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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Racer 控制台

什么是 AWS DeepRacer？
AWS DeepRacer 是一款完全自主的 1/18 比例赛车，由强化学习 (p. 3)驱动。它包括以下组件：

•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一种 AWS Mac hine Learning 服务，用于在三维模拟自动驾驶环境中训练和评
估强化学习模型 (p. 22)。

• AWS DeepRacer 车辆：一辆 1/18 比例的 RC 汽车，能够在经过训练的 AWS DeepRacer 模型上进行推
理 (p. 55)以实现自动驾驶。

• AWS DeepRacer 联赛：世界上第一个全球自主赛车联赛。争夺奖品、荣耀和晋级世界冠军杯的机会。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条款和条件。

主题
•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p. 1)
• AWS DeepRacer 车辆 (p. 1)
• AWS DeepRacer 联赛 (p. 2)
• 使用 A DeepRacer WS 探索强化学习 (p. 2)
• AWS DeepRacer 概念和术语 (p. 2)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是用于与 AWS DeepRacer 服务交互的图形用户界面。您可以使用控制台训练强化
学习模型，并在基于 AWS 构建的 AWS DeepRacer 模拟器中评估模型性能 RoboMaker。在控制台中，您还
可以下载经过训练的模型，将其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以便在物理环境中自动驾驶。

总之，AWS DeepRacer 控制台支持以下功能：

• 创建训练作业以通过指定的奖励函数、优化算法、环境和超参数来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 使用和 AWS 选择模拟轨道来训练 SageMaker 和评估模型 RoboMaker。
• 克隆训练后的模型，以通过优化超参数来改进训练，从而优化车辆性能。
• 下载经过训练的模型以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这样它就可以在物理环境中行驶。
• 将您的模型提交到虚拟竞赛，并将其性能与虚拟排行榜中的其他模型进行比较并获得排名。

当您使用 AWS DeepRacer 服务控制台时，您需要根据训练或评估和存储模型的使用量付费。

为了帮助您入门，AWS DeepRacer 为首次使用 AWS 的 DeepRacer 用户提供免费套餐。这段时间足以训练
和调整您的第一个模型并进入 AWS 联 DeepRacer 赛。提交模型以参加任何 AWS League 虚拟 DeepRacer 
赛事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有关定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 WS DeepRacer 服务详细信息页面。

AWS DeepRacer 车辆
AWS DeepRacer 车辆是一种支持 Wi-Fi 的物理车辆，它可以通过使用强化学习模型在物理轨道上自行行
驶。

• 您可以手动控制车辆或部署模型让车辆自动驾驶。

1

http://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
http://aws.amazon.com/robo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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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Racer 联赛

• 自主模式在车辆的计算模块上运行推理。推理使用从安装在前面的摄像机中捕获的图像。
• 车辆可通过 Wi-Fi 连接下载软件。用户也可以通过该连接使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访问设备控制台以操作车

辆。

AWS DeepRacer 联赛
AWS DeepRacer 联赛是 AWS 的重要组成部分 DeepRacer。AWS DeepRacer 联赛旨在促进社区和竞争。

通过 AWS 联 DeepRacer 赛，您可以在物理或虚拟赛车赛事中将自己的 ML 技能与其他 AWS DeepRacer 开
发人员进行比较。你不仅有机会获得奖品，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衡量你的强化学习模型。你可以与其他参与者
竞争，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条款和条件。

参加比赛或学习如何在联赛中训练模型。

使用 A DeepRacer WS 探索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特别是深度强化学习）已被证明可有效解决一系列自主决策问题。它在金融交易、数据中心冷
却、车队物流和自动驾驶赛车等领域都有应用。

强化学习有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但是，由于其广泛的技术范围和深度，它的学习曲线很艰难。现实世界的实
验需要你建造一个物理代理，比如自动驾驶赛车。它还要求您保护物理环境，例如行车道或公共道路。环境
可能是成本高昂的、危险的和耗时的。这些要求不仅仅是理解强化学习。

为了帮助缩短学习时间，AWS DeepRacer 通过三种方式简化了流程：

• 在训练和评估强化学习模型时提供 step-by-step 指导。该指南包括预定义的环境、状态和操作，以及可自
定义的奖励功能。

• 提供模拟器来模拟虚拟代理 (p. 3)和虚拟环境之间的交互。
• 使用 AWS DeepRacer 车辆作为物理代理。使用车辆在物理环境中评估训练后的模型。这与真实的使用案

例非常相似。

如果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机器学习从业者，你会发现 AWS DeepRacer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虚拟和物
理环境中为自主赛车构建强化学习模型。总而言之，使用 AWS DeepRacer 为自主赛车创建强化学习模型，
步骤如下：

1. 为自动驾驶比赛训练自定义的强化学习模型。通过使用与 SageMaker AWS 集成的 AWS DeepRacer 控制
台来完成此操作 RoboMaker。

2. 使用 AWS DeepRacer 模拟器评估模型并在虚拟环境中测试自动赛车。
3. 将经过训练的模型部署到 AWS DeepRacer 模型车辆，在物理环境中测试自动驾驶赛车。

AWS DeepRacer 概念和术语
AWS DeepRacer 建立在以下概念的基础上，并使用以下术语。

AWS DeepRacer 服务

AWS DeepRacer 是一项 AWS Machine Learning 服务，用于探索以自动驾驶赛车为重点的强化学
习。AWS DeepRacer 服务支持以下功能：

2

http://aws.amazon.com/deepracer/leagu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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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术语

1. 在云端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2.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评估经过训练的模型。
3. 提交训练后的模型用于模拟比赛，并在符合要求时，将成绩发布到相关活动的排行榜。
4. 克隆经过训练的模型以继续训练以提高性能。
5. 下载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以上传到 AWS DeepRacer 车辆。
6. 将车辆置于物理轨道上进行自动驾驶，并评估模型的实际性能。
7. 通过删除不需要的模型来消除不必要的费用。

AWS DeepRacer

“AWS DeepRacer” 可以指三种不同的车辆：
• 虚拟赛车可以采用原始 AWS DeepRacer 设备、Evo 设备或通过参加 AWS DeepRacer 联赛虚拟巡回

赛获得的各种数字奖励的形式。您还可以对虚拟汽车进行更改。
• 最初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是 1/18 比例的物理模型汽车。它有一台车载摄像机和一个板载计算模

块。计算模块运行推理是为了自己沿着轨道行驶。计算模块和车辆底盘由分别称为计算电池和驱动电
池的专用电池供电。

• AWS DeepRacer Evo 设备是带有可选传感器套件的原始设备。该套件包括一个额外的摄像头和激光
雷达（光探测和测距），允许汽车检测自身后方和侧面的物体。该套件还包括一个新外壳。

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它侧重于代理的自主决策，以便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实现特定目标。在
强化学习中，学习是通过反复试验实现的，训练不需要带标签的输入。训练依赖于奖励假设，该假设认
为所有目标都可以通过在动作序列之后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的奖励来实现。在强化学习中，设计奖励函
数很重要。精心设计的奖励功能可以让代理做出更好的决策。

对于自动驾驶赛车，代理是一个车辆。环境包括行驶路线和交通状况。目标是让车辆快速到达目的地而
不会发生事故。使用积分来奖励安全快速地行驶至目的地的行为。对于危险和破坏性的驾驶通过扣分进
行惩罚。

为了鼓励在培训期间学习，必须允许学习主体有时采取可能不会带来回报的行动。这被称为勘探和开采
权衡。它有助于减少或消除代理人可能被误导到虚假目的地的可能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ikipedia 上更正式的强化学习定义。
强化学习模型

强化学习模型是代理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环境，它建立了三件事：代理拥有的状态、代理可以采取的行动
以及通过采取行动获得的奖励。代理决定其行动的策略被称为策略。该策略将环境状态作为输入并输出
要采取的操作。在强化学习中，策略通常由深度神经网络表示。我们将其称为强化学习模型。每个训练
作业均会生成一个模型。即使训练作业提前停止，也可以生成模型。模型是不可变的，这意味着它在创
建后不能被修改和覆盖。

AWS DeepRacer 模拟器

AWS DeepRacer 模拟器是基于 AWS 构建的虚拟环境， RoboMaker 用于可视化培训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AWS DeepRacer 车辆

请参阅 AWS DeepRacer (p. 3)。
AWS DeepRacer 汽车

这种类型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3)是 1/18 比例的模型车。
排行榜

排行榜是 AWS DeepRacer 车辆在 AWS DeepRacer 联赛赛事中的表现排名列表。比赛可以是在模拟环
境中进行的虚拟赛事，也可以在现实环境中进行的物理赛事。绩效指标取决于比赛类型。它可以是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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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术语

DeepRacer 用户提交的最快单圈时间、总时间或平均单圈时间，这些用户在与给定赛道相同或相似的赛
道上评估了自己的训练模型。

如果一辆车连续完成三圈，则有资格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最先完成的连续三圈的平均单圈时间将提交
到排行榜。

机器学习框架

机器学习框架是用于构建机器学习算法的软件库。AWS 支持的框架 DeepRacer 包括 Tensorflow。
策略网络

策略网络是指训练后的神经网络。策略网络将视频图像作为输入，并预测代理的下一步行动。根据此算
法，它还可以评估代理的当前状态的值。

优化算法

优化算法是用于训练模型的算法。对于监督训练，通过使用更新权重的特定策略最小化损失函数来优化
算法。对于强化学习，通过使用特定的奖励函数最大化预期的future 奖励来优化算法。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也称为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组连接的单元或节点，用于建立基于生物系统的信息模型。每个
节点都被称为人工神经元，它模仿生物神经元，因为它接收输入（刺激），如果输入信号足够强（激
活）就会被激活，并产生基于输入和激活的输出。它被广泛用于机器学习，因为人工神经网络可以用
作任何函数的通用近似值。教机器学习变为为为给定输入和输出找到最佳函数近似值。在深度强化学习
中，神经网络代表策略，通常被称为策略网络。培训政策网络等于反复执行步骤，这些步骤涉及根据现
行政策生成经验，然后利用新产生的经验优化政策网络。该过程将继续，直到某些性能指标符合要求的
标准。

超参数

超参数是控制神经网络训练性能的算法相关变量。一个示例超参数是学习率，它控制在每一步学习中计
入多少新体验。学习率越高，训练速度越快，但可能会使训练后的模型质量降低。超参数是经验性的，
需要对每次训练进行系统调整。

AWS DeepRacer 追踪

轨道是 AWS DeepRacer 车辆行驶的路径或路线。轨道可以存在于模拟环境中，也可以存在于现实世
界的物理环境中。您可以使用模拟环境在虚拟赛道上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AWS DeepRacer 控
制台提供虚拟轨道。您使用真实环境在物理赛道上运行 AWS DeepRacer 车辆。AWS Le DeepRacer 
ague 为赛事参与者提供物理赛道供他们竞争。如果您想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运行 AWS DeepRacer 
车辆，则必须创建自己的物理赛道。要详细了解如何创建自己的赛道，请参阅建立您的物理赛
道 (p. 95)。

奖励函数

奖励函数是学习模型中的一种算法，它告诉代理执行的操作是否导致：
• 一个应该得到加强的好结果。
• 中立结果。
• 一个应劝阻的糟糕结果。

奖励功能是强化学习的关键部分。它通过激励特定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来决定代理人学习的行为。用户
使用 Python 提供奖励功能。优化算法使用此奖励函数来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经验情节

体验事件是指代理从给定起点跑到完成赛道或离开赛道，从环境中收集经验作为训练数据的时期。不同
的情节可以有不同的长度。这也被称为剧集或产生经验的剧集。

经验迭代

体验迭代（也称为经验生成迭代）是每次策略迭代之间的一组连续体验，用于更新策略网络权重。在每
次体验迭代结束时，收集的剧集将添加到体验重播或缓冲区中。可以在训练的超参数之一中设置大小。
神经网络通过使用随机体验样本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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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赛事术语

策略迭代

策略迭代（也称为策略更新迭代）是指在梯度上升期间通过随机抽样的训练数据来更新策略神经网络权
重的任意次数。单次遍历训练数据以更新权重也称为纪元。

训练作业

训练作业是一种工作负载，用于训练强化学习模型并创建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来进行推理。每个训练作
业都有两个子流程：
1. 启动代理以遵循当前策略。该特工在多个剧集 (p. 4)中探索环境并创建训练数据。此数据生成本

身是一个迭代过程。
2. 应用新的训练数据来计算新的策略梯度。更新网络权重并继续训练。重复步骤 1，直到满足停止条

件。

每个训练作业会生成一个训练模型，并将模型构件输出到指定的数据存储。
评估作业

评估作业是测试模型性能的工作负载。训练任务完成后，通过给定的指标来衡量性能。标准 AWS 
DeepRacer 性能指标是代理人在赛道上完成一圈所花费的行驶时间。另一个指标是完成一圈所占的百分
比。

赛车赛事术语
AWS DeepRacer 赛车赛事使用以下概念和术语。

联赛/比赛

在 AWS DeepRacer 联赛赛事的背景下，联赛和比赛这两个术语与比赛结构有关。 AWS赞助 AWS 
DeepRacer 联赛，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设计和运营它。比赛有开始和结束日期。

赛季

比赛可以在随后的几年中重演。我们将这些季节称为不同的季节（例如，2019 赛季或 2020 赛季）。规
则可能因季节而异，但通常在一个赛季内保持一致。AWS DeepRacer 联赛的条款和条件可能因季节而
异。

虚拟电路

虚拟巡回赛是指 AWS DeepRacer 联赛赛季AWS期间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赞助的比赛。
事件

根据规则的定义，赛事是指您可以参加比赛的 AWS DeepRacer 联赛。活动有开始和结束日期。虚拟电
路事件通常持续一个月。一个赛季中可能有许多赛事，有些规则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我们如何对参加
赛事的人进行排名、选择谁获胜以及之后会发生什么。

比赛类型

所有赛车手都可以参加计时赛 (TT)、物体回避 (OA) 或 head-to-bot (H2B) 比赛。每种比赛类型都将指定
圈数和赛车手的排名方式。

Nationl He

全国赛季排名是指赛车手在本国其他赛车手中的排行榜排名。所有赛车手都可以在每月的虚拟比赛中与
自己国家的其他赛车手竞争。

地区赛季排名

区域赛季排名是指赛车手在所在地区其他赛车手中的排行榜排名。
世界锦标赛

AWS DeepRacer 联赛的虚拟巡回赛月度排行榜按国家和地区划分。每个地区的顶级赛车手将有机会获
得参加 reAWS: Invent 世界锦标赛的资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条款和条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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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

AWS 的工作 DeepRacer 原理
AWS DeepRacer 车辆是 1/18 比例的车辆，可以自行沿着赛道自动行驶或与其他车辆赛跑。车辆可以配备各
种传感器，包括前置摄像头、立体摄像头、雷达或 LiDAR。传感器收集有关车辆运行环境的数据。不同的传
感器提供不同比例的视图。

AWS DeepRacer 使用强化学习来实现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自动驾驶。为实现这一目的，您可以在虚拟
环境中，通过模拟赛道训练和评估强化学习模型。训练结束后，您将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上传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然后，您可以设置车辆在物理环境的真实赛道中自动驾驶。

训练强化学习模型可能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如果你是该领域的新手。AWS 通过将所需组件集成在一起并提供 
easy-to-follow 类似向导的任务模板来 DeepRacer 简化流程。但是，很好地了解在 AWS 中实施的强化学习
培训的基础知识会很有帮助 DeepRacer。

主题
• AWS 中的强化学习 DeepRacer  (p. 6)
• AWS DeepRacer 行动空间和奖励功能 (p. 7)
• AWS DeepRacer 训练算法  (p. 8)
• AWS DeepRacer 服务架构 (p. 9)
• AWS DeepRacer 解决方案工作流程 (p. 10)
• Simulated-to-real 性能差距 (p. 11)

AWS 中的强化学习 DeepRacer
在强化学习中，以实现预期目标为目标的代理（例如物理或虚拟 AWS DeepRacer 车辆）与环境进行交互，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代理的总回报。代理在称为策略的策略的指导下，在给定的环境状态下采取行动并达到新
状态。任何操作都有关联的即时奖励。该奖励用于衡量操作的合用性。这种即时奖励视为由环境返回。

