DeepLens设备将被擦除。

将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

1. 将准备好的 USB 驱动器插入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并打开电源。反复按 ESC 键进入 BIOS。
2. 在显示器的 BIOS 窗口中，选择从文件引导.
3. 然后选择 。USB 音量.
4. 然后选择 。EFI.
5. 然后选择 。靴.
6. 然后选择 。bootx64.efi.
7. 接下来，你的AWS DeepLens将自动启动设备重置。

当电源 LED 指示灯开始闪烁并弹出终端窗口以显示您的进度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此时不需要进一步
的用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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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出现错误并且恢复失败，则从步骤 1 重启此过程。有关详细的错误消息，请参阅 USB 闪
存驱动器上生成的 result.log 文件。

8. 在电源 LED 指示灯停止闪烁并终端关闭后，表明恢复出厂设置已完成。然后，设备会自动重新启动。

您的设备现在已恢复。您可以从 AWS DeepLens 断开 USB 闪存驱动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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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您的 AWS DeepLens 项目和排除
故障

主题
• AWS DeepLens 项目日志 (p. 100)
• 排除 AWS DeepLens 的故障 (p. 102)

AWS DeepLens 项目日志
当您创建新项目时，AWS DeepLens自动配置AWS IoT Greengrass日志.AWS IoT Greengrass Logs 将日志
写入到Amazon CloudWatch Logs以及您设备的本地文件系统。当项目运行时，AWS DeepLens将诊断消息
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AWS IoT Greengrass日志流和你的AWS DeepLens设备作为本地文件系统日志. 发
送到 CloudWatch Logs 和您的本地文件系统日志的消息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 crash.log 文件仅在文件系
统日志中提供。

主题
•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AWS DeepLens (p. 100)
• AWS DeepLens 的文件系统日志 (p. 101)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AWS DeepLens
CloudWatch Logs 日志事件AWS DeepLens分为以下日志组。

日志组 目录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certmanager

证书管理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
connection_manager

设备连接管理的诊断日志，包括 Lambda 函数配置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ip_detector

IP 地址检测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
python_runtime

与 Python 运行时相关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router

当推理结果转发到 AWS IoT 时创建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runtime

与 AWS IoT Greengrass 运行时相关的诊断日志，例如，用于消息队
列遥测传输 (MQTT) 事件订阅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spectre

与 AWS IoT 的本地影子相关的诊断日志

100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greengrass-logs-overview.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greengrass-logs-overview.html#gg-logs-cloudwatch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greengrass-logs-overview.html#gg-logs-local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文件系统日志

日志组 目录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syncmanager

设备的 AWS IoT 主题订阅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GreengrassSystem/tes

与预配置 IAM 凭证以调用 Lambda 函数相关的诊断日志

aws/greengrass/
Lambda/
lambda_function_name

由您的指定 Lambda 推理函数报告的诊断日志AWS DeepLens项目

有关 CloudWatch Logs 的更多信息 (包括访问角色和权限要求和限制)，请参阅CloudWatch Logs 
(CloudWatch 日志)中的AWS IoT Greengrass开发人员指南.

AWS DeepLens 的文件系统日志
AWS DeepLens 的 AWS IoT Greengrass 日志还存储在 AWS DeepLens 设备的本地文件系统中。本地文件
系统日志包含崩溃日志，该日志在 CloudWatch Logs 中不可用。

您可以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以下目录中找到本地文件系统日志。

日志目录 描述

/opt/awscam/greengrass/
ggc/var/log

AWS DeepLens 的 AWS IoT Greengrass 日志的顶级目录。崩溃日志
位于此目录内的 crash.log 文件中。

/opt/awscam/greengrass/
ggc/var/log/system

包含 AWS IoT Greengrass 系统组件日志的子目录。

/opt/awscam/greengrass/
ggc/var/log/user

包含用户定义的 Lambda 推理函数的日志的子目录。

有关 AWS IoT Greengrass 的 AWS DeepLens 文件系统日志 (包括访问要求)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greengrass-logs-overview.html#gg-logs-local 开
发人员指南 中的AWS IoT Greengrass文件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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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AWS DeepLens 的故障
使用以下准则可以排除 AWS DeepLens 的问题。

主题
• 排除 AWS DeepLens 软件问题 (p. 102)
• 排除设备注册问题  (p. 106)
• 排除与 AWS DeepLens 设备的模型部署相关的问题 (p. 112)

排除 AWS DeepLens 软件问题
以下故障排除提示介绍了如何解决您可能遇到的 AWS DeepLens 软件问题。

主题
• 如何处理import error – undefined symbol? (p. 102)
• 如何确定您在使用哪个版本的 AWS DeepLens 软件？ (p. 102)
• 如何检查最新版本的 awscam 软件包？ (p. 103)
• 如何在重启设备后重新激活 Wi-Fi 热点？ (p. 103)
• 如何确保可调用已成功部署的 Lambda 推理函数？ (p. 104)
• 如何将 awscam 软件包更新为最新版本？ (p. 104)
• 如何升级 awscam 软件包的依赖项？ (p. 105)
• 如何在设备上安装安全更新？ (p. 106)
• 如何在设备更新期间处理不支持的架构？ (p. 106)

如何处理import error – undefined symbol?
在编写自定义AWS Lambda推理函数，如果你导入awscam之前的模块cv2模块您将收到类似如下内容的错
误：

File "my_lambda_detector.py", line 5, in
import awscam
File "/usr/lib/python2.7/dist-packages/awscam/__init__.py", line 1, in
from .model import *
File "/usr/lib/python2.7/dist-packages/awscam/model.py", line 14, in
from awscamdldt import getLastFrame
ImportError: /opt/awscam/intel/deeplearning_deploymenttoolkit/deployment_tools/
inference_engine/lib/intel64/
libinference_engine.so: undefined symbol:
_ZN3tbb10interface78internal15task_arena_base24internal_max_concurrencyEPKNS0_10task_arenaE 
             

要解决错误，你需要更新 import 语句中导入模块的顺序。请确保您正在导入awscam之前的模块cv2模块。

如何确定您在使用哪个版本的 AWS DeepLens 软件？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软件是名为 awscam 的 Debian 软件包。要查找您使用的 awscam 版本，可以使用
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 AWS DeepLens 控制台或终端。

要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

1. 登录到 AWS DeepLens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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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
3. 在 Devices (设备) 列表中，选择您的已注册设备。
4. 记下 Device version (设备版本)。

使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终端

1. 使用微型 HDMI 电缆将您的设备连接到监视器并连接鼠标和键盘，或者使用 ssh 命令连接到设备。
2. 在设备上的终端中，运行以下命令：

dpkg -l awscam

3. 在版本列中查找版本号。例如，在以下示例中，awscam 的已安装版本为 1.2.3。

Desired=Unknown/Install/Remove/Purge/Hold
| Status=Not/Inst/Conf-files/Unpacked/halF-conf/Half-inst/trig-aWait/Trig-pend
|/ Err?=(none)/Reinst-required (Status,Err: uppercase=bad)
||/ Name           Version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
ii  awscam         1.2.3      amd64           awscam

如何检查最新版本的 awscam 软件包？
您可以使用 AWS DeepLens 设备上的终端来查看 awscam 的最新版本。

使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查看最新版本的 awscam

1. 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2. 在您的设备上打开终端。
3. 运行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cache policy awscam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示例输出，其中 1.2.3 是您的设备上 awscam 的最新版本：

awscam | 1.2.3 | https://awsdeep-update.us-east-1.amazonaws.com awscam/main amd64 Packages

如何在重启设备后重新激活 Wi-Fi 热点？
如果您的设备丢失了 Wi-Fi 连接，并且在重启您的设备后未重新激活 Wi-Fi 热点，您可能受到了 Ubuntu 的 
Linux 内核升级的影响。要解决此问题，请回滚内核。

回滚您设备上的 Linux 内核

1. 在您的设备上打开终端。
2. 运行以下 命令：

if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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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命令输出。如果输出中仅列出了 localhost 网络接口，请关闭设备然后重新打开，以便重启系
统。

4. 如果您仍无法通过 Wi-Fi 进行访问，请运行以下命令，检查您已安装哪个版本的 Linux 内核。

uname -r

5. 如果您使用的是 4.13.x-xx 版本的内核，那么您受到了 Ubuntu 内核升级的影响。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
以下命令回滚内核。将 x-xx 替换为您的版本号：

sudo apt remove linux-image-4.13.x-xx-generic linux-headers-4.13.x-xx-generic
sudo reboot

在重启设备后，内核版本应该为 4.10.17+ 或 4.13.x-xx-deeplens。

如果您的 awscam 软件版本为 1.2.0 或更高版本，您不应该遇到此问题。

如何确保可调用已成功部署的 Lambda 推理函数？
如果您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之前已成功将推理函数部署到 Lambda，但似乎未调用该 Lambda 函数来执
行推理，并且您的 Linux 内核版本为 4.13.0-26，则您受到 Ubuntu 的 Linux 内核升级的影响。要解决此问
题，请遵循如何确定您在使用哪个版本的 AWS DeepLens 软件？ (p. 102)中的过程，将 Linux 内核回滚到 
Ubuntu 4.10.17+。

如何将 awscam 软件包更新为最新版本？
如果在设置您的设备时启用了自动更新，AWS DeepLens 会在您的设备每次开机时自动更新 awscam。如果
您发现软件已过期，请重启 AWS DeepLens 设备，然后在系统运行后再等待几分钟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更新可能会延迟或失败：

• 方案 1: 每次重启设备时都会更新 Ubuntu 系统。这会阻止并发的 awscam 自动更新。要检查是否正在运行 
Ubuntu 更新，请在终端上运行以下命令：

sudo lsof /var/lib/dpkg/lock

如果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则表示正在运行并发 Ubuntu 更新：

COMMAND   PID  USER FD  TYPE DEVICE SIZE/OFF NODE NAME
unattende 2638 root 4uW REG  179,2  0        21   /var/lib/dpkg/lock

在这种情况下，请等待 Ubuntu 更新完成。如果 awscam 的已安装版本早于 1.1.11，请在 Ubuntu 完成更
新后重启系统。否则，等待 awscam 更新自动启动。

• 场景 2：awscam 安装可能被系统重启或其他事件中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awscam 可能仅部分配置。运
行以下命令来检查软件包版本：

dpkg -l awscam

如果升级未成功完成，则将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

Desired=Unknown/Install/Remove/Purge/Hold
| Status=Not/Inst/Conf-files/Unpacked/halF-conf/Half-inst/trig-aWait/Trig-pend
|/ Err?=(none)/Reinst-required (Status,Err: uppercase=bad)
||/ Name           Version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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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wscam         1.1.10      amd64          awscam

状态为 iF 时，将会阻止 awscam 更新。要解决此问题，请运行以下命令：

sudo dpkg --configure -a

再次验证状态，并重启设备，以便让 awscam 的自动更新继续。
• 方案三：如果你已经尝试了场景 1 和 2 的建议，并且awscam仍未更新，请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手动启动更

新：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awscam

等待几分钟时间，让更新完成。如果升级过程中 AWS DeepLens 报告出现错误，请参阅如何升级 awscam 
软件包的依赖项？ (p. 105)。

如何升级 awscam 软件包的依赖项？
在您的设备上升级 awscam 时，您可能会收到一条错误消息，说明未满足依赖关系。例如，以下输出显示了
此类错误消息的示例：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You might want to run 'apt-get -f install' to correct these.
The following packages have unmet dependencies:
pulseaudio : Depends: libpulse0 (= 1:8.0-0ubuntu3.3) but 1:8.0-0ubuntu3.4 is
installed
pulseaudio-module-bluetooth : Depends: pulseaudio (= 1:8.0-0ubuntu3.4)
pulseaudio-module-x11 : Depends: pulseaudio (= 1:8.0-0ubuntu3.4)
E: Unmet dependencies. Try using -f.