AWS 中强化学习的目标 DeepRacer 是学习给定环境中的最佳策略。学习是一个试验和出错的迭代过程。代
理采取随机初始操作来抵达新的状态。然后，代理迭代步骤，从新状态进入下一个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代理将发现能够带来最大长期奖励的操作。代理从初始状态到最终状态的交互称为情节。

以下草图说明了此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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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空间和奖励功能

代理体现了一个神经网络，该神经网络代表逼近函数策略的函数。来自车辆前置摄像头的图像是环境状态，
而代理操作由代理的速度和转向角度定义。

代理保持在赛道上完成竞赛时，将收到正奖励，偏离赛道则会收到负奖励。当代理从赛道上的某个位置启动
时，情节开始，代理偏离赛道或者完成一圈时，情节结束。

Note

严格来讲，环境状态是指与问题相关的一切信息。例如，车辆在赛道上的位置以及赛道的形状。通
过安装在车辆前部的摄像头提供的图像无法捕捉到整个环境状态。出于这个原因，环境被视为部分
观测到了，而代理的输入被称为观测而不是状态。为简单起见，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状态和观察可
以互换。

在模拟环境中训练代理有以下优势：

• 模拟可以估算代理已经完成了多少进度以及确定代理何时偏离赛道，用于计算奖励。
• 通过模拟，训练人员得以避免像在物理环境中那样，每次车辆偏离赛道就要进行重置的繁琐工作。
• 模拟可以加快训练过程。
• 仿真可以更好地控制环境条件，例如选择不同的轨道、背景和车辆条件。

强化学习的替代方法是监管学习，也称为模仿学习。此处为已知的数据集（[图像, 操作] 元组），该数据集是
从给定环境收集的，用于训练代理。通过模仿学习训练得到的模型可以应用于自动驾驶。只有当来自摄像头
的图像与在训练数据集中使用的图像很相似时，它们才能很好地工作。为了实现稳健的驾驶，训练数据集必
须全面。强化学习与之相反，不需要这种全面的标记工作，并且可以完全在模拟中训练。由于强化学习从随
机操作开始，代理可以学习各种环境和赛道条件。这使得经过训练的模型很强大。

AWS DeepRacer 行动空间和奖励功能
动作空间

在强化学习中，代理与环境交互时可用的所有有效动作或选择的集合称为动作空间。在 AWS DeepRacer 控
制台中，您可以在离散或连续的操作空间中训练代理。

离散的动作空间

离散的动作空间表示代理在有限集合中每种状态下可能发生的所有动作。对于 AWS DeepRacer 而言，这意
味着对于每种逐渐不同的环境情况，代理的神经网络会根据其摄像头和（可选）LiDAR 传感器的输入为汽车
选择速度和方向。选择仅限于一组预定义的转向角度和油门值组合。

临近转弯的离散动作空间中的 AWS DeepRacer 汽车可以选择加速或刹车，然后向左、向右或直行。这些动
作被定义为转向角度和速度的组合，为代理创建一个选项菜单，即 0-9。例如，0 可以表示 -30 度和 0.4 m/
s，1 可以表示 -30 度和 0.8 m/s，2 可以表示 -15 度和 0.4 m/s，3 可以表示 -15 度和 0.8 m/s，依此类推，
直到 9。负度使汽车向右转，正角度使汽车向左转，0 度使车轮保持笔直。

AWS DeepRacer 默认离散操作空间包含以下操作：

AWS DeepRacer 默认离散操作空间

操作数量 操控方向 速度

0 -30 度 0.4 米/秒

1 -30 度 0.8 米/秒

2 -15 度 0.4 米/秒

3 -15 度 0.8 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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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数量 操控方向 速度

4 0 度 0.4 米/秒

5 0 度 0.8 米/秒

6 15 度 0.4 米/秒

7 15 度 0.8 米/秒

8 30 度 0.4 米/秒

9 30 度 0.8 米/秒

持续的行动空间

连续操作空间允许代理从每种状态的一系列值中选择一项操作。就像离散的动作空间一样，这意味着对于每
种逐渐不同的环境情况，代理的神经网络会根据其摄像头和（可选）LiDAR 传感器的输入为汽车选择速度和
方向。但是，在连续操作空间中，您可以定义代理从中选择操作的选项范围。

在此示例中，连续动作空间中接近转弯的 AWS DeepRacer 汽车可以选择 0.75 m/s 到 4 m/s 的速度，然后通
过选择 -20 到 20 度的转向角度向左、向右或向斜行驶。

离散与连续

使用连续动作空间的好处是，你可以编写奖励函数，训练模型，激励赛道上特定点的速度/转向动作，从而优
化性能。从一系列动作中进行选择还可能使速度和转向值平稳变化，在训练有素的模型中，这些变化可能会
在现实生活条件下产生更好的结果。

在离散动作空间设置中，将代理人的选择限制在有限数量的预定义动作上，这使你有责任了解这些动作的影
响，并根据环境（赛道、赛车形式）和奖励函数对其进行定义。但是，在连续动作空间设置中，代理学会从
你通过训练提供的最小/最大边界中选择最佳速度和转向值。

尽管提供一系列值供模型选择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但代理人必须训练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选择最佳动作。成
功还取决于奖励函数的定义。

奖励函数

当代理探索环境时，代理学习价值函数。值函数可帮助您的代理在观察环境后判断所采取的操作有多
好。value 函数使用您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编写的奖励函数对操作进行评分。例如，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的 follow the centres line 样本奖励函数中，良好的动作会使代理保持在轨道中心附近，并
且得分要高于不良动作，后者会使代理远离轨道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函数可以帮助代理学习增加总奖励的政策。最佳或最佳策略将在代理花在探索环境上
的时间与利用或充分利用策略从经验中学到的知识所花费的时间之间取得平衡。

在 follow the center line AWS DeepRacer 示例奖励函数 (p. 51)示例中，代理首先采取随机操作来探索环
境，这意味着它在保持赛道中心方面做得不太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代理人开始了解哪些动作使其保持在中
心线附近，但是如果它通过继续采取随机动作来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在整圈内保持在赛道
中心附近。因此，当政策开始学习好的行动时，代理人开始使用这些行动，而不是采取随机行动。但是，如
果它总是使用或利用良好的行为，则该特工将不会做出任何新发现，因为它不再在探索环境。这种权衡通常
被称为 RL 中的勘探与开发问题。

尝试使用默认的动作空间和示例奖励函数。探索完所有内容后，通过设计自己的自定义操作空间和自定
义 (p. 29)奖励功能，将您的知识付诸实践 (p. 27)。

AWS DeepRacer 训练算法
近端策略优化 (PPO) 与软行为体批评者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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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SAC 和 PPO 都同时学习策略和价值函数，但它们的策略在三个显著方面有所不同：

PPO 囊

可在离散和连续的动作空间中工作 在连续的动作空间中工作

不偏不倚 不在政策范围内

使用熵正则化 将熵添加到最大化目标中

稳定与数据密集型对比

在探索环境时通过PPO和SAC算法的策略获得的信息的使用方式不同。PPO使用政策学习，这意味着它从当
前探索环境的政策的观察中学习其价值功能。SAC使用非政策学习，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先前政策对环境的
探索得出的观察。非政策学习和非政策学习之间的权衡通常是稳定性与数据效率。非政策算法往往更稳定，
但需要大量数据，而非政策算法往往恰恰相反。

勘探与开发

勘探与开采是 RL 的关键挑战。算法应该利用以前经验中的已知信息来获得更高的累积奖励，但它也需要
探索以获得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可用于在future 寻找最佳策略。当策略经过多次迭代训练并更多地了解环境
时，为给定的观测结果选择操作就变得更加确定了。但是，如果该政策的探索性不够，即使尚未达到最佳状
态，它也可能会坚持使用已经学到的信息。PPO 算法鼓励通过使用熵正则化进行探索，从而防止代理向局部
最优值收敛。SAC 算法通过在其最大化目标中添加熵，在探索和开发之间取得了非凡的平衡。

熵

在这种情况下，“熵” 是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因此可以将其解释为衡量政策在为特定州选择行动方面的
信心程度。低熵的政策对选择行动非常有信心，而熵高的政策则不确定该选择哪种行动。

SAC 算法的熵最大化策略与 PPO 算法使用熵作为正则化器的优势类似。与 PPO 一样，它鼓励更广泛的探
索，并通过激励代理选择具有更高熵的动作来避免趋同于糟糕的局部最优值。与熵调节不同，熵最大化具有
独特的优势。它倾向于放弃选择不良行为的政策，这是SAC算法往往比PPO更高的数据效率的另一个原因。

使用 SAC alpha 超参数调整 SAC 中的熵量。最大 SAC α熵值 (1.0) 有利于探索。最小值 (0.0) 恢复了标准 
RL 目标并抵消了激励探索的熵加成。开始实验的良好 SAC alpha 值是 0.5。在对模型进行迭代时进行相应的
调整。

尝试PPO和SAC算法，实验它们的超参数，然后在不同的动作空间中进行探索。

AWS DeepRacer 服务架构
AWS DeepRacer 服务建立在 A WS RoboMaker 和其他AWS服务（例如 A mazon S3）的基础
上SageMaker。

SageMaker 是一个AWS机器学习平台，用于训练一般的机器学习模型。AWS 特别 DeepRacer 使用它来
训练强化学习模型。AWS RoboMaker 是一项云服务，用于开发、测试和部署一般机器人解决方案。AWS 
DeepRacer 使用它来创建虚拟代理及其交互环境。Amazon S3 是一种经济的通用云存储解决方案。AWS 
DeepRacer 使用它来存储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此外，AWS DeepRacer 使用内存数据库 Redis 作为体验缓
冲区，从中选择训练数据来训练策略神经网络。

在 AWS DeepRacer 架构中，AWS RoboMaker 创建了一个模拟环境，供代理沿着指定轨道行驶。代理根据
已在 SageMaker 中训练特定时间的策略网络模型进行驾驶。每次运行从起点线开始，以达到终点线或者偏
离赛道为结束状态，一次运行也称为一个情节。对于每个情节，过程划分具有固定步骤数的区段。在每个分
段中，体验被定义为与单个步骤相关的元组（状态、操作、奖励、新状态）的有序列表，作为体验缓冲区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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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Redis中。 SageMaker 然后分批从体验缓冲区训练数据中随机抽取，并将输入数据馈送到神经网络以更
新权重。然后，它将更新的模型存储在 Amazon S3 中 SageMaker 以供使用，以生成更多体验。该循环继续
直至训练停止。

在首次训练第一个模型的开始之前， SageMaker 使用随机操作初始化经验缓冲区。

下图阐明了此架构。

此设置允许运行多个模拟，同时在单个赛道的多个区段上训练一个模型，或者同时针对多个赛道训练模型。

AWS DeepRacer 解决方案工作流程
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涉及以下一般任务：

1. AWS DeepRacer 服务使用虚拟轨道、代表车辆的代理和背景来初始化模拟。代理体现了可以通过超级参
数调整的策略神经网络，如 PPO 算法 (p. 8)中定义。

2. 代理根据给定状态（通过来自前置摄像头的图像表示）操作（通过转向角度和速度指定）。
3. 模拟环境根据代理操作更新代理的位置，返回奖励和更新后的摄像头图像。以状态、操作、奖励和新状态

形式收集的经验用于定期更新神经网络。更新后的网络模型用于创建更多经验。
4. 您可以使用与代理所见相同的第一人称视角，沿着模拟赛道监控进行中的训练。您可以显示每个情节的奖

励、损耗函数值、策略的纪元等指标。随训练进行，还可以显示 CPU 或内存利用率。此外，系统记录详
细的日志供分析和调试。

5. AWS DeepRacer 服务会定期将神经网络模型保存到永久存储中。
6. 训练过程会根据时间限制而停止。
7. 您可以在模拟器中评估训练模型。为此，请提交经过训练的模型，在选定的赛道上对选定数量的跑步进行

计时试验。

成功训练和评估模型后，可以将其上传到物理代理（AWS DeepRacer 车辆）。该过程涉及到以下步骤：

1. 从其永久存储（Amazon S3 存储桶）下载经过训练的模型。
2. 使用车辆的设备控制控制台将经过训练的模型上传到设备。使用控制台校准车辆，将模拟操作空间映射到

物理操作空间。您还可以使用控制台检查油门是否相等、查看前置摄像头信号源、加载模型到推理引擎以
及观看车辆在真实赛道上的行驶。

车辆的设备控制台是托管在车辆计算模块上的 Web 服务器。控制台可通过互联 Wi-Fi 网络和计算机或移
动设备上的 Web 浏览器，从车辆的 IP 地址访问。

3. 在不同照明、电池水平和表面纹路及颜色下试验车辆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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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型限制或训练不足，设备在物理环境中的性能可能与模拟环境中的性能不匹配。该现象称为
sim2real 性能差距。要减少差距，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Simulated-to-real 性能差距” (p. 11)。

Simulated-to-real 性能差距
由于模拟无法准确收集真实环境的所有方面，在模拟中训练的模型可能在真实环境中的表现不如人意。此类
差异通常被称为 simulated-to-real （sim2real）性能差距。

AWS 已努力最大限度 DeepRacer 地减少 sim2real 的性能差距。例如，模拟代理设计为每秒执行 10 个操
作。这与 AWS DeepRacer 设备运行推理的频率相匹配，大约每秒 10 次推理。再例如，在训练的每个情节
的开始时，代理的位置是随机的。这可以最大限度提升代理平均地学习赛道所有部分的可能性。

为了帮助减少 real2sim 性能差距，对于模拟赛道和真实赛道，请确保使用相同或相似的颜色、形状和尺
寸。为减少视觉干扰，请在真实赛道周围使用隔板。此外，还要仔细校准设备的速度范围和转向角度，以使
训练中使用的动作空间与现实世界相匹配。在与训练所用赛道不同的模拟赛道中评估模型性能可以展示出
real2real 性能差距的程度。

有关在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时如何缩小 sim2real 差距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优化真
实环境的训练”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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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Racer
要开始使用 AWS DeepRacer，让我们先了解以下步骤：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为代理配置适合您的
自动驾驶要求的传感器，使用指定传感器为代理训练强化学习模型，并评估经过训练的模型以确定模型的质
量。训练完模型后，您可以对其进行迭代并将其提交到竞赛。

主题
• 训练您的第一个 AWS DeepRacer 模型  (p. 12)
• 在模拟中评估您的 AWS DeepRacer 模型 (p. 18)

训练您的第一个 AWS DeepRacer 模型
本演练演示了如何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训练您的第一个模型。

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了解如何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找到 “创建模型” 按钮，开始您的模型训练之旅。

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1.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 AWS DeepRacer，请从服务登录页面选择创建模型，或者在主导航窗格的 “强化
学习” 标题下选择 “开始”。

2. 在强化学习入门页面的步骤 2：创建模型下，选择创建模型。

或者，在主导航窗格的强化学习标题下选择您的模型。在 Your models (您的模型) 页面上，选择 Create 
model (创建模型)。

指定模型名称和环境
为您的模型命名，并学习如何选择适合您的仿真轨道。

指定模型名称和环境

1. 在创建模型页面的训练详细信息下，输入模型的名称。
2. 或者，添加培训任务描述。
3. 要了解添加可选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agging (p. 174)。
4. 在环境模拟下，选择一条轨道作为您的 AWS DeepRacer 代理的培训环境。在 “轨道方向” 下，选择 “顺

时针” 或 “逆时针”。然后选择下一步。

第一次运行时，请选择具有简单形状和平滑转弯的赛道。在以后的迭代中，您可以选择更复杂的赛道来
逐步改进模型。要为特定赛车活动训练模型，请选择最类似于活动赛道的赛道。

5. 选择 Next (下一步)。

选择比赛类型和训练算法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有三种竞赛类型和两种训练算法可供选择。了解哪些适合您的技能水平和训练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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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比赛类型和训练算法

1. 在创建模型页面的竞赛类型下，选择计时赛、物体回避或 Head-to-bot。

对于您的第一次跑步，我们建议选择计时赛。有关针对该竞赛类型优化代理传感器配置的指导，请参
阅the section called “为计时赛量身定制训练” (p. 25)。

2. 或者，在以后的运行中，选择物体避让绕过放置在所选轨道上固定或随机位置的静止障碍物。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为避物竞赛量身定制训练” (p. 25)：

a. 选择 Fixed Location 可在轨道两条车道上的用户指定位置生成盒子，或选择 “随机位置” 生成在训练
模拟的每一集开始时随机分布在两条车道上的物体。

b. 接下来，为轨道上的对象数量选择一个值。
c. 如果选择 “固定位置”，则可以调整每个对象在轨道上的位置。对于车道布局，请在内部车道和外部

车道之间进行选择。默认情况下，对象均匀分布在轨道上。要更改物体起点和终点线之间的距离，
请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位置 (%) 字段中输入 7 到 90 之间的距离的百分比。

3. 或者，要想进行更雄心勃勃的跑步，可以选择 H read-to-bot ac ing 与最多四辆以恒定速度行驶的机器人
车辆竞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为 head-to-bot 比赛量身定做训练” (p. 26)。

a. 在 “选择机器人载具的数量” 下，选择你希望你的代理训练多少个机器人载具。
b. 接下来，选择您希望机器人车辆在轨道上行驶的速度（以毫米每秒为单位）。
c. （可选）选中 “启用换道” 复选框，让机器人载具能够每 1-5 秒随机更改车道。

4. 在训练算法和超参数下，选择软角色批判算法 (SAC) 或近端策略优化 (PPO) 算法。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SAC 模型必须在持续的操作空间中进行训练。PPO 模型可以在连续或离散的动作空间中训
练。

5. 在训练算法和超参数下，按原样使用默认的超参数值。

稍后，为了提高训练性能，请展开 Hyperparameters (超参数) 并按如下所示修改默认超参数值：

a. 对于 Gradient descent batch size (梯度下降批大小)，选择可用选项 (p. 29)。
b. 对于 Number of epochs (纪元数)，设置有效值 (p. 29)。
c. 对于 Learning rate (学习速率)，设置有效值 (p. 29)。
d. 对于 SAC 阿尔法值（仅限 SAC 算法），设置有效值 (p. 29)。
e. 对于 Entropy (熵)，设置有效值 (p. 29)。
f. 对于Discount factor (折扣系数)，设置有效值 (p. 29)。
g. 对于 Loss type (损耗类型)，选择可用选项 (p. 29)。
h. 对于 Number of experience episodes between each policy-updating iteration (每次策略更新迭代之

间的经验情节数)，设置有效值 (p. 29)。

有关超级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地调整超参数 (p. 29)。
6. 选择下一步。

定义动作空间
在 “定义动作空间” 页面上，如果您选择使用 Soft Actor Critic (SAC) 算法进行训练，则您的默认动作空间是
连续动作空间。如果您选择使用近端策略优化 (PPO) 算法进行训练，请在连续动作空间和离散动作空间之间
进行选择。要详细了解每种动作空间和算法如何塑造代理的训练体验，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动作空间和
奖励功能” (p. 7)。

定义连续动作空间（SAC 或 PPO 算法）

1. 在 “定义连续动作空间” 下，选择左转向角度范围和右转向角度范围的角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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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为每个转向角度范围输入不同的角度，并观察范围变化的可视化效果，以在动态扇区图上表示您的
选择。

2. 在 “速度” 下，输入代理的最小和最大速度，以毫米每秒为单位。

注意您的更改是如何反映在动态扇区图上的。
3. （可选）选择 “重置为默认值” 以清除不需要的值。我们鼓励在图表上尝试不同的值来进行实验和学习。
4. 选择下一步。

定义离散动作空间（仅限 PPO 算法）

1.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转向角度粒度值。
2. 为代理的最大转向角度选择 1 到 30 度之间的值。
3. 在下拉列表的 Speed（精度）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一
4. 为代理的最大速度选择 0.1-4 之间的以毫米每秒为单位的值。
5. 使用操作列表上的默认操作设置，或者，也可以选择开启高级配置来微调设置。如果在调整值后选择 

“以前配置” 或关闭 “高级配置”，则会丢失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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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转向角度列中输入一个介于 -30 和 30 之间的度值。
b. 在 “速度” 列中输入一个介于 0.1 到 4 之间的值（以毫米/秒为单位），最多可执行九个动作。
c. （可选）选择添加操作以增加操作列表中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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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选）在某行上选择 X 将其删除。
6. 选择下一步。

选择一辆选择一辆车
了解如何开始使用虚拟汽车。每月参加公开组比赛，赚取新的定制汽车、油漆和改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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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虚拟汽车

1. 在选择车辆外壳和传感器配置页面上，选择与您的竞赛类型和行动空间兼容的外壳。如果你的车库里没
有匹配的汽车，请前往主导航窗格的 “强化学习” 标题下的 “你的车库” 创建一辆车。

对于计时赛训练，你只需要The DeepRacer O riginal的默认传感器配置和单镜头摄像头，但只要动作空
间匹配，所有其他外壳和传感器配置就可以正常工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为计时
赛量身定制训练” (p. 25)：

对于物体避开训练，立体摄像头很有帮助，但单个摄像头也可以用于避开固定位置的静止障碍
物。LiDAR 传感器是可选的。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动作空间和奖励功能” (p. 7)。

对于 Head-to-bot 训练，除了单个摄像头或立体摄像头外，LiDAR 单元最适合在通过其他移动车辆
时检测和避开盲点。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为 head-to-bot 比赛量身定做训
练” (p. 26)。

2. 选择下一步。

自定义您的奖励功能
奖励功能是强化学习的核心。学会用它来激励你的汽车（代理人）在探索赛道（环境）时采取具体行动。就
像鼓励和劝阻宠物的某些行为一样，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鼓励你的汽车尽可能快地完成一圈，并阻止它驶
出赛道或与物体碰撞。

自定义您的奖励功能

1. 在Create model (创建模型) 页面上的Reward function (奖励函数) 下，按原样使用第一个模型的默认奖
励函数示例。

稍后，您可以通过选择 Reward function examples (奖励函数示例) 来选择另一个示例函数，然后选择
Use code (使用代码) 接受选定的奖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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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个示例函数可供您开始。它们说明了如何跟随轨道中心（默认）、如何将代理保持在轨道边界内、
如何防止曲折行驶，以及如何避免撞上静止的障碍物或其他移动的车辆。

要了解有关奖励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奖励功能参考” (p. 37)。
2. 在停止条件下，保持默认的最大时间值不变，或者设置一个新值来终止训练作业，以帮助防止长时间运

行（以及可能失控的）训练作业。

在训练的早期阶段进行试验时，您应该从此参数的较小的值开始，然后逐渐延长训练的时间。
3. 在 “自动提交到 AWS” 下 DeepRacer，默认情况下，在完成培训并有机会赢取奖品后 DeepRacer 自动

将此模型提交到 A WS。或者，您可以通过选择复选标记来选择不输入您的模型。
4. 在联赛要求下，选择您的居住国并选中复选框接受条款和条件。
5. 选择创建模型开始创建模型并配置训练作业实例。
6. 提交后，等待训练作业完成初始化，然后运行。

初始化过程需要几分钟才能从 “初始化” 更改为 “进行中”。
7. 观看 Reward graph (奖励图) 和 Simulation video stream (模拟视频流) 以了解训练作业的进度。您可以

每隔一段时间选择 Reward graph (奖励图) 旁边的刷新按钮来刷新 Reward graph (奖励图)，直到训练作
业完成。

训练作业在AWS云端运行，因此您无需保持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处于打开状态。在作业进行期间，您可
以随时返回控制台检查您的模型。

如果模拟视频直播窗口或奖励图表显示无响应，请刷新浏览器页面以更新训练进度。

在模拟中评估您的 AWS DeepRacer 模型
训练作业完成后，您应评估训练后的模型以评估其融合行为。评估方式是：在选定赛道上完成多项预赛，并
根据训练后的模型推断出的可能操作让代理在赛道上移动。性能指标包括赛道完成百分比以及每个赛道从开
始到结束或偏离赛道的时间。

要评估您的训练模型，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为此，请按照本主题中的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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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评估经过训练的模型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racer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在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然后从 Models (模型) 列表中选择刚才训练的模型以打开模型详

细信息页面。
3. 选择 “评估” 选项卡。
4. 在评估详细信息中，选择开始评估。

如果训练作业未完成，您可以在训练作业状态更改为 Completed (已完成) 或模型的状态更改为 Ready 
(就绪) 后开始评估。

训练作业完成后，模型便已就绪。如果训练未完成，并且训练最终为失败状态，模型也可能处于 Ready 
(就绪) 状态。

5. 在评估模型页面的竞赛类型下，输入评估名称，然后选择用于训练模型的赛车类型。

为了进行评估，您可以选择与训练中使用的赛事类型不同的赛事类型。例如，您可以为 head-to-bot 比
赛训练模型，然后对其进行计时试验。一般来说，如果训练用赛事类型与评估用赛事类型不同，模型必
须很好地推广运用。第一次运行时，您应该使用相同的赛事类型进行评估和训练。

6. 在评估模型页面的评估标准下，选择要运行的试验数量，然后选择评估模型的轨道。

通常情况下，您希望选择与在训练模型 (p. 12)时所用赛道相同或相似的赛道。虽然您可以选择任何跑
道来评估您的模型，但您只能期望在与训练所用赛道最相似的赛道上获得最佳成绩。

要查看您的模型能否很好地推广运用，请选择与训练中使用的赛道不同的评估赛道。
7. 在 Evaluate model (评估模型) 页面的Virtual Race Submission (模拟赛提交)下，对于您的第一个模型，

关闭 Submit model after evaluation (评估后提交模型) 选项。稍后，如果您想参加赛车赛事，请保持此
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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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Evaluate model (评估模型) 页面上，选择 Start evaluation (开始评估) 以开始创建和初始化评估作
业。

此初始化过程需要大约 3 分钟才能完成。
9. 随着评估的进展，评估结果，包括试验时间和跟踪完成率，将显示在每次试验后的评估详细信息下方。

在 Simulation video stream (模拟视频流) 窗口中，您可以查看代理在所选赛道上的表现。

您可以在评估作业完成之前停止评估作业。要停止评估作业，请选择评估卡右上角的停止评估，然后确
认停止评估。

10. 评估作业完成后，在 Evaluation results (评估结果) 下检查所有计时赛的绩效指标。随附的模拟视频流不
再可用。

评估选择器中提供了模型评估的历史记录。要查看特定评估的详细信息，请从评估选择器列表中选择评
估，然后从评估选择卡的右上角选择负载评估。

对于这项特定的评估工作，经过训练的模型在完成试验时会产生显著的偏离轨道时间。作为第一次，这
并不罕见。可能的原因包括训练没有融合，训练需要更长时间，需要扩大操作空间以便为代理提供更多
的反应空间，或者需要更新奖励函数以处理不同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通过克隆之前训练的模型、更改奖励函数、调整超参数，然后重复该过程，直到
总奖励融合并且改进了性能指标，以此来改进模型。有关如何改进训练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训练和评估
模型 (p. 22)。

要将经过完全训练的模型传输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以便在物理环境中驾驶，您需要下载模型构件。
为此，请在模型的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Download model (下载模型)。如果您的 AWS DeepRacer 物理设备
不支持新传感器，并且您的模型已使用新的传感器类型进行训练，则在现实环境中在 AWS DeepRacer 设

20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在仿真中评估模型

备上使用模型时，您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有关使用物理设备测试 AWS DeepRacer 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操作您的车辆 (p. 55)。

在与 AWS Le DeepRacer ague 赛车赛事或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中指定的赛道相同或相似的赛道上训
练模型后，即可将模型提交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的虚拟竞赛。为此，请在主导航窗格上关注AWS虚
拟赛道或社区竞赛。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参加竞赛 (p. 106)：

要训练模型以避障或 head-to-bot 竞赛，可能需要向模型和物理设备添加新的传感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the section called “了解赛车类型并启用传感器”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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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当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沿着轨道行驶时，它会使用安装在正面的摄像头捕捉环境状态，并根据观测结
果采取行动。您的 AWS DeepRacer 模型是一个将观察结果和行动映射到预期回报的函数。训练您的模型是
要找到或学习最大化预期奖励的函数，这使得经优化的模型能够规定您的车辆可以采取哪些行动（速度和转
向角对）以便车辆从头到尾都沿赛道行驶。

在实际应用中，该函数由一个神经网络表示，该网络的训练包括找到给定观察到的环境状态序列下的最佳网
络权重和相应的车辆行动。最优性的基本标准由模型的奖励函数描述，该函数鼓励车辆在不造成交通事故或
违规的情况下合法而有效地行驶。简单的奖励函数可以返回 0（如果车辆在赛道上）、-1（如果车辆不在赛
道上）和 +1（如果车辆到达终点）。利用此奖励函数，车辆会因离开赛道而收到惩罚，并因到达目的地而获
得奖励。如果时间或速度不是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奖励函数。

假设您想让车辆在不偏离直线赛道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地行驶。当车辆加速和减速时，车辆可左右转向以避
开障碍物或保持在赛道内。在高速行驶时转向过大很容易导致车辆偏离赛道。转向过小可能无法帮助避免与
障碍物或其他车辆相撞。一般来说，最佳操作是以较低的速度进行较大的转向或沿较锐利的曲线较小转向。
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您的奖励函数必须分配一个正分数来奖励高速下的较小转向，或分配一个负分数来惩罚
高速下的大转向。类似地，奖励函数可以对沿着更直的路线加速或接近障碍物时减速返回正奖励。

奖励功能是您的 AWS DeepRacer 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时，您必须提供该信
息。训练涉及在赛道上从起点到终点的重复情节。在一个情节中，代理将与赛道交互以通过最大化预期的累
积奖励来了解最佳的行动方案。最后，训练将产生一个强化学习模型。在训练之后，代理通过对模型运行推
断来实施自动驾驶，以在任何给定状态下采取最佳行动。这可以在使用虚拟代理的模拟环境中完成，也可以
在具有物理代理的真实环境中完成，例如 AWS Sc DeepRacer ale Vearce。

要在实践中训练强化学习模型，您必须选择一种学习算法。目前，AWS DeepRacer 控制台仅支持近端策
略优化 (PPO) 和软行为体批判算法 (SAC) 算法。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支持所选算法的深度学习框架，
除非你想从头开始写一个。AWS 与 DeepRacer 集成 SageMaker ，使一些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例如
TensorFlow）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随时可用。使用框架可以简化训练作业的配置和执行，并使您能
够专注于创建和增强特定于您的问题的奖励函数。

训练强化学习模型是一个迭代过程。首先，定义一个奖励函数来一次性覆盖代理在环境中的所有重要行为，
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其次，通常会调整超参数以确保令人满意的训练绩效。两者都需要试验。谨慎的方法是
从一个简单的奖励功能开始，然后逐步增强它。AWS 使您能够克隆经过训练的模型，然后使用它来启动下一
轮训练，从而 DeepRacer 促进了这一迭代过程。在每次迭代中，您可以向奖励函数引入一个或多个更复杂
的处理方法来处理之前忽略的变量，也可以系统地调整超参数直到结果收敛。

与机器学习中的一般实践一样，您必须先评估一个训练后的强化学习模型以确定其有效性，然后再将它部署
到物理代理以在实际情况中运行推理。对于自动驾驶，评估可以基于车辆从开始到结束在指定赛道上停留的
频率或车辆在不偏离赛道的情况下完成路线的速度。AWS DeepRacer 模拟在 AWS RoboMaker 模拟器中运
行，允许您运行评估并在排行榜 (p. 106)上发布性能指标，以便与其他 AWS DeepRacer 用户训练的模型
进行比较。

主题
• 了解赛车类型并启用 AWS 支持的传感器 DeepRacer (p. 22)
• 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训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p. 27)
•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参考 (p. 37)

了解赛车类型并启用 AWS 支持的传感器 
DeepRacer

在 AWS Le DeepRacer ague 中，您可以参加以下类型的赛车赛事：

• 计时赛：在畅通无阻的赛道上争分夺秒，争取尽可能快的单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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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物：在有固定障碍物的赛道上争分夺秒，并以尽可能快的单圈时间为目标。
• Head-to-bot 赛车：在同一赛道上与其他一辆或多辆车竞赛，目标是先于其他车辆越过终点线。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目前仅支持计时赛。