要解决此类错误，请在您的设备上从终端运行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f install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或者收到另一条与以下内容类似的错误消息，您可能需要强制安装：

Errors were encountered while processing:
/var/cache/apt/archives/pulseaudio_1%3a8.0-0ubuntu3.4_amd64.deb
E: Sub-process /usr/bin/dpkg returned an error code (1)

要强制安装，请运行以下命令：

sudo dpkg --configure -a
sudo dpkg -i --force-overwrite /var/cache/apt/archives/
pulseaudio_1%3a8.0-0ubuntu3.4_amd64.deb

如果您的 Linux 内核版本是 4.13-32，您可能需要在上述命令中将脉冲音频软件包路径更改为 /var/cache/
apt/archives/pulseaudio_1%3a8.0-0ubuntu3.7_amd64.deb。

通过检查以下命令的输出，确保已安装软件包：

sudo apt-get -f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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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个软件包显示 Errors were encountered while processing 错误消息，则针对每个软件包运
行以下命令：

dpkg -i --force-overwrite

在强制安装完成后，运行以下命令以完成升级：

sudo apt-get upgrade

如何在设备上安装安全更新？
当使用 ssh 连接到您的设备时，您可能会看到类似于 245 packages can be updated 和 145 
updates are security updates 这样的消息。

一般情况下，安全更新不会影响您的设备的操作。不过，如果您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因素，您可以使用以下命
令手动应用安全更新：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要一次更新所有软件包，请运行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dist-upgrade

如果您收到 unmet dependencies 错误消息，请按照如何升级 awscam 软件包的依赖项？ (p. 105)中的
说明来解决错误。

如何在设备更新期间处理不支持的架构？
如果您运行 sudo apt-get update 命令并收到 The https://awsdeepupdate.us-
east-1.amazonaws.com packages repository is not set to public (access denied) 
causing error: "doesn't support architecture i386" 错误消息，您可以安全地忽略它。只有 
x86_64 架构支持 awscam 软件包。

排除设备注册问题
使用以下准则来排除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问题。

主题
• 为什么我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注册设备的尝试进入无限循环并且无法完成？  (p. 107)
• 我的AWS DeepLens2019 版本 (v1.1) 设备是不检测ed在注册期间 (p. 107)
• 如何在 AWS DeepLens v1.1 设备上执行首次更新  (p. 107)
• 如何使您的设备返回其设置模式以完成设备注册或更新设备设置？ (p. 108)
• 当 Wi-Fi SSID 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时，如何将您的设备连接到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p. 108)
• 在没有可用角色时选择哪些 IAM 角色？ (p. 109)
• 如何在 Mac El Capitan 或更低版本上的 Chrome 浏览器中查看项目输出？ (p. 109)
• 如何修复不完整的证书 (.zip) 文件？ (p. 110)
• 如何修复未正确上传的证书文件？ (p. 110)
• 如何解决已超出设备、项目或模型的最大用户限制的问题？  (p. 110)
• 如何修复 AWS DeepLens 设备取消注册失败的问题？ (p. 110)
• 如何修复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失败的问题？ (p. 111)
• 当设备的本地 IP 地址 (192.168.0.1) 不可访问时，如何打开设备的设置页面？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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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设备 Wi-Fi 指示灯闪烁或您的计算机已连接到设备时，如何使您的计算机中显示设备的 Wi-Fi 网
络？ (p. 111)

• 如何修复不成功的设备 Wi-Fi 重置？ (p. 111)

为什么我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注册设备的尝试进入无限循
环并且无法完成？
当您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注册设备时，如果在选择 Register device (注册设备) 后无法完成注册，则
您可能使用了不支持的浏览器。请确保您没有使用以下浏览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不支持的浏览器

• Windows 7 上的 Internet Explorer 11

我的AWS DeepLens2019 版本 (v1.1) 设备是不检测ed在注册期间
注册时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您的计算机可能连接后无法检测到设备它将 USB 电缆连接到计
算机上。该防止s 完成注册。

为确保可以检测到您的设备，请确保那个：

• 您的设备已开启。
• 您的计算机通过注册的 USB 端口底部.
• 您的计算机是不连接到以太网和 VPN 网络。
• 防火墙是不阻止AWS DeepLens网络连接。
• 你正在使用 Chrome，火狐、或 Safari 浏览器并有已安装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

如果您的计算机仍然无法检测到你的设备，断开连接USB 电缆从设备上的注册 USB 端口，重新连接它，然
后等待几个分钟s.

如果不起作用，请检查计算机上的网络接口服务订单。网络接口服务订单能够防止在注册过程中检测到您的
设备。例如，如果 USB-C 接口的优先级高于计算机上的标准 USB 接口，则计算机上的优先级高于。可以默
认为这USB-C港口以扫描连接的 USB 设备。因此，y我们的AWS DeepLens设备将是看不见的到计算机上. 
在本例中为重新排序网络类型的优先级。为此，看到 如何优先考虑 Mac 使用哪种互联网连接要么如何更改
网络适配器的优先级顺序Windows 10.

如何在 AWS DeepLens v1.1 设备上执行首次更新
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2019 (v1.1) 设备在 2020 年 3 月 28 日之前发货，但该设备未运行软件版本 
v1.4.5，则可能需要执行一次性软件更新。

要执行更新，您需要：

• 用于重置设备的小回形针或大头针
• AWS DeepLens 2019 (v1.1) 设备和电源

要执行首次更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插入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2. 在 AWS DeepLens 设备背面，将回形针或大头针插入重置针孔中。听到咔嗒声后，等待约 20 秒钟让 

Wi-Fi 指示灯（中间的灯）闪烁。

当 Wi-Fi 指示灯闪烁时，您的设备处于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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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为了AWS DeepLens在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4. 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选择 Register device (注册设备)。
5. 选择 HW v1。

Warning

即使您的设备是 v1.1，您也必须选择 HW v1。
6. 提供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名称。选择 Download the certificates (下载证书)，将证书下载到您的计

算机上。
7. 选择 Download the certificates (下载证书)，将证书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上。
8.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连接到 AWS DeepLens Wi-Fi 网络并继续注册过程。
9. 完成注册过程后，您将在设备详细信息页面中看到一条通知，说明您的设备有可用更新。向下滚动到底

部，单击 Update (更新)。

Note

您的设备可能需要 10 分钟才能更新。
10. 更新完成后，设备将重新启动。当设备恢复联机时，它将更新为 v1.4.5。

将 AWS DeepLens 设备更新为 v1.4.5 后，您可以使用 USB 数据线进行将来的更新。

如何使您的设备返回其设置模式以完成设备注册或更新设备设置？
如果您在您计算机上的可用 Wi-Fi 网络中没有看到您设备的 Wi-Fi 网络 SSID，且设备的 Wi-Fi 指示灯（中间
的 LED 指示灯）未闪烁，则无法连接到设备以设置设备并完成注册。

当设备正面的 Wi-Fi 指示灯（中间的 LED 指示灯）闪烁时，您的设备即处于设置模式。当您开始注册您的设
备时，该设备在开启后即会引导进入设置模式。只有在设置模式下，该设备的 Wi-Fi (AMDC-NNNN) 网络才会
显示在您计算机上的可用 Wi-Fi 网络列表中。30 分钟后，设备退出设置模式，且 Wi-Fi 指示灯持续亮起并停
止闪烁。

您的设备必须处于设置模式，您才能将您的计算机连接到设备，配置设备以完成注册或更新设备设置，或者
查看已部署项目的输出。如果您在分配的时间内未完成设置，则必须将设备重置为其设置模式，然后将您的
计算机重新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

将您的计算机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后，通过 Web 浏览器导航到 http://deeplens.config，以打
开设备配置页面并完成对设备进行设置。如果是初次注册，您可能希望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键入 http://
deeplens.amazon.net 以打开配置页面。

有关连接到您设备的 Wi-Fi 网络的详细说明，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连接到设备” (p. 21)。

当 Wi-Fi SSID 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时，如何将您的设备连接到家
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如果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名称 (SSID) 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包括单引号、反斜杠或空格），则
可能无法连接您的AWS DeepLens在配置页面上设置您的设备时将设备连接到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http://deeplens.amazon.net要么http://deeplens.config)。

要解决此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SSH 命令来登录设备并将其连接到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在 Wi-Fi SSID 和密码包含特殊字符时将您的 DeepLens 设备连接到您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

1. 连接到您设备的 Wi-Fi 网络。

a. 启动 DeepLens 并按前面的电源按钮以打开设备。如果设备已经打开，则跳过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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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等待设备进入设置模式，此时设备正面的 Wi-Fi 指示灯会开始闪烁。如果您已跳过前一步，可以
用曲别针插入设备背面的重置孔，在感觉到咔哒声后，等待大约 20 秒后 Wi-Fi 指示灯会开始闪烁，
此时设备进入其设置模式。

c. 从可用网络列表中选择设备的 Wi-Fi 网络 SSID（AMDC-NNNN 格式）并键入网络密码，将您的计算
机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SSID 和密码印在设备底部。在 Windows 计算机上，选择改为使用安
全密钥进行连接当系统提示时从路由器标签输入 PIN 码（通常为 8 位数字）.

2. 在建立 Wi-Fi 连接后，在您的计算机上打开 Web 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键入 http://
deeplens.amazon.net/#deviceAccess。

3. 在配置设备访问页面，选择启用下SSH 服务器. 如果您尚未创建设备密码，此时创建。选择 Save (保
存)。

Important

选择 Save (保存) 后，不要选择 Finish (完成)。否则，您将会断开与设备的连接，无法继续完成
下一步。
如果您选择了 Finish (完成)，执行上述步骤 1-3 以重新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然后才能继
续下一步。

4. 您的计算机已连接到设备 (AMDC-NNNN) 的网络 Wi-Fi 连接，在您的计算机上打开一个终端并运行以下 
SSH 命令以登录到您的设备。

ssh aws_cam@deeplens.amazon.net

键入设备密码。
Note

在运行 Windows 的计算机，您可以使用 PuTTY 或类似的 SSH 客户端执行 SSH 命令。
5. 登录后，在终端中运行以下 shell 命令：

sudo nmcli device wifi con '<wifi_ssid>' password '<wifi_password>' ifname mlan0

将 <wifi_ssid> 和 <wifi_password> 分别替换为 Wi-Fi 连接的 SSID 和密码。

您必须将 SSID 和密码括在单引号内。如果 SSID 或密码包含单引号，为每个实例添加反斜杠 (\) 前缀
并将它们括在一对单引号中，将它们转义。例如，如果原始 <wifi_ssid> 中的单引号显示为 Jane's 
Home Network，则转义版本为 Jane'\''s Home Network。

在运行命令后，请通过向任何公共网站发送 ping 命令来验证您的设备已连接到 Internet。
6. 在您的浏览器中转至 http://deeplens.amazon.net 或 http://deeplens.config，如“设置您

的设备”中的步骤 3.b (p. 25) 中所述继续设置设备。

在提示时，将设备软件更新为版本 1.3.10 或更高版本。通过更新可确保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可通
过 AWS DeepLens 控制台连接到您家庭或办公室的 Wi-Fi 网络，从而无需重复使用该解决方法。

在没有可用角色时选择哪些 IAM 角色？
如果在您使用AWS DeepLens在控制台上，系统会提示您通过单击一个按钮来创建角色。

如何在 Mac El Capitan 或更低版本上的 Chrome 浏览器中查看项
目输出？
在 Mac 计算机（El Capitan 及更低版本）上，使用 Chrome 时必须提供密码，才能将证书流上传到密钥链
中。要使用 Chrome 查看来自设备的项目输出流，您必须先更新设备软件以便将 DeepLens 的密码与证书关
联，然后使用该密码将流证书添加到密钥链。下面的过程详细介绍了相应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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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上设置 DeepLens 密码以实现在 Mac El Capitan 或更低版本的 Chrome 中查看项目输出