您应该在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尝试不同的传感器，使其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观察给定比赛类型的周围
环境。下一节介绍了 AWS DeepRacer 支持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 (p. 23)可以启用支持的自动赛车赛事
类型。

主题
• 为 AWS DeepRacer 赛车类型选择传感器 (p. 23)
• 配置用于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的代理 (p. 24)
• 为计时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培训 (p. 25)
• 为避物竞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p. 25)
• 为 head-to-bot 比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p. 26)

为 AWS DeepRacer 赛车类型选择传感器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配有前置单目摄像头作为默认传感器。您可以添加另一个前置单目摄像头来制作
前置立体摄像头，或者使用 LiDAR 单元补充单目摄像头或立体摄像头。

以下列表总结了 AWS DeepRacer 支持的传感器的功能以及简要 cost-and-benefit 分析：

前置摄像头

单镜头前置摄像头可以捕捉主车辆前方环境的图像，包括轨道边界和形状。它是最便宜的传感器，适用
于处理更简单的自动驾驶任务，例如在标记明确的赛道上进行无障碍计时赛。通过适当的训练，它可以
避开赛道上固定位置的固定障碍物。但是，障碍物位置信息已内置在经过训练的模型中，因此，该模型
可能过度拟合，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障碍物放置位置。如果将静止物体放置在随机位置或轨道上的其他
移动车辆，模型不太可能趋于一致。

在现实世界中，AWS DeepRacer 车辆带有单镜头前置摄像头作为默认传感器。相机配备 120 度广角镜
头，可捕获 RGB 图像，然后以每秒 15 帧 (fps) 的速度转换为 160 x 120 像素的灰度图像。这些传感器
属性保留在模拟器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后的模型从仿真到现实世界的良好转化机会。

前置立体摄像头

立体相机有两个或多个镜头，可以捕获具有相同分辨率和频率的图像。来自两个镜头的图像用于确定观
测物体的深度。来自立体摄像头的深度信息对于主机车辆非常有价值，可以避免撞上前方的障碍物或其
他车辆，尤其是在更具动态性的环境下。但是，增加深度信息会使训练融合得更慢。

在 AWS DeepRacer 物理车辆上，双镜头立体摄像头是通过添加另一个单镜头摄像机并将每个摄像头安
装在车辆的左侧和右侧来构建的。AWS DeepRacer 软件同步从两个摄像机捕获的图像。捕获的图像被
转换为灰度，堆叠，然后输入到神经网络进行推理。在模拟器中复制了相同的机制，以便训练模型很好
地推广到现实环境。

LiDAR 传感器

LiDAR 传感器使用旋转的激光器发出可见光谱之外的光脉冲，并确定每个脉冲返回需要多长时间。特定
脉冲击中物体的方向和距离以LiDAR 单元为中心的大型 3D 地图中记录为一个点。

例如，LiDAR 可帮助检测主机车辆的盲点，以避免车辆变道时发生碰撞。通过将LiDAR 与mono 声道或
立体摄像头相结合，可以使主机车辆捕获足够的信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与相机相比，LiDAR 传
感器的成本更高。神经网络必须学习如何解释 LiDAR 数据。因此，培训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趋于一致。

在 AWS DeepRacer 物理车辆上，LiDAR 传感器安装在后部，向下倾斜 6 度。它以每秒 10 次旋转的角
速度旋转，范围为 15 厘米到 2m。它可以检测主车辆后面和旁边的物体，以及不受前方车辆部件阻挡的
高大物体。选择角度和范围是为了使LiDAR 单元不易受到环境噪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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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以下支持的传感器组合配置 AWS DeepRacer 车辆：

• 仅限前置单镜头摄像头。

这种配置非常适合计时赛，也适合在固定位置使用物体避障。
• 仅限前置立体摄像头。

这种配置非常适合在固定或随机位置使用物体避障。
• 带LiDAR 的前置单镜头相机。

这种配置非常适合避障或 head-to-bot赛车。
• 带LiDAR 的前置立体摄像头。

这种配置适合避障或 head-to-bot 赛车，但对于计时赛来说可能不是最经济的。

当您添加更多传感器使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从计时赛到物体避开再到 head-to-bot 赛车时，车辆会收
集更多有关环境的数据，以便在训练中输入到底层神经网络中。这使得训练更具挑战性，因为需要模型来处
理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最后，学习训练模型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要逐步学习，你应该先开始计时赛训练，然后才开始避开物体，然后再开始 head-to-bot 比赛。您将在下一
节中找到更多详细建议。

配置用于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的代理
要训练强化学习模型，让 AWS DeepRacer 车辆参加避障或 head-to-bot 竞速比赛，您需要使用适当的传感
器配置代理。对于简单的计时赛，您可以使用配置了单镜头摄像头的默认代理。在配置代理时，您可以自
定义操作空间并选择神经网络拓扑，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与所选传感器配合使用，满足预期的行驶要求。此
外，您还可以在训练期间更改代理的外观以在视觉上帮助识别。

配置后，代理配置将记录为模型元数据的一部分，用于训练和评估。为了进行评估，代理会自动检索记录的
配置，以使用指定的传感器、操作空间和神经网络技术。

本节将指导您在 AWS Blc DeepRacer er。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配置 AWS DeepRacer 代理

1. 登录 AW S DeepRacer 控制台。
2. 在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Garage (车库)。
3. 首次使用 Garage (车库) 时，您会看到 WELCOME TO THE GARAGE (欢迎使用车库) 对话框。选择 >

或 < 浏览 AWS DeepRacer 车辆支持的各种传感器的简介，或选择 X 关闭对话框。您可以在 Garage 
(车库) 的帮助面板中找到此介绍性信息。

4. 在 Garage (车库) 页面上，选择 Build new vehicle (构建新车辆)。
5. 在 Mod your own vehicle (改装自己的车辆) 页面上，在 Mod specifications (改装规范) 下，选择一个或

多个传感器，尝试了解能够满足预期赛车类型的最佳组合。

要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计时赛进行训练，请选择 C amera。为了避障或 head-to-bot 赛车，你
想使用其他类型的传感器。要选择立体摄像头，请确保您已购买了额外的单镜头相机。AWS 用两个单镜
头摄像机 DeepRacer 制造了立体摄像头。您可以在一辆车上使用单镜头摄像头或双镜头立体摄像头。
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您只想让经过训练的模型能够检测和避开避障碍物或 head-to-bot 赛车中的盲点，
则可以向代理添加LiDAR 传感器。

6. 在 Garage (车库) 页面的 Neural network topologies (神经网络拓扑) 下，选择支持的网络拓扑。

一般来说，更深的神经网络（层次较多）更适合在具有复杂曲线和急转弯的更复杂赛道上行驶、规避静
止障碍物的比赛或与其他移动车辆的比赛。但是，更深的神经网络的训练成本更高，模型需要更长的时
间才能融合。另一方面，更浅的网络（层次较少）成本更低，需要的训练时间更短。训练后的模型能够
处理较简单的赛道条件或行驶要求，例如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无障碍赛道上进行的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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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AWS DeepRacer 支持 3 层 CNN 或 5 层 CNN。
7. 在 Garage (车库)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以继续设置代理的操作空间。
8. 在 Action space (操作空间) 页面上，保留第一次训练的默认设置。对于后续训练，请尝试不同的转向角

度、最高速度及其粒度设置。然后选择下一步。
9. 在 “为车辆着色以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页面上，在 “命名你的名字” 中输入一个名字， DeepRacer然后

从车辆颜色列表中为特工选择一种颜色。然后，选择 Submit (提交)。
10. 在 Garage (车库) 页面上，检查新代理的设置。要进行其他修改，请选择 Mod vehicle (改装车辆)，然后

从步骤 4 开始重复上述步骤。

现在，您的代理已准备好进行训练了。

为计时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培训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 AWS DeepRacer，则应从简单的计时赛开始，熟悉如何训练 AWS DeepRacer 模
型来驾驶您的车辆。这样，你就可以更温和地介绍奖励功能、代理、环境等基本概念。你的目标是训练一
个模型，让车辆保持在赛道上，并尽可能快地完成一圈。然后，您可以将经过训练的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在物理赛道上测试驾驶，无需任何其他传感器。

要针对此场景训练模型，您可以从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的 Garag e 中选择默认代理。默认代理已配置
为单个前置摄像头、默认操作空间和默认神经网络拓扑。在转向更复杂的代理之前，开始使用默认代理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会很有帮助。

要使用默认代理训练模型，请遵循以下建议。

1. 用一条形状更规则和不那么急转弯的简单轨迹开始训练模型。使用默认奖励功能。然后训练模型 30 分
钟。训练作业完成后，在同一条赛道上评估您的模型，以观察代理能否完成一圈。

2. 阅读有关奖励函数参数 (p. 37)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激励措施继续训练，以奖励代理人走得更快。将下
一个模型的训练时间延长到 1-2 小时。比较第一次训练和第二次训练之间的奖励图。继续试验，直到奖
励图停止改善。

3. 阅读有关行动空间 (p. 7)的更多信息。通过提高最高速度（例如 1 m/s）对模型进行第三次训练。要修改
操作空间，当你有机会进行修改时，你必须在 Garage 中建造一个新的代理人。更新代理的最高速度
时，请注意，最高速度越高，代理完成评估中赛道的速度就越快，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在物理赛
道上完成一圈的速度也就越快。但是，更高的最高速度通常意味着训练聚合的时间更长，因为代理更有
可能在弯道上超速，从而偏离正轨。你可能需要降低粒度，为特工提供更多空间来加速或减速，并通过
其他方式进一步调整奖励功能，以帮助训练更快地融合。训练结束后，评估第三个模型，看看单圈时间是
否有所改善。继续探索，直到没有更多改进。

4. 选择更复杂的曲目，然后重复步骤 1 到步骤 3。在与您过去训练的轨道不同的轨道上评估您的模型，以
了解该模型如何推广到不同的虚拟轨道并推广到现实环境 (p. 11)。

5. （可选）使用不同的超参数 (p. 29)值进行实验以改进训练过程，然后重复步骤 1 到步骤 3。
6. （可选）检查和分析 AWS DeepRacer 日志。有关可用于分析日志的示例代码，请参阅 https://

github.com/aws-samples/aws-deepracer-workshops /tree/master/log- analysis。

为避物竞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在你熟悉了计时赛并训练了几个融合模型之后，接下来是下一个要求更高的挑战——避障。在这里，你的目
标是训练一个可以在不偏离轨道的情况下尽快完成一圈的模型，同时避免撞上放置在轨道上的物体。对于代
理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更难学习的问题，而且训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趋于一致。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支持两种类型的避障训练：可以在赛道上的固定或随机位置放置障碍物。在固定位
置下，在整个训练任务中，障碍物会保持固定在同一位置。使用随机位置，障碍物在不同剧集之间随机改变
各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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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的自由度较小，因此训练更容易汇聚在一起以避开固定位置的障碍物。但是，在训练的模型中内置
位置信息时，模型可能会过度拟合。因此，模型可能过度拟合，可能无法很好地概括。对于随机定位的避
障，训练更难融合，因为特工必须不断学习，以避免在以前从未见过的位置撞上障碍物。但是，使用此选项
训练的模型往往可以更好地进行概括，并且可以很好地转移到现实世界中。首先，在固定位置放置障碍物，
熟悉行为，然后应对随机地点。

在 AWS DeepRacer 模拟器中，障碍物是长方体盒子，其尺寸（9.5 英寸（长）x 15.25 英寸（宽）x 10/5 英
寸（高））与 AWS DeepRacer 车辆的包装箱相同。如果您将包装盒作为障碍物放在物理轨道上，则可以更
轻松地将经过训练的模型从模拟器转移到现实世界。

要尝试避障，请遵循以下步骤中概述的推荐做法：

1. 使用默认代理或通过自定义现有代理或构建新代理来尝试新的传感器和操作空间。应将最高速度限制在 
0.8 m/s 以下，将速度粒度限制为 1 或 2 级。

首先在固定位置放置 2 个物体，训练模型约 3 小时。使用示例奖励函数，在你将要参加比赛的赛道或与
该赛道非常相似的赛道上训练模型。AWS S DeepRacer mile Speedway（中级）赛道是一条简单的赛
道，因此是准备峰会比赛的好选择。使用相同数量的障碍物对同一轨道上的模型进行评估。观察预期的
奖励融合数（如果有）。

2. 阅读有关奖励函数参数 (p. 37)的信息。尝试不同的奖励功能。将障碍物数增加到 4。训练代理以查看
训练是否在相同的训练时间内趋于一致。如果没有，请再次调整你的奖励功能，降低最高速度或减少障
碍物数量，然后再次训练特工。重复试验，直到没有更明显的改善。

3. 现在，继续训练，避开随机位置的障碍物。您需要为代理配置额外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从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的 Garag e 获得。你可以使用立体摄像头。或者，你可以将LiDAR 单元与单镜头相
机或立体相机组合使用，但预计训练时间会更长。将动作空间设置为相对较低的最高速度（例如 2 m/
s），以使训练更快地收敛。对于网络架构，使用浅层神经网络，已发现该网络足以避障。

4. 在简单的轨道上随机放置 4 个物体，开始训练 4 个小时的避障新代理人。然后在同一条赛道上评估你的
模型，看看它能否在障碍物随机放置的情况下完成圈速。如果不是，你可能需要调整奖励功能，尝试不
同的传感器并延长训练时间。另一个提示是，你可以尝试克隆现有模型以继续训练，以利用以前学到的
经验。

5. （可选）为动作空间选择更高的最高速度，或者在轨道上随机放置更多障碍物。尝试不同的传感器组
合，调整奖励函数和超参数值。试验 5 层 CNN 网络拓扑。然后，重新训练模型以确定它们如何影响训
练的收敛。

为 head-to-bot 比赛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完成避障训练后，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个级别的挑战： head-to-bot 比赛训练模型。与避障赛事不
同， head-to-bot 赛车的环境充满活力，车辆在移动。您的目标是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训练模
型，使其与其他移动车辆竞争，以便在不偏离轨道或撞上任何其他车辆的情况下先到达终点线。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您可以让代理与 1-4 辆机器人车辆竞争，从而训练 head-to-bot 赛车模型。一般来
说，你应该在更长的赛道上设置更多的障碍物。

每辆机器人车辆都以恒定速度沿着预定义的路径行驶。你可以让它改变车道或留在起跑道上。与避障训练类
似，你可以让机器人车辆在两条车道上均匀分布在赛道上。控制台限制你在赛道上最多有 4 辆机器人载具。
在赛道上放置更多的竞争车辆可以让学习者有更多机会与其他车辆面对更多不同的情况。这样，它可以在一
次训练工作中学到更多，并且代理可以更快地接受培训。但是，每次训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趋于一
致。

要使用机器人载具训练特工，你应该将代理行动空间的最高速度设置为高于机器人载具的（恒定）速度，这
样特工在训练期间有更多的通过机会。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你应该将代理的最高速度设置为 0.8 m/s，将机
器人车辆的移动速度设置为 0.4 m/s。如果你让机器人改变车道，训练就会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特工不仅要
学会如何避免在同一车道上撞上前方行驶中的车辆，还要学会如何避免在另一条车道上撞上前方的另一辆行
驶中的车辆。你可以设置机器人以随机间隔改变车道。间隔的长度是在开始训练作业之前从您指定的时间范
围（例如 1 秒到 5 秒）中随机选择的。这种变道行为更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 head-to-bot 赛车行为，训练有
素的特工应该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训练模型使其趋同需要更长的时间。

按照以下建议的步骤反复进行 head-to-bot 赛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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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的 Garag e 中，构建一个配置有立体摄像头和 LiDAR 单元的新训练代理。
仅使用立体摄像头对抗机器人车辆就可以训练一个相对较好的模型。LiDAR 有助于减少代理人变道时的
盲点。不要将最高速度设置得太高。1 m/s 是一个好起点。

2. 要为 head-to-bot 赛车训练，从两辆机器人车辆开始。将机器人的移动速度设置为低于代理的最高速度
（例如，如果代理的最高速度为 1 m/s，则为 0.5 m/s）。禁用换道选项，然后选择您刚创建的训练代
理。使用其中一个奖励函数示例或进行最少的必要修改，然后训练 3 小时。使用你将要参加比赛的赛
道，或者与该赛道非常相似的赛道。AWS S DeepRacer mile Speedway（中级）赛道是一条简单的赛
道，因此是准备峰会比赛的好选择。训练完成后，在同一赛道上评估训练后的模型。

3. 对于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可以克隆你的训练模型来制作第二个 head-to-bot赛车模型。继续尝试使用更多
机器人载具或启用换道选项。从慢速变道操作开始，随机间隔超过 2 秒。你可能还想尝试自定义奖励功
能。通常，如果你不考虑超越其他车辆和保持正轨之间的平衡，你的自定义奖励函数逻辑可能与避障函
数逻辑类似。根据你之前的模型有多好，你可能需要再训练 3 到 6 个小时。评估您的模型并查看模型的
性能。

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训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要训练强化学习模型，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在控制台中，创建一个训练任务，选择支持的
框架以及可用的算法，添加新的奖励函数，然后配置训练设置。您也可以继续在模拟器中观看训练。您可以
在中找到 step-by-step 相关说明the section called “训练你的第一个模型” (p. 12)。

本节介绍如何训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请登录。其中还演示了如何创建和改进奖励函数、操作空
间如何影响模型的性能以及超级参数如何影响训练成绩。您还可以了解如何克隆模型来扩展训练会话，如何
使用模拟器来评估训练成绩，以及如何解决在从模拟转向真实环境时面临的一些挑战。

主题
• 创建您的奖励函数 (p. 27)
• 探索动作空间来训练一个强大的模型 (p. 29)
• 系统地调整超参数 (p. 29)
• 检查 AWS DeepRacer 培训任务进度 (p. 32)
• 克隆经过训练的模型以开始新的训练通行证 (p. 33)
• 在模拟中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p. 34)
• 将 AWS DeepRacer 事件 CloudWatch 记录到日志 (p. 34)
• 针对真实环境优化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 (p. 35)

创建您的奖励函数
奖励函数 (p. 37)描述了当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从赛道上的一个位置移动到新位置时的即时反馈
（奖励或惩罚分数）。该函数的目的是鼓励车辆沿赛道快速行驶到目的地，避免事故或违规。理想的驾
驶过程会由于其操作或其目标状态赢得较高的分数。非法或绕路的驾驶过程得到的分数较低。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时，奖励函数是唯一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部分。

通常，您设计奖励函数来用作激励计划。不同的激励策略会导致不同的车辆行为。要使车辆驾驶速度更快，
函数应为车辆沿赛道行驶提供奖励。该函数应对车辆完成一圈用时过长或者偏离赛道进行罚分。为了避免之
字形驾驶模式，可以为在赛道的直道部分转向更少的车辆进行奖分。奖励函数可在车辆通过特定里程时给出
正分数，这一里程通过 waypoints (p. 37) 来测量。这可以减少等待或者在错误方向上驾驶的情况。您也
可以更改奖励函数以将赛道情况考虑在内。但是，在奖励函数中越多地考虑特定于环境的信息，您训练的模
型过度拟合的可能性就越高，通用性就越低。要使您的模型适用性更强，您可以探索操作空间 (p. 29)。

如果激励计划未周详考虑，它可能导致负面效应这样的意外后果。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即时反馈是必要的，
但没有足够的条件用于强化学习。单独的即时奖励本身也无法确定驾驶路线是否理想。在特定位置，一个驾
驶路线可以获得较高的奖励。随后的驾驶路线可能会偏离赛道，得到较低的分数。在这种情况下，车辆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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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应该按高分驾驶路线行驶。只有当平均而言，从给定位置往后的所有移动会得到高分时，才认为前往下
一个位置的驾驶路线是理想的。未来的反馈按一定比例折扣，使得在平均奖励计算中，只包含少量以后的驾
驶路线或位置。

创建奖励函数 (p. 37)的一个良好做法是先创建一个涵盖基本场景的简单函数。您可以增强函数来处理更多
操作。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奖励函数。

主题
• 简单的奖励函数示例 (p. 28)
• 增强您的奖励功能 (p. 28)

简单的奖励函数示例
我们可以通过首先考虑最基本的情况来构建奖励函数。也就是在直道上从起点行驶到终点且不偏离赛道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奖励函数逻辑仅依赖于 on_track 和 progress。作为试验，您可以从以下逻辑开始：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if not params["all_wheels_on_track"]: 
        reward = -1 
    else if params["progress"] == 1 : 
        reward = 10 
    return reward

此逻辑在代理行驶偏离赛道时进行罚分。在代理行驶到终点线时奖分。这对实现既定目标是合理的。但是，
代理会在起点线和终点线之间自由行驶，包括在赛道上向后行驶。训练不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并
且训练模型在部署到实际车辆中时会导致驾驶效率低下。

实际上，如果代理能够在 bit-by-bit整个训练过程中学习，则可以更有效地学习。这意味着奖励函数应该随着
车辆在赛道上的行进逐渐加大给予的奖励。为了让代理在直线赛道上驾驶车辆，我们可以按下面所示改进奖
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if not params["all_wheels_on_track"]: 
        reward = -1 
    else: 
        reward = params["progress"] 
    return reward

利用此函数，代理可以在越接近终点线时获得更多奖励。这应该减少或消除向后驾驶的非生产性试验。通
常，我们希望奖励函数在操作空间上更均匀地分配奖励。创建有效的奖励函数可能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
务。您应该从一个简单的函数开始，并逐步增强或改进该函数。对于系统性试验，函数可能会更稳健和高
效。

增强您的奖励功能
在您成功地将 AWS DeepRacer 模型训练成简单的直道后，AWS DeepRacer 车辆（虚拟或物理）可以在不
偏离赛道的情况下自行行驶。如果您让车辆在环形赛道上行驶，它将不会保持在赛道上。奖励函数忽略了通
过转弯来保持在赛道上的操作。

要使车辆处理这些操作，您必须增强奖励函数。在代理进行允许的转弯时，函数应该予以奖励，如果代理做
出了非法转弯，则应给予罚分。然后，您便可以开始另一轮训练。要利用以前的训练，您可以通过克隆以前
训练的模型并传递以前学习的知识来开始新的训练。您可以按照这种模式逐步向奖励功能添加更多功能，训
练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行驶。

有关更高级的奖励函数，请参阅以下示例：

• the section called “示例 1：在计时赛中遵循中心线” (p. 51)
• the section called “示例 2：在计时赛中待在两个边界内”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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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tion called “示例 3：防止计时赛出现曲折现象” (p. 52)
• the section called “示例 4：在不撞上静止的障碍物或行驶中的车辆的情况下保持在一条车道上” (p. 53)

探索动作空间来训练一个强大的模型
作为通则，您训练的模型应该尽可能稳健，这样就可以将其应用到尽可能多的环境。稳健的模型是可以应用
到广泛赛道形状和条件的模型。一般而言，一个稳健的模型不够“智能”，因为其奖励函数没有包含特定于环
境的具体知识的能力。否则，您的模型更可能仅适用于类似于训练环境的环境。

在奖励函数中明确包含特定于环境的信息会导致特征工程。特征工程有助于减少训练时间，在针对特定环境
定制解决方案时会很有用。但是，要训练具有一般适用性的模型，您应该避免尝试大量特征工程。

例如，在圆形赛道上训练模型时，如果您在奖励函数中明确包含了这种集合属性，就不能预期得到适合任何
非圆形赛道的训练模型。

如何才能在训练出尽可能稳健的模型的同时，确保奖励函数尽可能简单？ 探索操作空间的一种方法是生成您
的代理可以采取的操作。另一种是通过基础训练算法的超级参数 (p. 29)进行实验。通常，您同时使用这两
种方法。在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探索行动空间，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训练一个强大的模型。

在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时，动作 (a) 是速度（t米每秒）和转向角度（s以度为单位）的组合。代理的
操作空间定义了代理可以使用的速度和转向角度范围。对于具有 m 个速度、(v1, .., vn) 和 n 个转向角度
的不连续操作空间 (s1, .., sm)，操作空间中有 m*n 个可能的操作。

a1:           (v1, s1)
...
an:           (v1, sn)

...
a(i-1)*n+j:   (vi, sj)
...

a(m-1)*n+1:   (vm, s1)
...
am*n:         (vm, sn)

(vi, sj) 的实际值取决于 vmax 和 |smax| 的范围，不均匀分布。

每次开始训练或迭代 AWS DeepRacer 模型时，都必须先指定nm、vmax和/|smax| 或同意使用它们的默认
值。根据您的选择，AWS DeepRacer 服务会生成您的代理可以在培训中选择的可用操作。生成的操作并非
均匀分布在操作空间上。

一般情况下，操作数越多、操作范围越大就会向您的代理提供更多的空间或选项，从而根据赛道情况做出更
为多变的选择，例如具有不规则转弯角度或方向的弯曲赛道。对代理可用的选项越多，就越能处理赛道情况
变化。因此，您即使使用简单奖励函数，训练模型也可以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例如，您的代理可以使用粗粒度的操作空间，其中只有少量速度和转弯角度，快速学习如何处理直线赛道。
在弯曲赛道上，此粗粒度的操作空间可能会导致代理转过头，在转弯时偏离赛道。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选项
供其处理来调整速度或转弯。增加速度数量和/或转弯角度数量，代理应该具备更好的能力来处理转弯，保持
在赛道上。同样，如果您的代理以之字形移动，您可以尝试增加转向范围的数量，从而减少在任意给定步骤
中的突然转向。

当操作空间太大时，训练性能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探索操作空间用时更长。请确保在模型的一般适用
性与训练性能要求之间实现效益平衡。这种优化涉及系统性实验。

系统地调整超参数
提升模型性能的一种方法是制订更好或更高效的训练过程。例如，为获取稳健的模型，在代理的操作空间
中，训练必须向代理提供或多或少的均匀分布采样。这需要充分权衡探索和开发。影响这些情况的变量包括
所用的训练数据量（number of episodes between each training 和 batch size）、代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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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learning rate) 以及探索部分 (entropy)。要使训练切实可行，您可能需要加快学习过程。影响这
一情况的变量包括 learning rate、batch size、number of epochs 和 discount factor。

影响训练过程的变量称为超级参数。这些算法特性并非基础模型的属性。遗憾的是，超级参数本质上是经验
性的。其最佳值对于所有实际用途未知，需要通过系统性实验来得出。

在讨论可以调整以调整 AWS DeepRacer 模型训练性能的超参数之前，让我们定义以下术语。

数据点

数据点也称为经验，它是 (s,a,r,s’) 的元组，其中 s 表示摄像头捕捉到的观察（或者状态），a 表示车辆
采取的操作，r 表示所述操作带来的预期奖励，以及 s’ 表示在采取之后的新观察。

情节

情节是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车辆从给定起点启动，然后到达终点完成赛道，或者跑出赛道。它是
一系列经验的具体表达。不同的情节可以有不同的长度。

经验缓冲区

经验缓冲区包含多个已排序的数据点，在训练过程中，从不同长度的固定数量情节上收集这些数据点。
对于 AWS DeepRacer，它对应于安装在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的摄像头捕获的图像以及车辆采
取的操作，并且是从中提取输入以更新底层（策略和价值）神经网络的来源。

Batch

批次是排序的经验列表，表示一段时间中的一部分模拟，用于更新策略网络权重。它是经验缓冲区的子
集。

训练数据

训练数据是从经验缓冲区中随机采样的批次组，用于训练策略网络权重。

算法超级参数及其效果

超参数 描述

Gradient 
descent batch 
size (梯度下降
批大小)

从经验缓冲区中随机采样的最近车辆经验数，用于更新基础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权重。随机
采样有助于减少输入数据中内在的关联。使用较大的批大小可以推动对神经网络更稳定和
更平滑的更新，但需要注意训练时间较长或者速度较慢的可能性。

必填

是
有效值

正整数 (32, 64, 128, 256, 512)
默认值

64

Number of 
epochs (纪元
数)

在梯度下降期间，遍历训练数据以更新神经网络权重的次数。训练数据对应于来自经验缓
冲区的随机样本。使用较大的纪元数可以推动更稳定的更新，但预计训练速度较慢。当批
大小较小时，您可以使用较少的纪元数

必填

否
有效值

介于 [3 - 10] 的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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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参数 描述
默认值

3

Learning rate 
(学习速率)

在每次更新期间，新权重的一部分可以来自梯度下降（或上升）的贡献，其余部分来自现
有权重值。学习速率控制控制梯度下降（或上升）更新对网络权重的贡献度。使用较高的
学习速率可以包括更多的梯度下降贡献，从而加快训练，但请注意，如果学习速率太高，
预期奖励可能不会收敛。

必填

否
有效值

介于 0.00000001（或 10-8）和 0.001（或 10-3）之间的实数
默认值

0.0003

Entropy 用于确定何时向策略分布添加随机性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加的不确定性有助于 AWS 
DeepRacer 飞行器更广泛地探索行动空间。较大的熵值会推动车辆更彻底地探索操作空
间。

必填

否
有效值

介于 0 和 1 之间的实数。
默认值

0.01

Discount factor 
(折扣系数)

系数指定了未来奖励对预期奖励的影响程度。折扣系数值越大，行驶过程中考虑贡献时需
要考虑的距离就越远，训练就越慢。使用折扣系数 0.9，车辆根据行驶过程的接下来 10 
个步骤提供奖励。使用折扣系数 0.9999，车辆根据行驶过程的接下来 10000 个步骤提供
奖励。建议的折扣系数值是 0.99、0,999 和 0.9999。

必填

否
有效值

介于 0 和 1 之间的实数。
默认值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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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参数 描述

Loss type (损
耗类型)

用于更新网络权重的目标函数的类型。一个良好的训练算法应该对代理的策略进行渐进式
改变，使它逐渐从采取随机行动转变为采取战略性行动以增加奖励。但是，如果算法进行
了过大的更改，训练将变得不稳定，代理最终也不会学习。Huber loss (Huber 损耗) 和
Mean squared error loss (均方误差损耗) 类型针对小型更新的行为方式相似。但是，随
着更新变得越来越大，Huber loss (Huber 损耗) 相比 Mean squared error loss (均方误差
损耗) 占用的增量较小。当您遇到收敛问题时，请使用 Huber loss (Huber 损耗) 类型。当
收敛正常并且您希望提高训练速度时，请使用 Mean squared error loss (均方误差损耗)
类型。

必填

否
有效值

（Huber loss (Huber 损耗)、Mean squared error loss (均方误差损耗)）
默认值

Huber loss (Huber 损耗)

Number of 
experience 
episodes 
between 
each policy-
updating 
iteration (每次
策略更新迭代
之间的经验情
节数)

从中提取训练数据的经验缓冲区的大小，这些数据用于学习策略网络权重。经验情节是一
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代理从给定起点启动，然后到达终点完成赛道，或者跑出赛道。
它由一系列经验组成。不同的情节可以有不同的长度。对于简单强化学习问题，较小的缓
冲区可能已足够，学习速度较快。对于具有更多局部最大值的更复杂问题，需要更大的经
验缓冲区来提供更多不相关的数据点。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更慢但更稳定。建议的值为 
10、20 和 40。

必填

否
有效值

介于 5 和 100 之间的整数。
默认值

20

检查 AWS DeepRacer 培训任务进度
启动训练作业之后，您可以检查各个情节的奖励和赛道完成情况等训练指标，以便确定模型在训练作业中的
性能。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上，指标显示在奖励图表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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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查看在各个情节中赢得的奖励、每次迭代的平均奖励、每个情节的进度、每次迭代的平均进度或
这些指标的任意组合。为此，请切换奖励图表底部的奖励（剧集、平均值）或进度（剧集、平均值）开关。
每个情节的奖励和进度以不同颜色的散点图显示。平均奖励和赛道完成情况以线形图显示，从第一次迭代之
后开始。

奖励范围显示在图形的左侧，进度范围 (0-100) 显示在右侧。要读取某个训练指标的精确值，请将鼠标移动
到图形上靠近数据点的位置。

当训练仍在进行时，图形每 10 秒自动更新一次。您可以选择刷新按钮以手动更新指标显示。

如果平均奖励和赛道完成情况表现出收敛的趋势，则训练任务良好。特别是，如果每个情节的进度持续达到 
100%，并且奖励呈平稳状态，则表示模型可能已收敛。如果不是，请克隆模型并重新训练。