1. 更新设备软件以设置用于流证书的 DeepLens 密码：

a. 连接到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使用 SSH 或 uHDMI 连接）。
b. 在设备终端上，键入 $wget https://s3.amazonaws.com/cert-fix/cert_fix.zip。
c. 键入 $unzip cert_fix.zip 以解压缩文件。
d. 键入 $cd cert_fix 以进入已解压缩的目录。
e. 键入 $sudo bash install.s 以安装更新。
f. 重启设备。

2. 在启动设备后，将流证书上传到 Mac（El Capitan 或更低版本）以查看项目输出：

a. 将您的计算机连接 (p. 21)到设备的 Wi-Fi (AMDC-NNNN) 网络
b. 在浏览器中打开设备的设置页面（使用 deeplens.config URL）
c. 选择 Enable streaming certificates (启用流证书)。忽略浏览器上的说明。
d. 选择 Download streaming certificates (下载流证书) 按钮。
e. 在下载证书后，重命名下载的证书（从 download 更改为 my_device.p12 或

some_other_unique_string.p12）。
f. 双击您的证书以将其上传到密钥链中。
g. 密钥链会要求您输入证书密码，请输入 DeepLens。
h. 要查看您设备的项目输出流，在 Mac 计算机上打开 Chrome 并导航至您设备的视频服务器网页 

(https://your_device_ip:4000)，或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打开页面。

系统会要求您从密钥链中选择流证书。不过，密钥链会引用在上述步骤 2.f 中上传的所有流证书作
为 client cert。要区分多个名称相似的密钥链条目，请在选择流证书时使用到期日期和验证日
期。

i. 添加安全例外。在提示时，输入您的计算机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并选择让浏览器记住对应信息以
避免反复输入。

如何修复不完整的证书 (.zip) 文件？
如果您下载证书 .zip 文件时忘记选择 Finish (完成) 按钮，您获得的证书文件会不完整，因此也就不可用。要
修复此问题，请删除下载的 zip 文件，然后重新注册您的设备。

如何修复未正确上传的证书文件？
如果您意外地上传了错误的证书 (.zip) 文件，请上传正确的证书 (.zip) 文件来覆盖不正确的文件。

如何解决已超出设备、项目或模型的最大用户限制的问题？
取消注册设备、删除项目或删除模型，然后再添加新的项目或模型。

如何修复 AWS DeepLens 设备取消注册失败的问题？
停止取消注册并重新注册设备。

停止取消注册并重新注册 AWS DeepLens 设备

1. 用小曲别针插入设备背面的重置孔，使设备返回其设置模式。
2. 使用新的设备名称重新注册设备。
3. 上传新证书以替换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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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复 AWS DeepLens 设备注册失败的问题？
设备注册通常会因为您具有不正确的权限或权限不足而失败。请确保为AWS你使用的服务。

例如，在中设置权限时AWS DeepLens控制台，您必须已创建具备所需权限的 IAM 角色AWS IoT 
Greengrass并将此角色与AWS Greengrass 的 IAM 角色选项。如果注册失败，请确保您已创建并指定正确的
角色，然后重新注册设备。

指定现有的 Lambda 角色适用于的 IAM 角色AWSLambda如果角色名称不以开头，也会导致注册失
败。AWSDeepLens. 指定其名称不以开头的角色AWSDeepLens不会影响 Lambda 函数的部署。

要正确设置角色，请按照 注册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7) 中的说明操作，并针对每个角色检查 AWS 
DeepLens 控制台提示。

当设备的本地 IP 地址 (192.168.0.1) 不可访问时，如何打开设备的
设置页面？
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正在运行软件 (awscam) 版本 1.3.6 或更高版本，您可以打开设备的设置页
面，方法是在计算机上的浏览器窗口中导航至 http://deeplens.amazon.net（第一次注册设备时）或
http://deeplens.config。您的计算机必须连接到设备的 (AMDC-nnnn) Wi-Fi 网络 (p. 21)。

如果您的设备正在运行 awscam 软件包的早期版本，请通过设备上的终端运行以下命令以更新到最新版本。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awscam

如果您还不希望将 awscam 软件包更新到最新版本，可以导航至 http://192.168.0.1 以启动设备的设置
页面（如果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的软件包版本低于 1.2.4），也可以导航至 http://10.105.168.217（如
果设备的软件包为 1.2.4 或更新版本）

如果您设备的软件版本低于 1.2.4，而且您的家庭或办公室 Wi-Fi 网络路由器也使用 192.168.0.1 作为默认 
IP 地址，请将路由器的 IP 地址重置为 192.168.1.0 等地址。有关重置路由器的 IP 地址的说明，请参阅路
由器文档。例如，要更改 D-Link 路由器的 IP 地址，请参阅如何更改我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

如果您设备的 Wi-Fi 网络无响应，则重置设备并重新连接到该网络。要重置设备，请在设备背面的 RESET 
(重置) 按钮中插入曲别针，并等待 Wi-Fi 指示灯（在设备正面）闪烁。

当设备 Wi-Fi 指示灯闪烁或您的计算机已连接到设备时，如何使您
的计算机中显示设备的 Wi-Fi 网络？
如果设备上中间的 LED 灯已在闪烁，但您在笔记本电脑上看不到您设备的 Wi-Fi 连接，或者在中间的 LED 
灯停止闪烁后，您的计算机仍然连接到设备的 Wi-Fi 网络，请在您的计算机上刷新可用的 Wi-Fi 网络。通
常，此过程涉及到关闭笔记本电脑 Wi-Fi 并重新打开。

它最多需要 2 分钟来重启设备，并使设备的 Wi-Fi 网络准备好接受连接请求。

如何修复不成功的设备 Wi-Fi 重置？
如果您将曲别针插入设备背面的重置孔来重置设备后，设备的 Wi-Fi 指示灯（中间的 LED 灯）不闪烁，请使
用以太网电缆将设备连接到 Internet，将设备连接到显示器、键盘和鼠标，登录到设备，打开终端窗口，然
后运行以下命令以重置 awscam 软件包：

sudo systemctl status softap.service

如果命令返回错误代码 203，则通过在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上运行以下命令来重新安装 awscam-
we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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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apt-get install --reinstall awscam-webserver
sudo reboot

成功的重启操作会设置设备的 Wi-Fi 网络，并且设备中间的 LED 指示灯将开始闪烁。

排除与 AWS DeepLens 设备的模型部署相关的问题
使用以下信息来排除将模型部署到 AWS DeepLens 设备时发生的问题。

主题
• 如何解决当设备注册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完成后，在下载模型时遇到的拒绝访问错误？ (p. 112)
• 如何解决 ModelDownloadFailed 错误？ (p. 112)
• 解决报告为 std::bad_alloc() 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p. 112)
• 如何解决缺少 stride 属性时导致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p. 112)
• 如何解决当列表对象缺少 shape 属性时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p. 113)
• 如何确保模型的推理合理？ (p. 114)
• 如何确定当模型在验证集上执行正常时为什么 AWS DeepLens 错误地对数据分类？ (p. 114)

如何解决当设备注册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完成后，在下载模型时遇
到的拒绝访问错误？
在注册设备过程中设置权限时，请确保您拥有的 IAM 角色AWS IoT Greengrass已创建并且角色与的 IAM 组
角色AWSGreengrass在设备注册期间设置权限时，控制台上的选项。如果不是，请使用正确的角色重新注册
设备。

如何解决 ModelDownloadFailed 错误？
使用AWS DeepLens控制台，您必须提供两个 IAM 角色AWS IoT Greengrass：适用于的 IAM 角
色AWSGreengrass和的 IAM 组角色AWSGreengrass. 如果您为这两项指定相同的 IAM 角色，则
会收到此错误。要修复它，请指定AWSDeepLensGreengrassRole(对于 )适用于的 IAM 角色
AWSGreengrass和AWSDeepLensGreengrassGroupRole(对于 )的 IAM 组角色AWSGreengrass.

解决报告为 std::bad_alloc() 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当设备上的 MXNet 版本与用于训练模型的版本不匹配时，会发生这种情况。通过从设备上的终端运行以下命
令，升级设备上的 MXNet 版本：

sudo pip3 install mxnet==1.0.0

我们假定用于训练的 MXNet 版本为 1.0.0。如果您使用其他版本进行训练，请相应地更改版本号。

如何解决缺少 stride 属性时导致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如果您没有在池层的超参数列表中指定 stride 参数，则模型优化程序将失败并报告以下错误消息：

AttributeError: 'MxNetPoolingLayer'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stride_x'

由于 stride 参数已从最新 MXNet 池层的超参数列表中删除，因此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修复该问题，请将 "stride": "(1, 1)" 添加到符号文件中。在文本编辑器中，编辑您的符号文件，使
池层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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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Pooling", 
    "name": "pool1", 
    "attr": { 
        "global_pool": "True", 
        "kernel": "(7, 7)", 
        "pool_type": "avg", 
        "stride": "(1, 1)" 
    }, 
    "inputs": <your input shape>
},

在stride属性将添加到所有池层，您应该不再会收到错误，一切应按预期工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此论
坛博客。

如何解决当列表对象缺少 shape 属性时的模型优化失败问题？
在模型优化期间，当非 null 运算符的层名称具有后缀时，您会收到以下错误消息：

File "/opt/intel/deeplearning_deploymenttoolkit_2017.1.0.5852/
deployment_tools/model_optimizer/model_optimizer_mxnet/mxnet_convertor/
mxnet_layer_utils.py", line 75, in transform_convolution_layer
res = np.ndarray(l.weights.shape)
AttributeError: 'list'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shape'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模型的符号文件 (<model_name>-symbol.json)。从非 null 运算符的所有层名称中
删除后缀。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定义非 null 运算符：

{ 
    "op": "Convolution", 
    "name": "deep_dog_conv0_fwd", 
    "attr": { 
        "dilate": "(1, 1)", 
        "kernel": "(3, 3)", 
        "layout": "NCHW", 
        "no_bias": "False", 
        "num_filter": "64", 
        "num_group": "1", 
        "pad": "(0, 0)", 
        "stride": "(2, 2)" 
    }
}

将 "name": "deep_dog_conv0_fwd" 更改为 "name": "deep_dog_conv0"x。

作为对比，下面是一个说明 null 运算符的示例：

{ 
    "op": "null", 
    "name": "deep_dog_conv0_weight", 
    "attr": { 
        "__dtype__": "0", 
        "__lr_mult__": "1.0", 
        "__shape__": "(64, 0, 3, 3)", 
        "__wd_mult__": "1.0" 
    }
},

对于 softmax 层，如果缺少 "attr": "{}" 属性，则将它添加到 JSON 文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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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SoftmaxOutput", 
    "name": "softmax", 
    "attr": {}, 
    "inputs": [[192,0,0]]
}

最后，请确保在您的模型中只使用支持的层。有关支持的 MXNet 层的列表，请参阅 MXNet 模型 (p. 32)。

如何确保模型的推理合理？
为确保基于给定模型的推理合理，模型优化程序的高度和宽度必须与训练集中图像的高度和宽度匹配。例
如，如果您使用了大小为 512 像素 X 512 像素的图像来训练模型，则必须将您的模型优化程序的高度和宽度
设置为 512 X 512。否则，推理没有任何意义。

如何确定当模型在验证集上执行正常时为什么 AWS DeepLens 错
误地对数据分类？
当您的训练数据未标准化时，即使模型在验证集上执行正常，AWS DeepLens 也会错误地对数据分类。请使
用标准化训练数据重新训练模型。

如果训练数据已标准化，请同样对输入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再将数据传递到推理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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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设备库
AWS DeepLens 设备库由一系列 Python 模块组成，这些模块为各种设备操作提供对象和方法：

• 用于根据项目模型运行推理代码的 awscam 模块。
• mo 模块，用于将您的 Caffe、Apache MXNet 或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模型构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模

型构件并执行所需的优化。
• 这些区域有：DeepLens_Kinesis_Video模块，用于集成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 以管理从AWS 