克隆经过训练的模型以开始新的训练通行证
如果您克隆之前的训练模型作为新一轮训练的起点，就可以提升训练效率。要执行此操作，请修改超级参数
以利用已经学习的知识。

在本节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克隆经过训练的模型。

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迭代训练强化学习模型

1. 如果您尚未登录 AWS DeepRacer Gateway 控制台，请登录。
2. 在模型页面上，选择经过训练的模型，然后从操作下拉菜单列表中选择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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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Model details (模型详细信息)，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不想为克隆的模型生成名称，请键入RL_model_1模型名称。
b. （可选）在 to-be-cloned 模型描述 -可选中为模型提供描述。

4. 对于环境模拟，请选择其他轨道选项。
5. 对于 Reward function (奖励函数)，请选择可用奖励函数示例之一。修改奖励函数。例如，请考虑转向。
6. 展开 Algorithm settings (算法设置) 并尝试不同的选项。例如，将 Gradient descent batch size (梯度下

降批大小) 值从 32 更改为 64，或者增加 Learning rate (学习速率) 以加快学习速度。
7. 使用选择的不同 Stop conditions (停止条件) 进行实验。
8. 选择 Start training (开始训练) 以开始新一轮的训练。

与平时训练稳健的机器学习模型一样，您务必进行系统的实验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在模拟中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评估模型是为了测试已训练模型的性能。在 AWS 中 DeepRacer，标准性能指标是连续完成三圈的平均时
间。使用此指标，对于任何两个模型，如果一个模型可以使代理在同一轨道上更快地行驶，则该模型优于另
一个模型。

一般而言，评估模型涉及以下任务：

1. 配置并启动评估作业。
2. 在任务运行时观察正在进行的评估。这可以在 AWS DeepRacer 模拟器中完成。
3. 在评估任务完成后检查评估摘要。您可以随时终止正在进行的评估任务。

Note

评估时间取决于您选择的标准。如果您的模型不符合评估标准，则评估将持续运行，直到达到 20 
分钟上限。

4. （可选）将评估结果提交给符合条件的 AWS DeepRacer 排行榜 (p. 106)。排行榜上的排名让您可以了
解您的模型相对于其他参赛者的表现如何。

使用 AWS DeepRacer 车辆在物理赛道上行驶来测试 AWS DeepRacer 模型，请参阅操作您的车
辆 (p. 55)。

将 AWS DeepRacer 事件 CloudWatch 记录到日志
出于诊断目的，AWS DeepRacer 会在训练和评估期间向 CloudWatch Logs 报告某些运行时事件。

这些事件记录到特定于作业的任务流中。对于训练作业，日志流显示在 /aws/sagemaker/TrainingJobs
日志组下。对于模拟作业，日志流显示在 /aws/robomaker/SimulationJobs 日志组下。对于提
交到 AWS Le DeepRacer ague 虚拟巡回赛排行榜的评估任务，日志流显示在/aws/deepracer/
leaderboard/SimulationJobs日志组下方。对于奖励函数执行，日志流显示在 /aws/lambda/AWS-
DeepRacer-Test-Reward-Function 日志组下。

除了以 SIM_TRACE_LOG 开头的日志条目之外，大部分日志条目是自说明的。此日志条目的示例如下所示：

SIM_TRACE_LOG:0,14,3.1729,0.6200,-0.2606,-0.26,0.50,2,0.5000,False,True,1.4878,1,17.67,1563406790.240018

事件项分别对应于以下数据值：

SIM_TRACE_LOG: episode, step, x-coordinate, y-
coordinate, heading, steering_angle, speed, action_taken, reward, job_completed, all_wheels_on_track, progress, 
   closest_waypoint_index, track_length, 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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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访问 AWS DeepRacer 日志，您可以使用CloudWatch控制台、AWS CLI或 SAWS DK。

要使用 AWS DeepRacer 日志，请使用AWS CLI

1. 打开终端窗口。
2. 键入以下命令：

aws logs get-log-events \  
    --log-group-name a-deepracer-log-group-name \ 
    --log-stream-name a-deepracer-log-stream-name

该命令将返回与以下输出类似的结果：

{ 
    "events": [ 
        { 
            "timestamp": 1563406819300, 
            "message": 
 "SIM_TRACE_LOG:2,155,7.3941,1.0048,0.0182,-0.52,1.00,1,0.0010,False,False,14.7310,16,1
7.67,1563406818.939216", 
            "ingestionTime": 1563406819310 
        }, 
         
        ... 
         
        { 
            "timestamp": 1563407217100, 
            "message": 
 "SIM_TRACE_LOG:39,218,5.6879,0.3078,-0.1135,0.52,1.00,9,0.0000,True,False,20.7185,9,17.67,1563407216.694622", 
            "ingestionTime": 1563407217108 
        }, 
        { 
            "timestamp": 1563407218143, 
            "message": "Training> Name=main_level/agent, Worker=0, Episode=40, Total 
 reward=61.93, Steps=4315, Training iteration=0", 
            "ingestionTime": 1563407218150 
        } 
    ], 
    "nextForwardToken": "f/34865146013350625778794700014105997464971505654143647744", 
    "nextBackwardToken": "b/34865137118854508561245373892407536877673471318173089813"
}

要在 DeepRacer 日志控制台中查看 AWS CloudWatch 日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 CloudWatch 控制台。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Logs (日志)。
3. 选择合适的日志组。

为了帮助快速查找 AWS DeepRacer 特定的事件日志，请在筛选框中键入上述日志组名称之一。
4. 选择日志流以打开日志文件。

要快速查找指定日志组中的最新日志流，请按照 Last Event Time (上次事件时间) 排序列表。

针对真实环境优化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
许多因素会影响训练模型的真实表现，包括操作空间 (p. 29)的选择、奖励函数 (p. 27)、训练中使用
的超级参数 (p. 29)以及车辆校准 (p. 70)和真实赛道 (p. 95)条件。此外，模拟仅仅是（通常很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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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优化真实环境的训练

糙）真实世界的近似。这些情况使得将在模拟中训练的模型在应用到真实世界时，取得满意的成绩成为了一
项挑战。

训练模型以提供稳定的真实性能通常需要在模拟环境中多次迭代对奖励函数 (p. 27)、操作空
间 (p. 29)、超级参数 (p. 29)和评估 (p. 34)的探索，然后在真实环境中测试 (p. 77)。最后一步涉
及所谓的simulation-to-real 世界（sim2real）传输，可能会感觉不灵活。

为了帮助应对 sim2real 挑战，请注意以下几点：

• 确保良好校准了您的车辆。

这非常重要，因为模拟环境很可能是部分代表了真实环境。此外，代理在每一步中根据当前赛道情况采取
操作，而赛道情况是摄像头捕获的图像。它看得不够远，无法快速规划路线。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模拟对
速度和转向施加了限制。要确保训练模型在真实世界中正常工作，车辆必须经过正确的校准以匹配这些和
其他模拟设置。有关校准车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校准您的车辆” (p. 70)。

• 首先使用默认模型测试您的车辆。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在其推理引擎中加载了预训练的模型。在真实环境中测试自己的模型之前，请
确保车辆在默认模型中可以良好地运行。如果不行，请检查物理赛道设置。在修建不正确的物理赛道中测
试模型可能会导致性能欠佳。在这种情况下，请重新配置或修理您的赛道，然后再启动或恢复测试。

Note

在运行 AWS DeepRacer 车辆时，无需调用奖励函数，即可根据经过训练的策略网络推断操作。
• 确保模型在模拟中正常工作。

如果您的模型不能正常工作，可能是整个模型或赛道有缺陷。要找出根本原因，您应首先在模拟中评估模
型 (p. 34)，检查模拟的代理是否可以至少完成一圈而不偏离赛道。您可以通过检查奖励的收敛并观察代
理在模拟器中的轨迹，来查找原因。如果奖励在模拟的代理完成一圈达到最大值而没有衰退时，这可能是
一个良好的模型。

• 不要过度训练模型。

模型在模拟中稳定地完成赛道后继续训练会导致模型中的过度拟合。过度拟合的模型无法在真实环境中良
好运行，因为它无法处理哪怕是模拟赛道与真实环境中很小的差别。

• 使用来自不同迭代的多个模型。

典型的训练会话会生成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介于拟合不足与过度拟合之间。因为没有先验标准来确定正
好合适的模型，所以您应该从代理在模拟器中完成一圈开始，到其能稳定跑圈之间，选择几个模型候选。

• 在测试中，从低速开始，逐步增加驾驶速度。

测试部署到车辆上的模型时，首先从较小的最高速度值开始。例如，您可以将测试速度限制设置为小于训
练速度限制 10%。然后，逐渐增加测试速度限制，直到车辆开始正常行驶。您可以在校准车辆时使用设
备控制台设置测试速度限制。如果车辆行驶得太快，例如，如果速度超过了在模拟器中训练期间看到的速
度，则模型不太可能在真实赛道上表现良好。

• 使用车辆在不同开始位置测试模型。

模型学习在模拟中采用了特定路线，可能会对其在赛道上的位置比较敏感。您应在赛道边界内的不同位置
开始车辆测试（从左边到中间到右边），以查看模型是否在特定位置表现良好。大多数模型倾向于让车辆
靠近白线的某一边。为了帮助分析车辆的路径，逐个步骤绘制模拟中车辆的位置 (x, y)，确定您的车辆在真
实环境中可能采取的路线。

• 在直道上开始测试。

在直道上导航比在弯道上要容易得多。在直道上开始测试有助于快速排除欠佳的模型。如果车辆大部分时
间无法按照直道行驶，模型在外道上的表现也不会好。

• 注意车辆仅采取一种类型操作的行为。

当您的车辆只能采取一种动作时，例如，仅向左转向车辆，则该模型可能过度装配或不合适。对于给定模
型参数，训练中过多迭代会导致模型过度拟合。迭代太少会导致拟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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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车辆沿赛道边界纠正其路径的能力。

良好的模型在车辆靠近赛道边界时会纠正自身。大多数良好训练的模型具有此功能。如果车辆可以在赛道
两端边界纠正自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稳健的高质量模型。

• 注意车辆表现出的不一致行为。

策略模型表示在给定状态下采取行动的概率分布。将训练模型加载到其推理引擎后，车辆可以根据模型的
执行选择最可能的操作，一次一个步骤。如果操作概率均匀分步，则车辆采取概率相等或相近的任意一个
操作。这将导致不稳定的驾驶行为。例如，当车辆有时沿着直线路行驶（例如，一半的时间），而在其他
时间进行不必要的转弯，则模型要么不合适，要么过配。

• 注意车辆只能转向一种类型（向左或向右）。

如果车辆左转非常好但在尝试右转时出现问题，或者，如果车辆只能很好地右转但左转则不行，您需要仔
细校准或重新校准车辆的转向。或者，您可以尝试使用其训练设置接近实际测试环境设置的模型。

• 当心车辆突然转弯并偏离轨道。

如果车辆大部分时间按照正确路线行驶，但突然偏离赛道，则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干扰。大多数常见干扰包
括意外或无意识的反光。在这种情况下，在赛道周围使用隔离或者其他方式来减少眩光。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参考
以下是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的技术参考。

主题
•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的输入参数 (p. 37)
•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示例 (p. 51)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的输入参数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将字典对象作为输入。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reward = ... 

    return float(reward)

params 词典对象包含以下键/值对：

{ 
    "all_wheels_on_track": Boolean,        # flag to indicate if the agent is on the track 
    "x": float,                            # agent's x-coordinate in meters 
    "y": float,                            # agent's y-coordinate in meters 
    "closest_objects": [int, int],         # zero-based indices of the two closest objects 
 to the agent's current position of (x, y). 
    "closest_waypoints": [int, int],       # indices of the two nearest waypoints. 
    "distance_from_center": float,         # distance in meters from the track center  
    "is_crashed": Boolean,                 # Boolean flag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agent has 
 crashed. 
    "is_left_of_center": Boolean,          # Flag to indicate if the agent is on the left 
 side to the track center or not.  
    "is_offtrack": Boolean,                # Boolean flag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agent has 
 gone off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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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_reversed": Boolean,                # flag to indicate if the agent is driving 
 clockwise (True) or counter clockwise (False). 
    "heading": float,                      # agent's yaw in degrees 
    "objects_distance": [float, ],         # list of the objects' distances in meters 
 between 0 and track_length in relation to the starting line. 
    "objects_heading": [float, ],          # list of the objects' headings in degrees 
 between -180 and 180. 
    "objects_left_of_center": [Boolean, ], # list of Boolean flags indicating whether 
 elements' objects are left of the center (True) or not (False). 
    "objects_location": [(float, float),], # list of object locations [(x,y), ...]. 
    "objects_speed": [float, ],            # list of the objects' speeds in meters per 
 second. 
    "progress": float,                     # percentage of track completed 
    "speed": float,                        # agent's speed in meters per second (m/s) 
    "steering_angle": float,               # agent's steering angle in degrees 
    "steps": int,                          # number steps completed 
    "track_length": float,                 # track length in meters. 
    "track_width": float,                  # width of the track 
    "waypoints": [(float, float), ]        # list of (x,y) as milestones along the track 
 center

}

输入参数的更多详细技术参考如下所示。

all_wheels_on_track
类型：Boolean

范围：(True:False)

一个 Boolean 标记，指示代理是在赛道上还是偏离赛道。如果车辆的任一车轮位于赛道边界外，则将车辆
视为偏离赛道 (False)。如果车辆的所有车轮都在两个赛道边界内，则将车辆视为在赛道上 (True)。下图显
示了代理在赛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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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代理偏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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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all_wheels_on_track 参数的奖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 
    Example of using all_wheels_on_track and speed 
    ''' 

    # Read input variables 
    all_wheels_on_track = params['all_wheels_on_track'] 
    speed = params['speed'] 

    # Set the speed threshold based your action space 
    SPEED_THRESHOLD = 1.0 

    if not all_wheels_on_track: 
        # Penalize if the car goes off track 
        reward = 1e-3 
    elif speed < SPEED_THRESHOLD: 
        # Penalize if the car goes too slow 
        reward = 0.5 
    else: 
        # High reward if the car stays on track and goes fast 
        reward = 1.0 

    return float(reward) 
             

closest_waypoints
类型： [int, int]

范围：[(0:Max-1),(1:Ma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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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代理当前位置 (x, y) 的两个相邻 waypoint 的从零开始的索引。距离是根据与代理中心的欧氏距
离来测量的。第一个元素指代理后面最近的路点，第二个元素指代理前面最近的路点。Max 是路点列表的长
度。在waypoints (p. 50)的图示中，closest_waypoints 将为 [16, 17]。

示例：使用 closest_waypoints 参数的奖励函数。

以下示例奖励函数演示如何使用 waypoints、closest_waypoints 和 heading 来计算即时奖励。

AWS DeepRacer 支持以下库：数学、随机 NumPy SciPy、和 Shapely。要使用一个，请在函数定义的上方
添加一个 import 语句def function_name(parameters)。import supported library

# Place import statement outside of function (supported libraries: math, random, numpy, 
 scipy, and shapely)
# Example imports of available libraries
#
# import math
# import random
# import numpy
# import scipy
# import shapely

import math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 
    Example of using waypoints and heading to make the car poin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 Read input variables 
    waypoints = params['waypoints'] 
    closest_waypoints = params['closest_waypoints'] 
    heading = params['heading'] 

    # Initialize the reward with typical value 
    reward = 1.0 

    # Calcul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center line based on the closest waypoints 
    next_point = waypoints[closest_waypoints[1]] 
    prev_point = waypoints[closest_waypoints[0]] 

    # Calculate the direction in radius, arctan2(dy, dx), the result is (-pi, pi) in 
 radians 
    track_direction = math.atan2(next_point[1] - prev_point[1], next_point[0] - 
 prev_point[0]) 
    # Convert to degree 
    track_direction = math.degrees(track_direction) 

    # Calcul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ck direction and the heading direction of the 
 car 
    direction_diff = abs(track_direction - heading) 
    if direction_diff > 180: 
        direction_diff = 360 - direction_diff 