DeepLens设备转换为 Kinesis Video Streams 式处理。

主题
• awscam用于推理的 模块 (p. 115)
• 模型优化 (mo) 模块 (p. 121)
• Amazon Kinesis 视频流集成的 DeepLens_Kines_Video 模块 (p. 129)

awscam用于推理的 模块
使用awscam从你的模块中获取视频帧AWS DeepLens将深度学习模型加载到设备的推理引擎中。使用模型
在捕获的图像帧上运行推理。

当您创建 AWS Lambda 推断函数以用于AWS DeepLens项目，你使用awscam模块。这些区域
有：awscam模块需要cv2模块。这些区域有：cv2模块依赖于awscam模块，所以你必须导入awscam在导入
之前的模块cv2模块。

主题
• awscam.getLastFrame 函数 (p. 115)
• 模型对象 (p. 116)

awscam.getLastFrame 函数
从视频流中检索最新帧。当 AWS DeepLens 运行时，视频流会持续运行。

请求语法

import awscam
ret, video_frame = awscam.getLastFrame()

参数

• 无

返回类型

• ret - 一个布尔值 (true 或 false)，该值指示调用是否成功。
• video_frame - 一个表示视频帧的 numpy.nd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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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象
class awscam.Model

表示 AWS DeepLens 机器学习模型。

import awscam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topology_file, loading_config, runtime)

方法
• 模型类构造函数 (p. 117)
• model.doInference 方法 (p. 118)
• model.parseResult 方法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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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类构造函数
创建一个 awscam.Model 对象，以在特定类型的处理器和特定推理运行时中运行推理。对于未经过 Neo 编
译的模型，Model 对象将公开解析原始推理输出以便返回特定于模型的推理结果。

请求语法

import awscam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topology_file, loading_config, runtime=0)

参数

• model_topology_file – 必填项。当 runtime=0 时，此参数值为 mo.optimize (p. 117) 方法输出
的已优化模型 (.xml) 文件的路径。当 runtime=1 时，此参数值为包含已编译模型构件的文件夹的名称，该
文件夹包含一个 .json 文件、一个 .params 文件和一个 .so 文件。

经过 Neo 编译的模型仅支持分类模型类型。其他模型支持分类、分段和单张图片多方框检测器 (SSD)。

Note

在部署 SageMaker 训练的 SSD 模型时，必须先运行deploy.py（可从https:// 
github.com/apache/incubator-mxnet/tree/v1.x/example/ssd/) 将模型工件转
换为可部署模型。克隆或下载 MxNet 存储库后，运行git reset --hard 
73d88974f8bca1e68441606fb0787a2cd17eb364调用之前的命令deploy.py转换模型 (如
果最新版本不起作用)。

• loading_config(dict) — 必需。指定是否应将模型加载到 GPU 或 CPU 中。此参数的格式是一个词典。

有效值：
• {"GPU":1}-将模型加载到 GPU 中。要在 Neo 运行时 (runtime=1) 中运行推理，您必须选择 GPU 

({'GPU':1})。
• {"GPU":0}-将模型加载到 CPU 中。

• runtimeint— 可选。指定要在其中运行推理的运行时。

有效值：
• 0— 英特尔 DLDT 作为默认推理运行时。
• 1-Neo 运行时在已编译的模型上运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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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doInference 方法
通过应用加载的模型对视频帧 (图像文件) 运行推理。此方法将返回推理的结果。

请求语法

import awscam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topology_file, loading_config)
raw_inference_results = model.doInference(video_frame)

参数

• video_frame – 必填项。AWS DeepLens 视频源中的视频帧。

返回类型

• dict— 推理结果（作为基于已加载模型的输出层的词典）。

返回值

返回一个 dict 对象，此对象具有键/值对的条目。条目的键是模型的输出层的标识符。对于在默认 Intel 
DLDT 运行时中运行的推理的输出，输出层标识符是模型中指定的输出层名称。例如，对于 MXNet，将
在模型的 .json 文件中定义输出图层名称。对于在 Neo 运行时中运行的推断的输出，输出层标识符是模
型中定义的输出层的序号。条目的值是一个 list 对象，该对象包含用于训练模型的标记图像上的输入
video_frame 的概率。

Example

示例输出：

如果在模型（具有一个名为 SoftMax_67 的带六个标签的输出层）的 Intel DLDT 运行时中运行推理，则推
理结果具有以下格式。

{ 
   ‘SoftMax_67’: array( 
       [   
          2.41881448e-08,  
          3.57339691e-09,  
          1.00263861e-07,  
          5.40415579e-09,  
          4.37702547e-04,  
          6.16787545e-08 
       ],  
   dtype=float32)
}

如果使用 Neo 运行时 (runtime=1) 运行图例，则原始推理结果为 dict 对象，其中
results[i] 包含 ith 输出层。例如，对于仅具有一个 Softmax 输出层的图像分类网络（如 
Resnet-50），results[0]是Numpy具有大小的数组N x 1这给出了每个N带标记的图像类型。

以下示例输出显示在 Neo 运行时中运行的相同模型（上述模型）的原始推理结果。

{ 
   0 : array( 
       [   
          2.41881448e-08,  
          3.57339691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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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63861e-07,  
          5.40415579e-09,  
          4.37702547e-04,  
          6.16787545e-08 
       ],  
   dtype=float32)
}

119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
模型对象

model.parseResult 方法
解析一些常用模型的原始推理结果，例如分类、SSD 和分段模型，这些模型未经过 Neo 编译。对于自定义
模型，您可以编写自己的解析函数。

请求语法

import awscam
model = awscam.Model(model_topology_file, loading_config)
raw_infer_result = model.doInference(video_frame)
result = model.parseResult(model_type, raw_infer_result)

参数

• model_type— 标识要用于生成推理的模型类型的字符串。必填项。

有效值：classification、ssd 和 segmentation

Note

在部署 SageMaker 训练的 SSD 模型时，必须先运行deploy.py（可从https:// 
github.com/apache/incubator-mxnet/tree/v1.x/example/ssd/) 将模型工件转
换为可部署模型。克隆或下载 MxNet 存储库后，运行git reset --hard 
73d88974f8bca1e68441606fb0787a2cd17eb364调用之前的命令deploy.py转换模型 (如
果最新版本不起作用)。

• raw_infer_result— 函数的输出model.doInference(video_frame). 必填项。

返回类型

• dict

返回值

返回一个 dict 和一个键/值对条目。键是 model_type 值。值是 dict 对象的列表。每个返回的 dict 对
象都包含模型为指定标签计算的概率。对于一些模型类型（例如 ssd），返回的 dict 对象还包含其他信
息，例如推理的图像对象所在的边界框的位置和大小。

Example

示例输出：

对于在 Intel DLDT 运行时中执行的原始推理，classification 模型类型上的解析的推理结果具有以下格
式：

{ 
    "classification":[ 
        {"label":"318", "prob":0.5}, 
        {"label":"277", "prob":0.3}, 
        ..., 
        {"label":"433", "prob":0.001} 
    ]
}

ssd 模型类型上相应的解析的推理结果包含边界框信息，并且具有以下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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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 [ 
        {"label": "318", "xmin": 124, "xmax": 245, "ymin": 10,  "ymax": 142, "prob": 0.5}, 
        {"label": "277", "xmin": 89,  "xmax": 166, "ymin": 233, "ymax": 376, "prob": 0.3}, 
        ..., 
        {"label": "433", "xmin": 355, "xmax": 468, "ymin": 210, "ymax": 266, "prob": 0.001} 
    ]
}

对于在 Neo 运行时中执行的推理，解析的推理结果与原始推理结果相同。

模型优化 (mo) 模块
mo Python 模块是一个 AWS DeepLens 模型优化库，您可用于将 Caffe、Apache MXNet 或 
TensorFlow (p. 32) 模型构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模型构件并执行所需的优化。

要优化模型，请调用 mo.optimize 函数并指定相应的输入参数。

主题
• mo.optimize 方法  (p. 121)
• 模型优化程序问题排查  (p. 124)

mo.optimize 方法
将 AWS DeepLens 模型构件从 Caffe（.prototxt 或 .caffemodel）、MXNet（.json 和 .params）
或 TensorFlow (.pb) 表示形式转换为 AWS DeepLens 表示形式并执行必要的优化。

语法

import mo
res = mo.optimize(model_name, input_width, input_height, platform, aux_inputs)

请求参数

• model_name：要优化的模型的名称。

类型：string

：必需 是
• input_width：输入图像的宽度（像素）。该值必须为小于或等于 1024 的非负整数。

类型：integer.

：必需 是
• input_height：输入图像的高度（像素）。该值必须为小于或等于 1024 的非负整数。

类型：integer.

：必需 是
• platform：此优化的源平台。有关有效值，请参阅下表。

类型：string

：必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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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platform 值：

值 描述

Caffe 或者 caffe 该优化将 Caffe 模型构件（.prototxt 或
.caffemodel 文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模
型构件。

MXNet、mxNet 或 mx 该优化将 Apache MXNet 模型构件（.json 和
.params 文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模型构
件。这是默认选项。

TensorFlow、tensorflow 或 tf 该优化将 TensorFlow 模型构件（冻结图 .pb 文
件）转换为 AWS DeepLens 模型构件。

• aux_inputs：包含辅助输入的 Python 字典对象，其中包含所有平台通用的条目以及特定于单独平台的
条目。

类型：Dict

：必需 否

有效 aux_inputs 字典条目

项目名称 适用的应用程序 描述

--img-format 所有 映像格式 默认值为 BGR。

--img-channels 所有 图像通道数。默认值为 3。

--precision 所有 图像数据类型。默认值为
FP16。

--fuse 所有 一个开关，用于打开 (ON) 或关闭 
(OFF) 线性运算熔合到卷积。默
认值为 ON。

--models-dir 所有 模型目录。默认目录为 /opt/
awscam/artifacts。

--output-dir 所有 输出目录。默认目录为 /opt/
awscam/artifacts。

--input_proto Caffe prototxt 文件路径。默认值是空字
符串 ("")。

--epoch MXNet 周期编号。默认值为 0。

--input_model_is_text TensorFlow 一个布尔标志，只是输入模型文
件是 (True) 或者不是 (False) 
文本 protobuf 格式。默认值为
False。

返回值

optimize 函数会返回一个结果，该结果包含以下内容：

• model_path：优化的模型构件在成功时返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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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字符串
• status：函数的操作状态。对于导致故障的可能原因和方法调用失败时的纠正措施，请参阅下表。

类型：整数

status 原因 操作

0 模型优化已成功。 无需任何操作。

1 模型优化失败，因为请求的平台
不受支持。

• 选择受支持的平台。
• 确保平台名称的拼写正确。

2 模型优化失败，因为您使用的是
不一致的平台版本。

• 确保您运行的是最新版本的
平台。要检查您的版本，请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pip 
install mxnet。

• 确保目标平台的模型中没有不
受支持的层。

• 确保您的 awscam 软件是最新
的。

• 请参阅模型优化程序问题
排查  (p. 124)有关在适用
于的 CloudWatch Logs 中
报告的错误消息的建议操作
AWS DeepLens在您的上AWS 
DeepLens设备。

要加载优化的模型用于推理，请调用 awscam.Model (p. 117) API 并指定从此函数返回的 model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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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优化程序问题排查
在此部分中，您将找到有关模型优化程序报告的错误的常见问题及解答的列表。AWS DeepLens 模型优化程
序依赖于随 AWS DeepLens 软件一起安装的 Intel Computer Vision 开发工具包。对于此处未涵盖的错误，
请参阅 Intel Computer Vision 开发工具包支持，也可在论坛上提问。

主题
• 如何处理”当前 caffe.proo 不包含字段。" 错误消息？ (p. 125)
• 如何创建只有 prototxt 的裸机 Caffe 模型？ (p. 125)
• 如何处理”无法为具有 ID 的节点创建端口。" 错误消息？  (p. 125)
• 如何处理”protofile 无效：没有 'layer' or 'layer' 顶层消息。" 错误消息？  (p. 125)
• 如何处理”旧风格的输入（via 'input_dims') is is or for.请通过 'input_shap' 指定输入。" 错误消息？

 (p. 125)
• 如何处理”prototxt file: value error."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在 Caffe 回退函数中构造 caffe.Net 时出错。"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由于 Caffe 中的异常，无法推断形状。"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由于没有 Caffe 可用，无法推断节点 {} 的形状。请为操作注册 python 推理函数，或者使用 

Caffe 进行形状推理。"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输入形状为转换 MXNet 模型。请通过 —input_width and —input_height 提供 —

input_height。"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找不到 prototxt 文件：对于 Caffe，请指定存储拓扑的 protobuf file —input_proo 以及存储预训

练权重的 —input_model。"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指定的输入模型不存在。"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Failed a create directory...权限被拒绝！"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发现没有输入和值的数据节点。" 错误消息？  (p. 127)
• 如何处理”占位符节点没有输入端口，但提供了输入端口。"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模型中没有占位符或者多个占位符，但只提供一个形状，无法设置它。"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无法将 tensorboard 的事件文件写入目录。"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在节点上停止形状/值传播。"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Module tensorflow in found.请安装 tensorflow 1.2 或更高版本。"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无法读取模型文件：这是不正确的 TensorFlow 模型文件，或者缺少该文件。"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从模型文件读取之后，无法预处理 TensorFlow graph.文件损坏或者具有不支持的格式。" 错误

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输入模型名称未使用预期格式，无法提取迭代编号。"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无法转换占位符的类型，因为并非其所有输出均 'Cast' 转换为浮点操作。"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不支持数据类型。" 错误消息？  (p. 128)
• 如何处理”没有名字的节点...“错误消息？  (p. 129)
• 如何处理”Module mxnet in found.请安装 mxnet 1.0.0“错误消息？  (p. 129)
• 如何处理”加载 mxnet 模型时出错...“错误消息？  (p. 129)
• 如何处理”... 的... 元素剪辑为无穷) 时，将节点 [...] 的 blob 转换为... 时，... 的... 元素剪辑为无穷)“错误消

息？  (p. 129)
• 如何处理”... 的... 元素剪辑为零，将节点 [...] 的 blob 转换为... 时，... 的... 元素剪辑为零。“错误消息？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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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拓扑不包含 “输入” 层。" 错误消息？  (p. 129)

如何处理”当前 caffe.proo 不包含字段。" 错误消息？
您的模型具有模型优化程序不支持的自定义层。

如何创建只有 prototxt 的裸机 Caffe 模型？
要创建只有 .prototxt 的裸机 Caffe 模型，请导入 Caffe 模块并运行以下命令：

python3  

import caffe  
net = caffe.Net('PATH_TO_PROTOTXT/my_net.prototxt', caffe.TEST)  
net.save('PATH_TO_PROTOTXT/my_net.caffemodel')

如何处理”无法为具有 ID 的节点创建端口。" 错误消息？
您的模型具有模型优化程序不支持的自定义层。删除自定义层。

如何处理”protofile 无效：没有 'layer' or 'layer' 顶层消息。" 错误消
息？
Caffe 拓扑的结构在caffe.proto文件。例如，在模型优化程序中，您可能会找到以下默认
值：protofile: /opt/awscam/intel/deeplearning_deploymenttoolkit/deployment_tools/
model_optimizer/mo/front/caffe/proto/my_caffe.proto. 此文件包含结构，例如：

message NetParameter { 
   // ... some other parameters 

   // The layers that make up the net.  Each of their configurations, including  
   // connectivity and behavior, is specified as a LayerParameter.  
   repeated LayerParameter layer = 100;  // Use ID 100 so layers are printed last.  

   // DEPRECATED: use 'layer' instead.  
   repeated V1LayerParameter layers = 2;  
}

这意味着任何拓扑都应包含层作为 prototxt 中的顶层结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LeNet 拓扑。

如何处理”旧风格的输入（via 'input_dims') is is or for.请通过 
'input_shap' 指定输入。" 错误消息？
Caffe 拓扑的结构在caffe.proto文件。例如，在模型优化程序中，您可找到以下默认 protofile：/opt/
awscam/intel/deeplearning_deploymenttoolkit/deployment_tools/model_optimizer/
mo/front/caffe/proto/my_caffe.proto. 此文件包含结构，例如：

message NetParameter { 
    optional string name = 1; // Consider giving the network a name. 
    // DEPRECATED. See InputParameter. The input blobs to the network.  
    repeated string input = 3;  
    // DEPRECATED. See InputParameter. The shape of the input blobs.  
    repeated BlobShape input_shape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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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D input dimensions are deprecated.  Use "input_shape" instead.  
    // If specified, for each input blob, there should be four  
    // values specifying the num, channels, and height and width of the input blob.  
    //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a total of (4 * #input) numbers.  
    repeated int32 input_dim = 4;  
    // ... other parameters  
}

使用以下格式之一，指定所提供模型的输入层：

1. 输入层格式 1：

input: "data"  
input_shape  
{  
    dim: 1  
    dim: 3  
    dim: 227  
    dim: 227  
}

2. 输入层格式 2：

input: "data"  
input_shape  
{  
    dim: 1  
    dim: 3  
    dim: 600  
    dim: 1000  
}  
input: "im_info"  
input_shape  
{  
    dim: 1  
    dim: 3  
}

3. 输入层格式 3：

layer  
{  
    name: "data"  
    type: "Input"  
    top: "data" 
    input_param {shape: {dim: 1 dim: 3 dim: 600 dim: 1000}}  
}  

layer  
{  
    name: "im_info"  
    type: "Input"  
    top: "im_info"  
    input_param {shape: {dim: 1 dim: 3}}  
}

4. 输入层格式 4：

input: "data"  
input_dim: 1  
input_dim: 3  
input_di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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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您的模型包含多个输入层，则模型优化程序可转换具有格式 1、2 和 3 输入层的模型。您不能在
任何多输入拓扑中使用格式 4。

如何处理”prototxt file: value error." 错误消息？
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如何处理”protofile 无效：没有 'layer' or 'layer' 顶层消息。" 错误消息？ 
” (p. 125) 和 the section called “如何处理”找不到 prototxt 文件：对于 Caffe，请指定存储拓扑的 protobuf 
file —input_proo 以及存储预训练权重的 —input_model。" 错误消息？ ” (p. 127)。

如何处理”在 Caffe 回退函数中构造 caffe.Net 时出错。" 错误消
息？
模型优化程序在尝试推断 Caffe 框架中的指定层时，无法使用 Caffe 模块构造网络。请确保您的
.caffemodel 和 .prototxt 文件正确。要确保问题不在 .prototxt 文件中，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如何创建只有 prototxt 的裸机 Caffe 模型？” (p. 125)。

如何处理”由于 Caffe 中的异常，无法推断形状。" 错误消息？
您的模型具有模型优化程序不支持的自定义层。删除任何自定义层。

如何处理”由于没有 Caffe 可用，无法推断节点 {} 的形状。请为操
作注册 python 推理函数，或者使用 Caffe 进行形状推理。" 错误消
息？
您的模型具有模型优化程序不支持的自定义层。删除任何自定义层。

如何处理”输入形状为转换 MXNet 模型。请通过 —input_width and 
—input_height 提供 —input_height。" 错误消息？
要将 MXNet 模型转换为 IR，您必须指定输入形状，因为 MXNet 模型不包含有关输入形状的信息。使用–
input_shape标志以指定input_width和input_height.

如何处理”找不到 prototxt 文件：对于 Caffe，请指定存储拓
扑的 protobuf file —input_proo 以及存储预训练权重的 —
input_model。" 错误消息？
模型优化程序找不到指定模型的 prototxt 文件。默认情况下，.prototxt 文件必须与具有相同名称（扩
展名除外）的输入模型文件位于相同目录中。如果不满足其中的任一条件，请使用 --input_proto 指定
prototxt 文件的路径。

如何处理”指定的输入模型不存在。" 错误消息？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您指定的模型路径不正确。请确保路径正确并且文件存在。

如何处理”Failed a create directory...权限被拒绝！" 错误消息？
模型优化程序无法创建指定为 –output_dir 参数的目录。请确保您有权创建指定的目录。

如何处理”发现没有输入和值的数据节点。" 错误消息？
指定拓扑中的某个层可能没有输入或值。请确保提供的 .caffemodel 和 .protobuf 文件包含所有必需的
输入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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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占位符节点没有输入端口，但提供了输入端口。" 错误消
息？
您可能为某个占位符节点指定了输入节点，但模型不包含输入节点。请确保模型具有输入或者使用模型支持
的输入节点。

如何处理”模型中没有占位符或者多个占位符，但只提供一个形
状，无法设置它。" 错误消息？
对于不包含输入或包含多个输入的模型，您可能为其占位符节点仅提供了一个形状。请确保您为占位符节点
提供了正确的数据。

如何处理”无法将 tensorboard 的事件文件写入目录。" 错误消息？
由于目录不存在或者您没有写入其中的权限，模型优化程序未能将事件文件写入指定的目录。请确保目录存
在并且您具有所需的权限。

如何处理”在节点上停止形状/值传播。" 错误消息？
模型优化程序无法推断指定节点的形状或值，原因是：推理函数有错误，输入节点具有不正确的值或形状，
或者输入形状无效。请确保推理函数、输入值或形状正确。

如何处理”Module tensorflow in found.请安装 tensorflow 1.2 或更
高版本。" 错误消息？
要使用模型优化程序转换 TensorFlow 模型，请安装 TensorFlow 1.2 或更高版本。

如何处理”无法读取模型文件：这是不正确的 TensorFlow 模型文
件，或者缺少该文件。" 错误消息？
模型文件应包含二进制格式的 TensorFlow 图形快照。请确保通过指定以文本格式为模型提供 —
input_model_is_text--input_model_is_text参数如false. 默认情况下，模型解释为二进制文件。

如何处理”从模型文件读取之后，无法预处理 TensorFlow graph.文
件损坏或者具有不支持的格式。" 错误消息？
请确保您已指定正确的模型文件，文件具有正确的格式，并且文件的内容未损坏。

如何处理”输入模型名称未使用预期格式，无法提取迭代编号。" 错
误消息？
MXNet 模型文件必须为 .json 或 .para 格式。请使用正确的格式。

如何处理”无法转换占位符的类型，因为并非其所有输出均 'Cast' 
转换为浮点操作。" 错误消息？
请为模型的占位符节点使用 FP32 数据类型。对于占位符节点，请勿使用 UINT8 作为输入数据类型。

如何处理”不支持数据类型。" 错误消息？
模型优化程序无法将模型转换为指定的数据类型。请使用 –precision 参数与 FP16、FP32、half 或
float 值设置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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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没有名字的节点...“错误消息？
模型优化程序无法访问不存在的节点。请确保指定了正确的占位符、输入节点名称或输出节点名称。

如何处理”Module mxnet in found.请安装 mxnet 1.0.0“错误消息？
为确保模型优化程序可以转换 MXNet 模型，请安装 MXNet 1.0.0 或更高版本。

如何处理”加载 mxnet 模型时出错...“错误消息？
请确保指定的路径正确、模型存在且未损坏，并且您具有足够的权限来使用模型。

如何处理”... 的... 元素剪辑为无穷) 时，将节点 [...] 的 blob 转换
为... 时，... 的... 元素剪辑为无穷)“错误消息？
当您使用 --precision=FP16 命令行选项时，模型优化程序将节点中的所有 blob 转换为 FP16 类型。如果 
blob 中的值超出了有效 FP16 值的范围，则模型优化程序将该值转换为正无穷或负无穷。根据模型，这可能
产生不正确的推理结果，也可能不会导致任何问题。请检查这些元素的数量，以及使用节点名称输出的已用 
blob 中的元素总数。

如何处理”... 的... 元素剪辑为零，将节点 [...] 的 blob 转换为... 
时，... 的... 元素剪辑为零。“错误消息？
当您使用 --precision=FP16 命令行选项时，模型优化程序将节点中的所有 blob 转换为 FP16 类型。如果 
blob 中的某个值非常接近零，因此无法表示为有效的 FP16 值时，模型优化程序会将其转换为真正的零。根
据模型，这可能产生不正确的推理结果，也可能不会导致任何问题。请检查这些元素的数量，以及使用节点
名称输出的已用 blob 中的元素总数。