    # Penalize the reward if the difference is too large 
    DIRECTION_THRESHOLD = 10.0 
    if direction_diff > DIRECTION_THRESHOLD: 
        reward *= 0.5 

    return float(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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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st_objects
类型： [int, int]

范围：[(0:len(object_locations)-1), (0:len(object_locations)-1]

最接近代理当前位置 (x, y) 的两个物体的从零开始的索引。第一个索引指代理后面最近的物体，第二个索引
指代理前面最近的物体。如果只有一个物体，则两个索引都为 0。

distance_from_center
类型： float

范围：0:~track_width/2

代理中心和赛道中心之间的位移（以米为单位）。当代理的任一车轮位于赛道边界外时可观察到的最大位
移，并且根据赛道边界的宽度，它可以略小于或大于 track_width 的一半。

示例：使用 distance_from_center 参数的奖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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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of using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 

    # Read input variable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 Penalize if the car is too far away from the center 
    marker_1 = 0.1 * track_width 
    marker_2 = 0.5 * track_width 

    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1: 
        reward = 1.0 
    el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2: 
        reward = 0.5 
    else: 
        reward = 1e-3  # likely crashed/ close to off track 

    return float(reward)  
             

heading
类型： float

范围：-180:+180

代理相对于坐标系 x 轴的前进方向（以度为单位）。

示例：使用 heading 参数的奖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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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sest_waypoints (p. 40)：

is_crashed
类型： Boolean

范围：(True:False)

一个布尔标记，用于指示代理的最终状态是否为撞向另一个物体（True 或 False）

is_left_of_center
类型： Boolean

范围：[True : False]

一个 Boolean 标记，用于指示代理是位于赛道中心的左侧 (True) 还是右侧 (False)。

is_offtrack
类型： Boolean

范围：(True:False)

一个布尔标记，用于指示代理的最终状态是否为脱离赛道（True 或 False）。

is_reversed
类型： Boolean

范围：[True:False]

一个布尔标记，用于指示代理是顺时针行驶 (True) 还是逆时针行驶 (False)。

此参数在您针对每个过程改变方向时使用。

objects_distance
类型： [float, … ]

范围：[(0:track_length), … ]

环境中物体之间相对于起始线的距离列表。第 i 个元素测量沿赛道中心线第 i 个物体与起始线之间的距离。

Note

abs | (var1) - (var2)| = 汽车与物体的接近程度, WHEN var1 = ["objects_distance"][index] and var2 = 
params["progress"]*params["track_length"]
要获取车辆前方最近物体和车辆后方最近物体的索引，请使用“closest_objects”参数。

objects_heading
类型： [float, … ]

范围：[(-180:1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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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前进方向（以度为单位）列表。第 i 个元素测量第 i 个物体的前进方向。对于静止物体，其前进方向为 
0。对于自动程序车辆，相应元素的值是车辆的前进角度。

objects_left_of_center
类型： [Boolean, … ]

范围：[True|False, … ]

布尔标记列表。第 i 个元素值指示第 i 个物体位于赛道中心的左侧 (True) 还是右侧 (False)。

objects_location
类型： [(x,y), ...]

范围：[(0:N,0:N), ...]

所有物体位置的列表，每个位置都是 (x, y (p. 50)) 的元组。

列表的大小等于赛道上的物体数。注意，物体可能是静止的障碍物，移动的自动程序车辆。

objects_speed
类型： [float, … ]

范围：[(0:12.0), … ]

赛道上物体的速度（米/秒）列表。对于静止物体，其速度为 0。对于机器人载具，该值是您在训练中设置的
速度。

progress
类型： float

范围：0:100

赛道完成百分比。

示例：使用 progress 参数的奖励函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步骤 (p. 48)。

speed
类型： float

范围：0.0:5.0

观察到的代理速度，以米/秒 (m/s)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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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speed 参数的奖励函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ll_wheels_on_track (p. 38)。

steering_angle
类型： float

范围：-30:30

前轮与代理中心线之间的转向角（以度为单位）。负号 (-) 表示向右转向，正号 (+) 表示向左转向。代理中心
线不一定与赛道中心线平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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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steering_angle 参数的奖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Example of using steering angle 
    ''' 

    # Read input variable 
    abs_steering = abs(params['steering_angle']) # We don't care whether it is left or 
 right steering 

    # Initialize the reward with typical value 
    reward = 1.0 

    # Penalize if car steer too much to prevent zigzag 
    ABS_STEERING_THRESHOLD = 20.0 
    if abs_steering > ABS_STEERING_THRESHOLD: 
        reward *= 0.8 

    return float(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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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类型： int

范围：0:Nstep

完成的步骤数。步骤对应于代理按照当前策略所采取的操作。

示例：使用 steps 参数的奖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 
    Example of using steps and progress 
    ''' 

    # Read input variable 
    steps = params['steps'] 
    progress = params['progress'] 

    # Total num of steps we want the car to finish the lap, it will vary depends on the 
 track length 
    TOTAL_NUM_STEPS = 300 

    # Initialize the reward with typical value 
    reward = 1.0 

    # Give additional reward if the car pass every 100 steps faster than expected 
    if (steps % 100) == 0 and progress > (steps / TOTAL_NUM_STEPS) * 100 : 
        reward += 10.0 

    return float(reward) 
                

track_length
类型： float

范围：[0:Lmax]

赛道长度（以米为单位）。Lmax is track-dependent.

track_width
类型： float

范围：0:Dtrack

赛道宽度（以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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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track_width 参数的奖励函数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 
    Example of using track width 
    ''' 

    # Read input variable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 Calculate the distance from each border 
    distance_from_border = 0.5 * track_width - distance_from_center 

    # Reward higher if the car stays inside the track borders 
    if distance_from_border >= 0.05: 
        reward = 1.0 
    else: 
        reward = 1e-3 # Low reward if too close to the border or goes off the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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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float(reward)

x, y
类型： float

范围：0:N

包含赛道的模拟环境的沿 x 和 y 轴的代理中心位置（以米为单位）。原点位于模拟环境的左下角。

waypoints
类型：[float, float] 的 list

范围：[[xw,0,yw,0] … [xw,Max-1, yw,Max-1]]

沿赛道中心排列、取决于赛道的 Max 里程的有序列表。每个里程碑都用 (xw,i, yw,i) 坐标来描述。对于环形赛
道，第一个路径点与最后一个路径点相同。对于直道和其他非环形赛道，第一个路径点与最后一个路径点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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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waypoints 参数的奖励函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sest_waypoints (p. 40)。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示例
以下列出了 AWS DeepRacer 奖励函数的一些示例。

主题
• 示例 1：在计时赛中遵循中心线 (p. 51)
• 示例 2：在计时赛中待在两个边界内 (p. 52)
• 示例 3：防止计时赛出现曲折现象 (p. 52)
• 示例 4：在不撞上静止的障碍物或行驶中的车辆的情况下保持在一条车道上 (p. 53)

示例 1：在计时赛中遵循中心线
此示例确定代理距中心线的距离，如果代理靠近赛道的中心，则提供更高的奖励，鼓励代理紧贴中心线行
驶。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Example of rewarding the agent to follow center line 
    ''' 
     
    # Read input parameters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 Calculate 3 markers that are increasingly further away from the cente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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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r_1 = 0.1 * track_width 
    marker_2 = 0.25 * track_width 
    marker_3 = 0.5 * track_width 

    # Give higher reward if the car is closer to center line and vice versa 
    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1: 
        reward = 1 
    el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2: 
        reward = 0.5 
    el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3: 
        reward = 0.1 
    else: 
        reward = 1e-3  # likely crashed/ close to off track 

    return reward

示例 2：在计时赛中待在两个边界内
如果代理人待在边境内，这个例子只会给出高额奖励，让特工找出完成一圈的最佳路径。它易于编程和理
解，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融合。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Example of rewarding the agent to stay inside the two borders of the track 
    ''' 
     
    # Read input parameters 
    all_wheels_on_track = params['all_wheels_on_track']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 Give a very low reward by default 
    reward = 1e-3 

    # Give a high reward if no wheels go off the track and  
    # the car is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track borders  
    if all_wheels_on_track and (0.5*track_width - distance_from_center) >= 0.05: 
        reward = 1.0 

    # Always return a float value 
    return reward

示例 3：防止计时赛出现曲折现象
此示例奖励代理紧贴中心线行驶，但如果转向角太大，则会受到惩罚（减少奖励），这有助于防止之字形行
驶。特工在模拟器中学会平稳驾驶，部署到实体车辆时可能会保持相同的行为。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Example of penalize steering, which helps mitigate zig-zag behaviors 
    ''' 
     
    # Read input parameters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abs_steering = abs(params['steering_angle']) # Only need the absolute steering angle 

    # Calculate 3 marks that are farther and father away from the center line 
    marker_1 = 0.1 * track_width 
    marker_2 = 0.25 * track_width 
    marker_3 = 0.5 * track_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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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ve higher reward if the car is closer to center line and vice versa 
    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1: 
        reward = 1.0 
    el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2: 
        reward = 0.5 
    elif distance_from_center <= marker_3: 
        reward = 0.1 
    else: 
        reward = 1e-3  # likely crashed/ close to off track 

    # Steering penality threshold, change the number based on your action space setting 
    ABS_STEERING_THRESHOLD = 15  

    # Penalize reward if the car is steering too much 
    if abs_steering > ABS_STEERING_THRESHOLD: 
        reward *= 0.8 

    return float(reward)

示例 4：在不撞上静止的障碍物或行驶中的车辆的情况下保持在一
条车道上

此奖励功能奖励特工停留在赛道边界内，并惩罚特工离赛道前方物体太近。代理可变道以避免撞车。总奖励
是奖励和惩罚的加权总和。为了避免碰撞，该示例更加重视处罚。尝试不同的平均权重，针对不同的行为结
果进行训练。

import math
def reward_function(params): 
    ''' 
    Example of rewarding the agent to stay inside two borders 
    and penalizing getting too close to the objects in front 
    ''' 
    all_wheels_on_track = params['all_wheels_on_track'] 
    distance_from_center = params['distance_from_center'] 
    track_width = params['track_width'] 
    objects_location = params['objects_location'] 
    agent_x = params['x'] 
    agent_y = params['y'] 
    _, next_object_index = params['closest_objects'] 
    objects_left_of_center = params['objects_left_of_center'] 
    is_left_of_center = params['is_left_of_center'] 
    # Initialize reward with a small number but not zero 
    # because zero means off-track or crashed 
    reward = 1e-3 
    # Reward if the agent stays inside the two borders of the track 
    if all_wheels_on_track and (0.5 * track_width - distance_from_center) >= 0.05: 
        reward_lane = 1.0 
    else: 
        reward_lane = 1e-3 
    # Penalize if the agent is too close to the next object 
    reward_avoid = 1.0 
    # Distance to the next object 
    next_object_loc = objects_location[next_object_index] 
    distance_closest_object = math.sqrt((agent_x - next_object_loc[0])**2 + (agent_y - 
 next_object_loc[1])**2) 
    # Decide if the agent and the next object is on the same lane 
    is_same_lane = objects_left_of_center[next_object_index] == is_left_of_center 
    if is_same_lane: 
        if 0.5 <= distance_closest_object < 0.8: 
            reward_avoid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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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f 0.3 <= distance_closest_object < 0.5: 
            reward_avoid *= 0.2 
        elif distance_closest_object < 0.3: 
            reward_avoid = 1e-3  # Likely crashed 
    # Calculate reward by putting different weights on 
    # the two aspects above 
    reward += 1.0 * reward_lane + 4.0 * reward_avoid 
    return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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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在 AWS DeepRacer 模拟器中完成 AWS DeepRacer 模型的训练和评估后，您可以将该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您可以将车辆设置为在赛道上行驶，并在物理环境中评估模型的性能。这将模仿
真实的自动驾驶赛车。

在首次驾驶车辆之前，您必须设置车辆、安装软件更新并校准其驱动链子系统。

要在物理赛道上驾驶车辆，您必须一个赛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构建您的光路 (p. 95)

主题
• 了解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55)
• 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选择 Wi-Fi 网络 (p. 68)
• 启动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p. 69)
• 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70)
• 将模型上传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76)
• 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77)
• 检查和管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设置  (p. 80)
• 查看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日志 (p. 84)

了解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是一款支持机器学习、电池供电、连接 Wi-Fi 的 1/18 比例模型四轮驱动汽车，前
置有 400 万像素摄像头和基于 Ubuntu 的计算模块。

车辆可以通过基于其计算模块中的强化学习模型的运行推断来进行自动驾驶。您也可以手动驾驶车辆，而无
需部署任何强化学习模型。如果您还没有获得 AWS DeepRacer 车辆，可以在这里订购一辆。

AWS DeepRacer 车辆由有刷电机提供动力。行驶速度由一个电压调节器控制，该电压调节器可控制电机的
转速。操作转向系统的伺服机构（伺服）受到 AWS DeepRacer 车辆底盘的黑色护罩保护。

主题
• 检查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55)
• 为您的 AWS DeepRacer 电池充电并安装 (p. 57)
• 测试您的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 (p. 58)
• 关闭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58)
• AWS DeepRacer 车辆 LED 指示灯  (p. 58)
• AWS DeepRacer 设备备件  (p. 60)

检查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打开 AWS DeepRacer 车箱时，您应该会找到以下组件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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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注释

车辆底盘 [1] 包括一个用于捕捉车辆驾驶体验的前置摄像头和一个
用于自动驾驶的计算模块。您可以在车辆的设备控制
台上将摄像头所捕获的图像作为流视频观看。底盘包
括整流式电动机、电子速度控制器 (ESC) 和伺服机构
（伺服）

车身外壳 [2] 在设置车辆时将其取下。

Micro-USB 到 USB-A 电缆 [3] 使用此部件来支持 USB-OTG 功能。

计算电池 [4] 使用它为在下载的 AWS DeepRacer 强化学习模型上
运行推理的计算模块提供支持。

计算电池连接器电缆 [5] 使用此 USB-C 到 USB-C 电缆连接计算模块与电池。
如果您用的是 Dell 计算电池，则此电缆将长一些。

电源线 [6a] 用于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插座。

电源适配器 [6b] 用于为计算电池和计算模块充电。

销（备件）[7] 用于将计算模块固定到车辆底盘上。这些都是额外的
部件。

车辆蓄电池 [8] 为电机供电的 7.4V LiPo 电池组。

车辆电池充电适配器 [9a] 使用此部件为用于向车辆驱动链供电的车辆蓄电池充
电。

车辆电池充电电缆 [9b] 使用此部件将车辆蓄电池充电器连接到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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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注释

电池解锁电缆 [10] 如果您的电池进入锁定状态，请使用此部件。

要设置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您还必须准备好以下物品：

• 带 USB 端口并接入 Internet 的计算机。
• 连接到 Internet 的 Wi-Fi 网络。
• 一个亚马逊云科技账户。

现在，按照下一节 (p. 57)中上说明进行操作，确保为车辆蓄电池和电源组充电。

为您的 AWS DeepRacer 电池充电并安装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有两个电源：车辆电池和计算模块移动电源。

电源组使计算模块保持运行。计算模块维护 Wi-Fi 连接，对已部署的 AWS DeepRacer 模型进行推理，并发
出命令让车辆采取行动。

车辆蓄电池为电动机提供动力以使车辆移动。它有两套电缆。双股线红黑色电线用于连接车辆的 ESC，三股
线蓝（或黑）白红色电线用于连接充电器。对于驾驶，仅将双股线电线连接到车辆。

充满电后，蓄电池电压会随着其放电而下降。当电压下降时，可用扭矩也会减小。因此，相同的速度设置会
导致赛道上较慢的速度。当蓄电池的电量耗尽时，车辆将停止移动。对于自动驾驶，在正常情况下，蓄电池
通常可持续 15-25 分钟。为确保一致的行为，建议您在每使用 15 分钟后给蓄电池充电。

要安装车辆蓄电池和电源组并为其充电，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拆下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外壳。
2. 取下四个车辆底盘销。小心抬起车辆底盘，同时保持电线连接。
3. 要充电并安装车载电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a. 要对电池充电，请将三股线电线从电池连接到充电器以将电池连接到电源适配器，然后将电源适配
器插入电源插座，如果使用 USB 线缆对电池充电，则插入 USB 端口。