如何处理”拓扑不包含 “输入” 层。" 错误消息？
当模型优化程序需要可直接部署的 .prototxt 文件时，可将 Caffe 拓扑的 prototxt 文件用于训练。要准
备可直接部署的 .prototxt 文件，请按照 GitHub 上提供的说明操作。通常情况下，准备一个可直接部署
的拓扑涉及到删除数据层、添加输入层和删除丢失的层。

Amazon Kinesis 视频流集成的 
DeepLens_Kines_Video 模块

针对的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AWS DeepLens视频库是封装的 Python 模块Kinesis Video Streams 
开发工具包为了AWS DeepLens设备。使用此模块从AWS DeepLens设备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并控制
启动和停止设备中的视频流的时间。如果您需要训练自己的深度学习模型，这非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您
可以从AWS DeepLens设备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并将数据用作训练的输入。

模块 DeepLens_Kinesis_Video 已安装到 AWS DeepLens 设备上。您可以在部署到您的 Lambda 函数中调
用此模块。AWS DeepLens设备作为的一部分AWS DeepLens项目。

以下 Python 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DeepLens_Kines_Video 模块从来自调用方的 5 个小时的视频源流式传输
AWS DeepLens设备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

imp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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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os
import DeepLens_Kinesis_Video as dkv
from botocore.session import Session
import greengrasssdk

def greengrass_hello_world_run(): 
    # Create the green grass client so that we can send messages to IoT console 
    client = greengrasssdk.client('iot-data') 
    iot_topic = '$aws/things/{}/infer'.format(os.environ['AWS_IOT_THING_NAME']) 

    # Stream configuration, name and retention 
    # Note that the name will appear as deeplens-myStream 
    stream_name = 'myStream' 
    retention = 2 #hours 

    # Amount of time to stream 
    wait_time = 60 * 60 * 5 #seconds 

    # Use the boto session API to grab credentials 
    session = Session() 
    creds = session.get_credentials() 

    # Create producer and stream. 
    producer = dkv.createProducer(creds.access_key, creds.secret_key, creds.token, "us-
east-1")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Producer created") 
    kvs_stream = producer.createStream(stream_name, retention)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Stream {} created".format(stream_name)) 

    # Start putting data into the KVS stream 
    kvs_stream.start()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Stream started") 
    time.sleep(wait_time) 
    # Stop putting data into the KVS stream 
    kvs_stream.stop() 
    client.publish(topic=iot_topic, payload="Stream stopped")

# Execute the function above
greengrass_hello_world_run()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dkv.createProducer实例化 Kinesis Video Streams 制作者 SDK 客户端。然
后，我们调用 producer.createStream 以设置来自 AWS DeepLens 设备的流式处理。我们通过调用
my_stream.start、time.sleep 和 my_stream.stop 来控制视频源的长度。由于我们将存储的视频设
置在 Kinesis Video Streams 中保留 2 个小时。retention到的参数2.

主题
• DeepLens_Kinesis_Video.createProducer 函数 (p. 130)
• Producer 对象 (p. 131)
• 流对象 (p. 132)

DeepLens_Kinesis_Video.createProducer 函数
创建 Kinesis Video Streams 开发工具包客户端对象的实例AWS DeepLens. 使用实例连接AWS DeepLens设
备到AWS云以管理从设备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 的视频流。

语法

import DeepLens_Kinesis_Video as d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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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r = dkv.createProducer(aws_access_key, aws_seccrete_key, session_token, aws_region)

参数

• aws_access_key

类型：“字符串”

：必需 是

AWS 账户的 IAM 访问密钥。
• aws_secret_key

类型：“字符串”

：必需 是

AWS 账户的 IAM 私有密钥。
• session_token

类型：“字符串”

：必需 否

会话令牌（如果有）。空值表示未指定的令牌。
• aws_region

类型：“字符串”

：必需 是

将数据流式传输到的 AWS 区域。对于 AWS DeepLens 应用程序，唯一有效的值为 us-east-1。

返回值

• 一个 Producer 对象。 (p. 131)

示例

import DeepLens_Kinesis_Video as dkv
producer = dkv.createProducer("ABCDEF...LMNO23PU", "abcDEFGHi...bc8defGxhiJ", "", "us-
east-1")

Producer 对象
一个表示 Kinesis Video Streams 开发工具包客户端的对象，此客户端用于创建将视频源发送到的流。AWS 
DeepLens设备。

主题
• Producer.createStream 方法 (p. 131)

Producer.createStream 方法
创建 Kinesis Video Streams 对象以发送视频源AWS DeepLens设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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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stream = producer (p. 131).createStream(stream_name, retention)

参数

• stream_name

类型：“字符串”

：必需 是

你的 Kinesis 直播的名字AWS DeepLens设备将视频源发送到。如果此流不存在，Kinesis Video Streams 
将创建它。否则，它将使用现有流来接收视频源。您可以拥有多个流，前提是它们具有唯一的名称和句
柄。

• retention

类型：int

：必需 是

流式处理的数据的保留时间（以小时为单位）。在中查看数据Streams Preview在 Kinesis Video Streams 
控制台上，将此参数设置为大于或等于 2 小时。

返回值

• 一个流 (p. 132)对象。

流对象
封装 Kinesis 流的对象，以获取来自你的视频馈送AWS DeepLens设备并公开用于控制启动和停止流数据的
时间的方法。

主题
• Stream.isActive 属性 (p. 132)
• Stream.start 方法 (p. 133)
• Stream.stop 方法 (p. 133)

Stream.isActive 属性
返回一个布尔标志以指示创建器是否正在向此流发送数据。

语法

stream (p. 132).isActive

参数

• 无

返回值

• 类型: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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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true（如果流处于活动状态）。否则为 false。

Stream.start 方法
告知创建器开始发送来自您的视频源AWS DeepLens设备到 Kinesis 流。

语法

stream (p. 132).start()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Stream.stop 方法
告知创建器停止发送来自您的视频源AWS DeepLens设备到 Kinesis 流。

语法

stream (p. 132).stop()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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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本部分提供有关保护 AWS DeepLens 的各个方面的指南。

主题
• 数据保护 (p. 134)
• 适用于 AWS DeepLens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34)
• 更新管理 (p. 146)
• 安全合规性 (p. 146)

数据保护
AWS DeepLens 不会从设备收集数据。来自摄像机的视频帧和推理结果仅限于本地设备。作为用户，您可以
控制在项目的 Lambda 函数中向其他 AWS 服务发布推理结果的方式和位置。无论发布到哪个服务，您的账
户仍然具备相关数据的唯一所有权。

AWS DeepLens 支持对设备上的数据存储进行硬件级全磁盘加密。您必须在设备上配置数据加密。

为了进行设备注册和维护，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需要采用 HTTPS 连接，但在设备
设置模式下连接到需要密码进行身份验证的设备 softAP 终端节点除外。默认密码印刷在 AWS DeepLens 设
备底部。

对于设备上的磁盘加密，密钥存储在称为可信平台模块 (TPM) 的硬件组件中。

模型永远不会从设备中删除。要从设备中删除数据，必须使用 SSH 连接到 AWS DeepLens 设备并手动删除
数据。您还可以执行出厂设置重置。

适用于 AWS DeepLens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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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 受众 (p. 134)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135)
•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136)
• AWS DeepLens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138)
• AWS DeepLen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39)
• 排查 AWS DeepLens 身份和访问的问题 (p. 145)

受众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的方式因您可以在 AWS DeepLens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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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用户 – 如果使用 AWS DeepLens 服务来完成任务，则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凭证和权限。当您
使用更多 AWS DeepLens 功能来完成工作时，您可能需要额外权限。了解如何管理访问权限可帮助您向管
理员请求适合的权限。如果您无法访问 AWS DeepLens 中的功能，请参阅 排查 AWS DeepLens 身份和访问
的问题 (p. 145)。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AWS DeepLens 资源，则您可能具有 AWS DeepLens 的完全访问权
限。您有责任确定您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AWS DeepLens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IAM 管理员提交
请求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请查看该页面上的信息以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要了解有关您的公司如何将 
IAM 与 AWS DeepLens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DeepLens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138)。

IAM 管理员 –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您可能希望了解如何编写策略以管理对 AWS DeepLens 的访问权限的
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AWS DeepLen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 AWS DeepLens 基
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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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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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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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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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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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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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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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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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与角色不同。用户唯一地与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关联，而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代入。用户具有永
久的长期凭证，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用户（而
不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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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角色
IAM 角色是AW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身份。它类似于 IAM 用户，但与特定人员不关联。您可以通过切换
角色，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暂时代入 IAM 角色。您可以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操作或使用
自定义 URL 以担任角色。有关使用角色的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 IAM 角色。

具有临时凭证的 IAM 角色在以下情况下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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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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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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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服务访问 – 某些 AWS 服务使用其它 AWS 服务中的功能。例如，当您在某个服务中进行调用时，该服
务通常会在 Amazon EC2 中运行应用程序或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存储对象。服务
可能会使用发出调用的主体的权限、使用服务角色或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来执行此操作。
• 主体权限 –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 AWS 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主体。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

使用某些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它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
参考中的 AWS DeepLen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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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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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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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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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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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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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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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 policy 定义操作的权限，无关乎您使用哪种方法执行操作。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允许 iam:GetRole 操
作的策略。具有该策略的用户可以从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获取角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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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身份的策略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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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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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位于该服务中的内联策略。您不能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使用来自 IAM 的 AWS 托管式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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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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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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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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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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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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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策略类型
当多个类型的策略应用于一个请求时，生成的权限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要了解 AWS 如何确定在涉及多种
策略类型时是否允许请求，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策略评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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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在使用 IAM 管理对 AWS DeepLens 的访问之前，您应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与 AWS DeepLens 结合使用。
要大致了解 AWS DeepLens 和其它 AWS 服务如何与 IAM 一起使用，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与 IAM 
一起使用的 AWS 服务。

主题
• AWS DeepLens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138)
• AWS DeepLens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139)
• 访问控制列表 (ACL) (p. 139)
• 基于 AWS DeepLens 标签的授权 (p. 139)
• AWS DeepLensIAM 角色 (p. 139)

AWS DeepLens 基于身份的策略
使用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您可以指定允许或拒绝的操作和资源，以及指定在什么条件下允许或拒绝操
作。AWS DeepLens 支持特定操作、资源和条件键。要了解在 JSON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元素，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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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策略的 Action 元素描述可用于在策略中允许或拒绝访问的操作。策略操作通常与关联的 AWS API 
操作同名。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没有匹配 API 操作的仅限权限 操作。还有一些操作需要在策略中执行多个
操作。这些附加操作称为相关操作。

在策略中包含操作以授予执行相关操作的权限。

AWS DeepLens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使用以下前缀：aws-deeplense:。例如，要授予某人使用 
Amazon EC2 RunInstances API 操作运行 Amazon EC2 实例的权限，您应将 ec2:RunInstances 操作
纳入其策略。策略语句必须包括 Action 或 NotAction 元素。AWS DeepLens 定义了自己的一组操作，这
些操作描述了可使用该服务执行的任务。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如下所示：

"Action": [ 
      "ec2:action1", 
      "ec2:a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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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ec2:Describe*"

要查看 AWS DeepLens 操作列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DeepLens 定义的操作。

资源
AWS DeepLens 不支持在策略中指定资源 ARN。

条件键
AWS DeepLens 不提供任何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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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基于资源的策略
AWS DeepLens 不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访问控制列表 (ACL)
AWS DeepLens 不支持访问控制列表 (ACL)。

基于 AWS DeepLens 标签的授权
AWS DeepLens 不支持标记资源或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

AWS DeepLensIAM 角色
IAM 角色是 AW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实体。

将临时凭证用于 AWS DeepLens

AWS DeepLens 支持使用临时凭证。

服务相关角色

服务相关角色允许 AWS 服务访问其它服务中的资源以代表您完成操作。服务相关角色显示在您的 IAM 账户
中，并归该服务所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

AWS DeepLens 不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服务角色

此功能允许服务代表您担任服务角色。此角色允许服务访问其它服务中的资源以代表您完成操作。服务角色
显示在您的 IAM 账户中，并归该账户所有。这意味着，IAM 管理员可以更改该角色的权限。但是，这样做可
能会中断服务的功能。

AWS DeepLens 支持服务角色。

在中选择 IAM 角色AWS DeepLens

当您在中创建##资源时AWS DeepLens，您必须选择一个角色AWS DeepLens以允许您访问 Amazon EC2 
的角色很重要。如果您之前已经创建了一个服务角色或服务相关角色，则 AWS DeepLens 会为您提供一个
角色列表供您选择。选择一个允许以启动和停止 Amazon EC2 实例的角色很重要很重要。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XREF ##########。

AWS DeepLen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预设情况下，IAM 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AWS DeepLens 资源的权限。它们还无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执行任务。IAM 管理员必须创建 IAM policy，以便为用户和
角色授予权限以对所需的指定资源执行特定的 API 操作。然后，管理员必须将这些策略附加到需要这些权限
的 IAM 用户或组。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示例 JSON 策略文档创建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在 
JSON 选项卡上创建策略。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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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 (p. 140)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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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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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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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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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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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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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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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
要访问 AWS DeepLens 控制台，您必须拥有一组最低的权限。这些权限必须允许您列出和查看有关您的 
AWS 账户中的 AWS DeepLens 资源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创建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比所需的最低权限更严格，
则无法为具有该策略的实体（IAM 用户或角色）正常运行控制台。

要确保这些实体仍可使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也可向实体附加以下 AWS 托管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用户添加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DeepLensIoTThing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CreateThing", 
                "iot:DeleteThing", 
                "iot:DeleteThingShadow", 
                "iot:DescribeThing", 
                "iot:GetThingShadow", 
                "iot:UpdateThing", 
                "iot:UpdateThingShadow"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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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ws:iot:*:*:thing/deeplens_*" 
            ] 
        }, 
        { 
            "Sid": "DeepLensIoTCertificate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AttachThingPrincipal", 
                "iot:DetachThingPrincipal" 
            ], 
            "Resource": [ 
                "arn:aws:iot:*:*:thing/deeplens_*", 
                "arn:aws:iot:*:*:cert/*" 
            ] 
        }, 
        { 
            "Sid": "DeepLensIoTCreateCertificateAndPolicy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CreateKeysAndCertificate", 
                "iot:CreatePolicy", 
                "iot:CreatePolicyVersion" 
            ], 
            "Resource": [ 
                "*" 
            ] 
        }, 
        { 
            "Sid": "DeepLensIoTAttachCertificatePolicy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AttachPrincipalPolicy" 
            ], 
            "Resource": [ 
                "arn:aws:iot:*:*:policy/deeplens*", 
                "arn:aws:iot:*:*:cert/*" 
           ] 
        }, 
        { 
            "Sid": "DeepLensIoTData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GetThingShadow", 
                "iot:UpdateThingShadow" 
            ], 
            "Resource": [ 
                "arn:aws:iot:*:*:thing/deeplens_*" 
            ] 
        }, 
        { 
            "Sid": "DeepLensIoTEndpoin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ot:DescribeEndpoint" 
            ], 
            "Resource": [ 
                "*" 
            ] 
        }, 
        { 
            "Sid": "DeepLens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deeplens:*"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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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id": "DeepLensS3Objec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deeplens*/*" 
            ] 
        }, 
        { 
            "Sid": "DeepLensS3Bucket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DeleteBucke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deeplens*" 
            ] 
        }, 
        { 
            "Sid": "DeepLensCreateS3Bucket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CreateBucket" 
            ], 
            "Resource": [ 
                "*" 
            ] 
        }, 
        { 
            "Sid": "DeepLensIAMPassRole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 
                        "greengrass.amazonaws.com", 
                        "sagemaker.amazonaws.com" 
                    ] 
                } 
            } 
        }, 
        { 
            "Sid": "DeepLensIAMLambdaPassRole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arn:aws:iam::*:role/deeplens*"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lambda.amazonaw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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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id": "DeepLensGreenGrass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greengrass:AssociateRoleToGroup", 
                "greengrass:AssociateServiceRoleToAccount", 
                "greengrass:CreateResourceDefinition", 
                "greengrass:CreateResource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CreateCoreDefinition", 
                "greengrass:CreateCore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CreateDeployment", 
                "greengrass:CreateFunc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CreateFunction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CreateGroup", 
                "greengrass:CreateGroupCertificateAuthority", 
                "greengrass:CreateGroupVersion", 
                "greengrass:CreateLoggerDefinition", 
                "greengrass:CreateLogger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CreateSubscrip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CreateSubscription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DeleteCoreDefinition", 
                "greengrass:DeleteFunc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DeleteGroup", 
                "greengrass:DeleteLoggerDefinition", 
                "greengrass:DeleteSubscrip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DisassociateRoleFromGroup", 
                "greengrass:DisassociateServiceRoleFromAccount", 
                "greengrass:GetAssociatedRole", 
                "greengrass:GetConnectivityInfo", 
                "greengrass:GetCoreDefinition", 
                "greengrass:GetCore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GetDeploymentStatus", 
                "greengrass:GetDeviceDefinition", 
                "greengrass:GetDevice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GetFunc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GetFunction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GetGroup", 
                "greengrass:GetGroupCertificateAuthority", 
                "greengrass:GetGroupCertificateConfiguration", 
                "greengrass:GetGroupVersion", 
                "greengrass:GetLoggerDefinition", 
                "greengrass:GetLogger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GetServiceRoleForAccount", 
                "greengrass:GetSubscrip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GetSubscriptionDefinitionVersion", 
                "greengrass:ListCoreDefinitionVersions", 
                "greengrass:ListCoreDefinitions", 
                "greengrass:ListDeployments", 
                "greengrass:ListDeviceDefinitionVersions", 
                "greengrass:ListDeviceDefinitions", 
                "greengrass:ListFunctionDefinitionVersions", 
                "greengrass:ListFunctionDefinitions", 
                "greengrass:ListGroupCertificateAuthorities", 
                "greengrass:ListGroupVersions", 
                "greengrass:ListGroups", 
                "greengrass:ListLoggerDefinitionVersions", 
                "greengrass:ListLoggerDefinitions", 
                "greengrass:ListSubscriptionDefinitionVersions", 
                "greengrass:ListSubscriptionDefinitions", 
                "greengrass:ResetDeployments", 
                "greengrass:UpdateConnectivityInfo", 
                "greengrass:UpdateCoreDefinition", 
                "greengrass:UpdateDeviceDefinition", 
                "greengrass:UpdateFunctionDefinition", 
                "greengrass:Updat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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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grass:UpdateGroupCertificateConfiguration", 
                "greengrass:UpdateLoggerDefinition", 
                "greengrass:UpdateSubscriptionDefinition" 
            ], 
            "Resource": [ 
                "*" 
            ] 
        }, 
        { 
            "Sid": "DeepLensLambdaAdminFunction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lambda:CreateFunction", 
                "lambda:DeleteFunction", 
                "lambda:GetFunction", 
                "lambda:GetFunctionConfiguration", 
                "lambda:ListFunctions", 
                "lambda:ListVersionsByFunction", 
                "lambda:PublishVersion", 
                "lambda:UpdateFunctionCode", 
                "lambda:UpdateFunctionConfiguration" 
            ], 
            "Resource": [ 
                "arn:aws:lambda:*:*:function:deeplens*" 
            ] 
        }, 
        { 
            "Sid": "DeepLensSageMaker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sagemaker:CreateTrainingJob", 
                "sagemaker:DescribeTrainingJob", 
                "sagemaker:StopTrainingJob" 
            ], 
            "Resource": [ 
                "arn:aws:sagemaker:*:*:training-job/deeplens_*" 
            ] 
        }, 
        { 
            "Sid": "DeepLensAcuityStream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acuity:CreateStream", 
                "acuity:DescribeStream", 
                "acuity:DeleteStream" 
            ], 
            "Resource": [ 
                "arn:aws:acuity:*:*:stream/deeplens*/*" 
            ] 
        }, 
        { 
            "Sid": "DeepLensAcuityEndpoin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acuity:GetDataEndpoint" 
            ], 
            "Resource": [ 
                "*" 
            ] 
        } 
    ]
}

不鼓励设置更精细的访问。设备通常通过控制台访问，而不是通过 API 调用访问。AWS DeepLens 没有公有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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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该示例说明了您如何创建策略，以允许 IAM 用户查看附加到其用户身份的内联和托管式策略。此策略包括在
控制台上完成此操作或者以编程方式使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所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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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查 AWS DeepLens 身份和访问的问题
使用以下信息可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WS DeepLens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WS DeepLens 中执行操作 (p. 145)
• 我无权在 IAM 中执行操作 iam:PassRole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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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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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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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情况下，必须更新 mateojackson 用户的策略，以允许使用 DeepLens:GetWidget 操作访问 my-
example-widget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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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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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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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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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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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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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更新管理
AWS DeepLens 提供设备软件更新。作为用户，由您决定是否将更新安装到设备上。您可以在 AWS 
DeepLens 控制台中完成。对于安全修补程序，您必须安装该修补程序。

AWS DeepLens 定期以软件修补程序或新功能的形式提供设备软件更新。您可以选择重新刷入映像。

安全合规性
要了解某个 AWS 服务 是否在特定合规性计划范围内，请参阅 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WS 服务，然后选择您
感兴趣的合规性计划。有关常规信息，请参阅AWS合规性计划。

您可以使用 AWS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WS Artifact 中下载报告、。

您使用 AWS 服务 的合规性责任取决于您数据的敏感度、贵公司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AWS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满足合规性：

• 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了在 AWS 上部署以安全性和
合规性为重点的基准环境的步骤。

• Amazon Web Services 上的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架构设计– 该白皮书介绍了公司如何使用 AWS 创建符
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Note

并非所有 AWS 服务都符合 HIPAA 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符合 HIPAA 要求的服务参考。
• AWS合规性资源 – 此业务手册和指南集合可能适用于您的行业和位置。
•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规则评估资源 – 此 AWS Config 服务评估您的资源配置对内部实践、

行业指南和法规的遵循情况。
• AWS Security Hub— 这AWS 服务可以全面了解您的内部安全状态AWS。Security Hub 使用安全控制评估

您的AWS资源并检查您的环境是否符合安全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有关支持的服务和控件的列表，请参阅 
S ecurity Hub 控件参考资料。

• AWS Audit Manager – 此 AWS 服务可帮助您持续审计您的 AWS 使用情况，以简化管理风险以及与相关
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合规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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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生命的尽头
从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您无法再AWS DeepLens通过AWS管理控制台访问、管理AWS DeepLens设备或
访问您创建的任何项目。

AWS DeepLens生命周期终止常见问题解答
使用以下部分获取有关生命AWS DeepLens终结的常见问题的答案。

问：在生命周期终止 (EOL) 日期之后，我的AWS DeepLens资源
会怎样？
2024 年 1 月 31 日之后，所有对AWS DeepLens模型、项目和设备信息的引用都将从AWS DeepLens服务中
删除。您无法再从AWS控制台发现或访问该AWS DeepLens服务，调用AWS DeepLens API 的应用程序将
不再起作用。

问：在 EOL 日期之后，我需要为账户中剩余的AWS DeepLens资
源付费吗？
由AWS DeepLens Amazon S3 存储桶、AWS Lambda函数、AWS IoT事物和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等创建的资源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之后继续存在于各自的服务上。为避免在不再支
持后AWS DeepLens再计费，请按照所有这些步骤 (p. 149)删除这些资源。

问：如何删除AWS DeepLens资源？
要删除使用的资源AWS DeepLens并了解如何将AWS DeepLens设备恢复为出厂设置，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删除您的AWS DeepLens设备资源”。

问：我能否在生命周期结束 (EOL) 日期之后部署我的AWS 
DeepLens项目？
您可以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之前部署AWS DeepLens项目。在该日期之后，您无权访问AWS DeepLens控
制台或 API，任何调用AWS DeepLens API 的应用程序都无法运行。

问：我的AWS DeepLens设备会继续接收安全更新吗？
AWS DeepLens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之后不会更新。虽然部署在AWS DeepLens设备上的某些应用程序可
能会在 EOL 日期之后继续运行，AWS但不提供与AWS DeepLens软件或硬件引起的任何问题相关的补救措
施，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问：如何继续获得AWS AI/ML 的亲身体验？
我们建议您尝试我们的其他动手机器学习工具。使用基于云的 3D 赛车模拟器为自动 1/18 比例赛车创建强
化学习模型。AWS DeepRacer使用 Amazon SageMaker Studio Lab 在无需设置的免费开发环境中学习和试
验。使用 Amazon Rekognition 自动进行图像和视频分析，或者使用边缘计算机视觉AWS Panorama来改善
运营。

问：我应该用我的AWS DeepLens设备做什么？
我们鼓励您通过亚马逊回收计划回收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亚马逊承担与运输和回收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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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您的AWS DeepLens设备资源
以下部分将指导您完成通过 Secure Shell (SSH) 协议从AWS DeepLens设备导出模型、删除使用的AWS 
DeepLens剩余云资源以及如何将AWS DeepLens设备恢复为出厂设置的过程。

• 通过 SSH 终端访问您的AWS DeepLens设备  (p. 148)
• 从AWS DeepLens设备检索模型工件  (p. 148)
• 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中删除模型工件  (p. 149)
• 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中删除用户日志  (p. 149)
• 删除通过以下网址部署的 Lambda 角色AWS IoT Greengrass (p. 149)
• 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中删除模型工件  (p. 149)

通过 SSH 终端访问您的AWS DeepLens设备

在使用 SSH 终端访问设备之前，必须打开AWS DeepLens设备的 SSH 服务器。每个版本的AWS DeepLens
硬件此过程都不同。硬件版本打印在设备底部。设备的版本 1.1 在AWS DeepLens设备底部标记了 V1.1。如
果您的设备没有标记 V1.1，则它是AWS DeepLens V1。

• 要检查AWS DeepLens设备 V1 上的 SSH 服务器的状态，请参阅设置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 (p. 25)。
• 要检查AWS DeepLens设备 V1.1 上的 SSH 服务器的状态，请参阅查看或更新您的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设置 (p. 16)。

确认AWS DeepLens设备的 SSH 服务器已开启后，您需要设备的 IP 地址才能启动 SSH 会话。要通过AWS 
DeepLens控制台获取AWS DeepLens设备的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您的AWS控制台并导航到AWS DeepLens。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
3.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您的 AWS DeepLens 设备以打开设备信息页面。
4. 从 Device details (设备详细信息) 部分中，复制选定 AWS DeepLens 设备的本地 IP 地址。

从AWS DeepLens设备检索模型工件

1. 使用 USB 电缆将AWS DeepLens设备Connect 计算机。
2. 确保AWS DeepLens设备和计算机在同一个网络上。
3. 启动终端并输入以下 SSH 命令，将 y our_device_ip 替换为你从该 通过 SSH 终端访问您的AWS 

DeepLens设备  (p. 148)部分复制的 IP 地址：

ssh aws_cam@your_device_ip

4. 使用以下命令导航到构件文件夹并列出其内容：

cd /opt/awscam/artifacts && ls

5. 退出 SSH 会话。
6. 要将构件文件夹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复制到计算机，请启动终端并输入以下命令：

scp -r aws_cam@your_device_ip:/opt/awscam/artifacts/ ./artifacts/

7. 出现提示时请输入AWS DeepLens设备密码。
8. 请等待复制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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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中删除模型工件

1. 启动终端并输入以下 SSH 命令：

ssh aws_cam@your_device_ip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根用户身份登录：

sudo su

3. 出现提示时请输入AWS DeepLens设备密码。
4. 输入以下命令删除模型工件：

rm /opt/awscam/artifacts/*

从您的AWS DeepLens设备中删除用户日志

1. 启动终端并输入以下 SSH 命令：

ssh aws_cam@your_device_ip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根用户身份登录：

sudo su

3. 出现提示时请输入AWS DeepLens设备密码。
4. 输入以下命令删除用户日志：

rm ‐r /opt/awscam/greengrass/ggc/var/log/user

删除通过以下网址部署的 Lambda 角色AWS IoT Greengrass

1. 启动终端并输入以下 SSH 命令：

ssh aws_cam@your_device_ip

2. 输入以下命令删除用户日志：

rm /opt/awscam/greengrass/ggc/deployment/lambda/*

删除您的AWS DeepLens云资源
当您注册设备并使用AWS DeepLens控制台时，除了AWS DeepLens模型、项目和设备外，该服务还会在您
的AWS账户上创建多个资源。这些资源包括 Amazon S3 存储桶、AWS Lambda函数、AWS IoT事物和 IAM 
角色。

以下部分将指导您完成删除所有剩余AWS DeepLens云资源的过程。

• 从AWS DeepLens控制台中删除模型条目  (p. 150)
• 从AWS DeepLens控制台中删除项目  (p. 150)
• 注销AWS DeepLens设备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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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AWS DeepLens S3 存储桶  (p. 150)
• 删除AWS DeepLens IoT 资源  (p. 151)
• 删除AWS DeepLens Lambda 函数  (p. 151)
• 删除AWS DeepLens IAM 角色  (p. 151)

从AWS DeepLens控制台中删除模型条目

1.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DeepLens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
3. 选择要删除的模型，然后选择 Delete（删除）。
4. 对要删除的每个模型条目重复步骤 3。

从AWS DeepLens控制台中删除项目

1.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DeepLens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rojects (项目)。
3. 选择要删除的项目。
4. 对于 Actions (操作)，选择 Delete (删除)。
5. 对要删除的每个项目重复步骤 3 和步骤 4。

注销AWS DeepLens设备

1.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DeepLens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deeplen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evices (设备)，然后选择要取消注册的角色。
3. 在所选设备页面的 Current project (当前项目) 旁边，选择 Remove current project from device (从设备

中删除当前项目)。
4. 出现提示时，选择 Yes (是) 以确认。
5. 在 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 旁边，选择 Deregister (取消注册)。
6. 出现提示时，选择 Deregister (取消注册) 以确认。
7. 您的 AWS DeepLens 现已取消注册。对设备列表中的每AWS DeepLens台设备重复上述每个步骤。

删除AWS DeepLens S3 存储桶

1.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Amazon S3 控
制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在存储段列表搜索栏中deeplens-*，输入仅显示AWS DeepLens S3 存储桶。
3. 选择要删除的存储桶名称旁边的选项，然后选择页面顶部的 Delete (删除)。

Note

如果存储桶包含任何对象，请等待清空存储桶，然后通过以下网址将其删除：This Buckets (此
存储桶) 配置链接并按照 Empt y Buckets (清空存储桶) 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作。然后，返回到
Delete bucket (删除存储桶) 页面并删除存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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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AWS DeepLens IoT 资源

1.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IoT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ot/。

2. 要删除AWS IoT内容，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管理。
b. 从 “所有设备” 中，选择 “事物”。
c. 在事物列表搜索栏中deeplens，输入仅显示AWS DeepLens事物。
d. 选中要删除的所有AWS IoT内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页面顶部的 Delete (删除)。

3. 要删除AWS IoT Greengrass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IoT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ot/。

b.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管理。
c. 在 Greengrass 设备中，选择群组 (V1)。
d. 在 Greengrass 群组列表搜索栏中deeplens，输入仅显示AWS DeepLens群组。
e. 选中要删除的AWS IoT Greengrass群组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页面顶部的 Delete (删除)。

删除AWS DeepLens Lambda 函数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WS Lambda console：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Functions（函数）。
3. 在函数列表搜索栏中，输入deeplens仅显示AWS DeepLens Lambda 函数。
4. 选中要删除的 Lambda 函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页面顶部的 Delete (删除)。

删除AWS DeepLens IAM 角色

1. 登录AWS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
3. 在角色列表搜索栏中，输入deeplens以显示经过筛选的AWS DeepLens角色列表。
4. 选中要删除的角色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页面顶部的 Delete (删除)。

AWS DeepLens设备故障排除
如果您在设备上遇到任何问题，请参阅以下其他资源：

• 排除 AWS DeepLens 的故障 (p. 102)
• AWS DeepLens论坛。
• AWS DeepLens 常见问题

如果你需要更多支持，请联系 awsdeeplens@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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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的文档历史记录
• API 版本：2017 年 08-31

下表介绍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南文档的新增内容和更改。

变更 说明 日期

释放AWS DeepLens2019 年版 
(v1.1) (p. 152)

改善了设备注册体验并增加了对以
下内容的支持 SageMaker Neo 用
于自动推理优化。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注册AWS DeepLens2019 
版 (v1.1) 设备和使用 SageMaker 
Neo 将优化推理AWS DeepLens.

2019 年 7 月 10 日

鸟类分类样本项目 (p. 152) 向 AWS DeepLens 示例项目添加
鸟分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鸟
分类示例项目。

2019 年 4 月 8 日

Support 使用创建的模型 
TensorFlow 还有 Caffe (p. 152)

Add TensorFlow 和 Caffe 作为支
持的建模框架。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支持 TensorFlow 模型和
层和支持的 Caffe 模型和图层.

2018 年 6 月 14 日

简化了 IAM 角色的创建 (p. 152) 允许创建所需的 IAM 角色来运行
您的AWS DeepLens应用程序项
目，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即可AWS 
DeepLens控制台。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注册设备。

2018 年 6 月 14 日

安全启动 (p. 152) 添加了安全启动。AWS 
DeepLens 设备安全启动，以防止
安装未经授权的操作系统。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安全启动设备。

2018 年 6 月 14 日

与A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p. 152)

Kinesis Video StreamsAWS 
DeepLens视频库，用于从中发
送视频源AWS DeepLens在指定
时间段内，设备到 Kinesis Video 
Streams。该源可用作额外视觉分
析的输入，或者作为计算机视觉
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数据。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AWS DeepLens 
Kinesis 视频集成库模块。

2018 年 6 月 14 日

能够在浏览器中查看设备输出
流 (p. 152)

添加了使用浏览器查看未处理设备
流和已处理项目流的支持。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在浏览器中查看 
AWS DeepLens 设备输出。

2018 年 6 月 14 日

命名设备设置 URL (p. 152) 使得 AWS DeepLens 设备设置
应用程序可通过 URL http://
deeplens.config 访问。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设备。

2018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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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p. 152) 提供有关常见问题的列表以及排
除常见 AWS DeepLens 问题的答
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排
查指南。

2018 年 5 月 3 日

Gluon 支持 (p. 152) 增加了对 Gluon 模型的支持。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由 Gluon API 
公开的支持的 MXNet 模型。

2018 年 3 月 13 日

从导入 SageMaker (p. 152) 简化了导入使用以下方法训练的模
型的过程 SageMaker.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导入你的 SageMaker-
训练有素的模型.

2018 年 2 月 22 日

模型优化 (p. 152) 增加了对优化自定义模型的支
持，使它可以运行在 GPU 而不
是 CPU 上。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优化自定义模型和模型优化 
(mo) 模块。

2018 年 1 月 31 日

AWS DeepLens 开发人员指
南 (p. 152)

程序员指南的第一版，使用 AWS 
DeepLens 和在常用深度学习框架
（包括 MXNet）中训练的推理模
型，构建边缘优化的计算机视觉应
用程序。

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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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词汇表
有关最新 AWS 术语，请参阅《AWS 一般参考》中的 AWS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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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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