有关如何使用封闭式充电器为车载电池充电的图示，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如何为车辆的驱动模
块电池充电” (p. 189)

b. 在对蓄电池充好电之后，将车载电池的双股线电线插入车辆的黑红色电线接头。
c. 要固定车辆蓄电池，请用附加的带子将蓄电池绑在汽车底盘下。

确保保留车辆内部的所有电缆。
d. 要检查是否在为车辆蓄电池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i. 滑动车辆电源开关以打开车辆。
ii. 听两声短促的哔哔声。

如果您没有听到哔哔声，则表示车辆未充电。从车辆中取出电池并重复上述步骤 1 来对电池充
电。

iii. 在不使用车辆时，向后滑动车辆电源开关以关闭车载电池。

4. 要检查电源组充电水平，请执行以下操作：

a. 按电源组上的电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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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电源按钮旁边的四个 LED 指示灯以确定充电水平。

如果所有四个 LED 指示灯都点亮，则电源组已充满电。如果没有任何 LED 灯点亮，则需要为电源
组充电。

c. 要为电源组充电，请将 USB C 插头从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组的 USB C 端口。电源组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充满电。在为其充电时，请重复 Step 4 (步骤 4) 来确认电源组已充满电。

5. 要安装电源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电源组插入其支架内，电源按钮和 USB C 端口面向车辆后部。
b. 用带子将电源组牢固地绑在车辆底盘上。

Note

在此步骤中，请勿将电源组连接到计算模块。

测试您的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
测试计算模块以验证它是否能成功启动。要使用外部电源测试模块，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测试车辆的计算模块

1. 将计算模块连接到电源。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适配器，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然后将电源适配器的 
USB C 插头插入计算模块上的 USB C 端口。

2. 按计算模块上的电源按钮来打开车辆的计算模块。
3. 要验证计算模块的状态，请检查 LED 指示灯是否如下所示：

• 蓝光常亮

计算模块启动，连接到指定的 Wi-Fi，并准备就绪。

在此状态下，您可以在使用 HDMI 电缆、USB 鼠标和 USB 键盘将计算机模块连接到显示器后登录计
算模块。在首次登录时，请使用 deepracer 作为 user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然后，系
统会要求您重置密码以供将来登录使用。出于安全原因，请选择强密码短语作为新密码。

• 闪烁红光

计算模块处于设置模式中。
• 黄光常亮

计算模块正在初始化。
• 红光常亮

计算模块未能连接到 Wi-Fi 网络。
4. 完成测试后，按下计算模块上的电源按钮将其关闭，然后将其从外部电源中拔出。

关闭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要关闭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请断开车辆的外部电源。您也可以按设备上的电源按钮，直到电源指示
灯熄灭。

AWS DeepRacer 车辆 LED 指示灯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有两组 LED 指示灯，分别用于车辆状态和车辆的可自定义视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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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讨论如下。

主题
• AWS DeepRacer 车辆系统 LED 指示灯 (p. 59)
• AWS DeepRacer 车辆识别指示灯 (p. 60)

AWS DeepRacer 车辆系统 LED 指示灯
当 DeepRacer 车辆处于前方位置时，AWS 车辆系统 LED 指示灯位于车辆底盘的左侧。

三个系统 LED 位于 RESET (重置) 按钮之后。第一个 LED（在您的视野的左侧）显示系统电源的状态。第二
个（中间）LED 预留以供将来使用。最后一个（右侧）LED 显示 Wi-Fi 连接的状态。

LED 类型 颜色 状态

功率 Off 没有电源。

  闪烁黄色 正在加载 BIOS 和操作系统。

  稳定黄色 加载了操作系统。

  稳定蓝色 应用程序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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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类型 颜色 状态

  闪烁蓝光 软件更新正在进行中。

  稳定红色 启动系统时遇到错误或应用程序
正在启动。

Wi-Fi Off 无 Wi-Fi 连接。

  闪烁蓝光 车辆正连接到 Wi-Fi 网络。

  稳定红色持续 2 秒，然后关闭 Wi-Fi 连接失败。

  稳定蓝色 建立了 Wi-Fi 连接。

AWS DeepRacer 车辆识别指示灯
AWS DeepRacer 车辆自定义 LED 位于车辆尾部。当有多辆车出现时，它们可用于帮助您识别您正在比赛的
车辆。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为它们设置您选择的支持颜色 (p. 80)。

AWS DeepRacer 设备备件
Note

AWS DeepRacer 设备使用 W LToys A949 和 A979 远程控制 (RC) 汽车底盘。要浏览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可用部件的最新列表，请访问 AWS DeepRacer 店铺。

备用 AWS DeepRacer 设备部件

部分 名称

备用计算电池

备用计算电池

备用计算电池

锂电池 7.4V 1100mAh

AWS DeepRacer 汽车电池解锁电缆

60

http://www.amazon.com/s?k=wltoys+a949+and+a979
http://www.amazon.com/gp/browse.html?node=32957528011
http://www.amazon.com/dp/B07PBM5HN8
https://a.co/d/36iVqpI
http://www.amazon.com/dp/B07PJHPDN2?th=1
http://www.amazon.com/AWS-DeepRacer-Car-Single-Battery/dp/B07Z5PLHQP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849J6W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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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轮胎

前保险杠

悬架臂

拉杆

C 型座椅

传动轴

圆头螺钉，m2x17.5mm

底盘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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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LoveinDIY-Rubber-Silver-Wheels-WLtoys/dp/B08B2LX5Z6
http://www.amazon.com/dp/B0719T33SD
http://www.amazon.com/sea-jump-accessories-Four-wheel-drive-suspension/dp/B0744G8SBX
http://www.amazon.com/Kingzer-Original-Wltoys-A949-Pull/dp/B00VQCW914
http://www.amazon.com/ShineBear-Upgrade-Repair-Parts-A959-05/dp/B07MY4FCXV
http://www.amazon.com/Exiron-Original-Wltoys-Transmission-Shaft/dp/B07GXSFX89
http://www.amazon.com/Bonarty-Chassis-Accessories-Wltoys-A959-B/dp/B083DGH7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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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车辆转向座椅

后悬架部分

金属六角组合器套装

齿轮箱外壳

差速器箱外壳

差速器驱动杯

前后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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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Dilwe-Steering-Linkage-Turning-WLtoys/dp/B07DMV14YG
http://www.amazon.com/MeterMall-Upgrade-Titanium-Gearbox-housing/dp/B083TPQRFR
http://www.amazon.com/WLtoys-A959-B-A979-B-Upgrade-Differential/dp/B079RGKH7B
http://www.amazon.com/Hisoul-Accessories-Removable-Differential-WLToys/dp/B07QNQSV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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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伺服座椅

中央传动轴

防震架

伺服臂

差分机制

减速齿轮

马达底座

63

https://www.nitrotek.co.uk/spare-parts/wl-toys/wl-toys-a979-rc-truck/wl-toys-wla949-16-motor-dust-seat-for-a979-rc-truck.html
http://www.amazon.com/Essenc-Central-Driving-Shaft-Metal/dp/B08G8BMMWP
http://www.amazon.com/DishyKooker-repuesto-A959-B-27-actualizaci%C3%B3n-diferenciales/dp/B07TTVZYHN
http://www.amazon.com/Desetin-A949-24-Reduction-Wltoys-C1025/dp/B01N1WQ3N7
http://www.amazon.com/Baoblaze-Metal-Brushed-Brushless-WLtoys/dp/B0792BGX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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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17g 转向发动机

电机散热罩

短轴

马达螺旋垫圈，固定座

390 马达

六角形连接器 4x8x3mm

Hexagon 连接器 8x12x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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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Sdoveb-Steering-Drone-WLTOYS-K929-B/dp/B07RB3BPKQ
http://www.amazon.com/Goolsky-Motor-Heat-Sink-Wltoys/dp/B07NVR2W5H
http://www.amazon.com/HITSAN-Wltoys-A949-A959-Piece/dp/B074GZ721F
http://www.amazon.com/JIMI-Motor-Gasket-Wltoys-RC/dp/B07282R2MZ
http://www.amazon.com/BeesClover-Motor-Wltoys-High-Speed-Spare/dp/B07R563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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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滚珠轴承 7x11x3mm

滚珠轴承 8x12x3.5mm

中轴盘板

螺丝 2.6x6mm

螺丝 2x7mm

螺丝 2.5x8mm

螺丝 2x16mm

螺丝 2.5x6x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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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Bonarty-Bearing-7x11x3mm-Wltoys-A969-B/dp/B082GN4B7P
https://www.banggood.com/Wltoys-A949-A959-A969-A979-8x12x3_5mm-Ball-Bearing-4Pcs-p-937936.html?cur_warehouse=CN
http://www.amazon.com/Flameer-A949-41-Tapping-Screws-Wltoys/dp/B07H2GNZ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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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螺丝 m3x5mm

滚珠螺杆 10.8x4mm

螺丝 2x6mm

螺丝 2x9.5 毫米

M3 防松螺母

轴铰链销

传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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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A949-Screws-A949-44-Flat-Head-Screw-3-5mm-for-Wltoys-A949-A959-A969-A979-RC/32772118906.html
http://www.amazon.com/Flameer-10pcs-Screws-Wltoys-Model/dp/B07GZRQ4NR
http://www.amazon.com/2x6mm-Round-Self-Tapping-Screw-10Pcs/dp/B013YOEMRK
http://www.amazon.com/K929-95-Metal-Lock-Nut-Wltoys/dp/B07HZ1CSRD
http://www.amazon.com/Pink-Lizard-Wltoys-Hinge-A949-50/dp/B01ING02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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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名称

摆臂别针

螺丝 2*29KM

发夹

前减震器

充电器

金属马达齿轮齿轮

背部减震器

ESC

67

http://www.amazon.com/Desetin-A949-52-Swing-Wltoys-C1025/dp/B071YVGQN5
http://www.amazon.com/50-Pack-HobbyPark-WLtoys-Vehicles-Replacement/dp/B06XR1NC89
http://www.amazon.com/2Pcs-Original-Wltoys-Shock-Absorber/dp/B00WECAEC6
http://www.amazon.com/Desetin-A949-58-Charger-Wltoys-C1025/dp/B01N2YA7C1
http://www.amazon.com/Fricgore-Spare-Pinion-WLtoys-Accessories/dp/B081LK92FG
http://www.amazon.com/Yiguo-Aluminium-K949-011-Shock-Absorbers/dp/B01IHUOB3G
http://www.amazon.com/GoolRC-Original-Wltoys-A949-Receiver/dp/B00ZBK8N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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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选择 Wi-Fi 网络
首次打开 AWS DeepRacer 车辆时，必须将其设置为连接 Wi-Fi 网络。完成此设置以更新车辆的软件并获取 
IP 地址以访问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本节将指导您完成执行以下任务所需的步骤：

• 将您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计算机连接到您的车辆。
• 设置车辆的 Wi-Fi 连接。
• 更新车辆的软件。
• 获取车辆的 IP 地址。
• 试驾车辆。

使用笔记本电脑或台式计算机执行设置任务。我们将此设置计算机称为您的计算机，以避免与运行 Ubuntu 
操作系统的车辆计算模块混淆。

在初始设置 Wi-Fi 连接后，您可以按照相同的说明操作来选择其他 Wi-Fi 网络。

Note

AWS DeepRacer 不支持需要主动验证码验证才能登录用户的 Wi-Fi 网络。

主题
• 准备好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设置 Wi-Fi 连接  (p. 68)
• 设置 Wi-Fi 连接并更新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软件  (p. 68)

准备好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设置 Wi-Fi 连接
要设置车辆的 Wi-Fi 连接，请使用随附的 USB 到 USB C 电缆将您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计算机连接到车辆的
计算模块。

要将您的计算机连接到车辆的计算模块，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连接设备之前，请确保您的计算机已与 Wi-Fi 断开连接。
2. 将 USB 到 USB C 电缆的 USB 端插入您的计算机的 USB 端口。
3. 将电缆的 USB C 端插入车辆的 USB C 端口。

现在，您已准备好继续设置车辆的 Wi-Fi 连接。

设置 Wi-Fi 连接并更新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软件
在执行此处的步骤来设置 Wi-Fi 连接之前，请确保先完成the section called “ 准备好设置 Wi-Fi ” (p. 68)中
的步骤。

1. 查看车辆底部并记下 Host name (主机名) 下印制的密码。您需要使用此密码来登录设备控制台才能执行
设置。

2. 在您的计算机上，转到 https://deepracer.aws 以启动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3. 如果系统显示一条消息，该消息指明连接不是私有连接或安全连接时，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a. 在 Chrome 中，选择 Avanced (高级)，然后选择 Proceed to <device_console_ip_address>
(unsafe) (转至 <device_console_ip_address> (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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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TCHA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启动设备控制台

b. 在 Safari 中，选择 Details (详细信息)，访问 visit this website (访问此网站) 链接，然后选择 Visit 
Websites (访问网站)。如果系统提示您输入您的密码以更新证书信任设置，请键入密码，然后选择
Update settings (更新设置)。

c. 在 Opera 中，当系统发出证书无效警告时，选择 Continue Anyway (仍继续)。
d. 在 Edge 中，选择 Details (详细信息)，然后选择 Go on to the webpage (Note recommended) (转至

网页 (不推荐))。
e. 在 Firefox 中，选择 Advanced (高级)，再选择 Add Exception (添加例外)，然后选择 Confirm 

Security Exception (确认安全例外)。
4. 在 “解锁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下，输入步骤 1 中记下的密码，然后选择访问车辆。
5. 在 Connect your vehicle to your Wi-Fi network (将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 窗格上，从 Wi-Fi network 

name (SSID) (Wi-Fi 网络名称 (SSID)) 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 Wi-Fi 网络，在 Wi-Fi password (Wi-Fi 密码)
下键入您的 Wi-Fi 网络的密码，然后选择 Connect (连接)。

6. 请耐心等待，直到 Wi-Fi 连接状态从 Connecting to Wi-Fi network... (正在连接到 Wi-Fi 网络...) 变为
Connected (已连接)。然后选择下一步。

7. 在 Software update (软件更新) 窗格上，如果需要软件更新，请使用附带的电源线和电源适配器打开车
辆的计算模块，然后选择 Install software update (安装软件更新)。

使用外部电源为车辆供电有助于避免在计算模块的电源组放电时中断软件更新。
8. 请耐心等待，直到软件更新状态从 Installing software update (正在安装软件更新) 变为 Software updat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已成功安装软件更新)。
9. 记下 Wi-Fi network details (Wi-Fi 网络详细信息) 下显示的 IP 地址。在对 Wi-Fi 网络设置进行了初始设

置以及任意后续修改后，您将需要使用此 IP 地址打开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启动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在设置了车辆的 Wi-Fi 连接并安装了必需的软件更新之后，您应当打开设备控制台，以验证车辆的网络连接
是否正常。随后，您可以启动设备控制台，以检查、校准和管理车辆的其他设置。该过程包括使用车辆的 IP 
地址登录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设备控制台托管于车辆上，可使用您在 Wi-Fi 设置 (p. 68)部分结尾获得的 IP 地址进行访问。

通过 Wi-Fi 连接访问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1. 要访问车辆的设备控制台，请在您的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打开 Web 浏览器，然后在地址栏
中键入车辆的 IP 地址。

您可以在设置车辆的 Wi-Fi 连接 (p. 68)时获得此 IP 地址。为了进行说明，我们以 10.92.206.61
为例。

如果系统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提示您连接不是私有连接或安全连接，请忽略该消息并继续连接到设备控
制台。

2. 在 “解锁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下，在 “密码” 中键入设备控制台的密码，然后选择 A ccess viche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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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车辆底部找到打印的默认密码（位于 Host Name (主机名) 下）。
3. 当您成功登录时，会看到设备控制台的主页，如下所示。

现在，您可以校准和操作您的车辆。如果这是您首次操作车辆，请立即继续校准车辆 (p. 70)。

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为了实现最佳性能，必须校准 AWS DeepRacer 车辆的某些物理部件。如果您使用未校准的车辆，在测试模
型时会增加不确定性。如果车辆的表现情况不佳，您可能会被误导仅去调整深度学习模型代码。但是，如果
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机械性能，您将无法改善车辆表现。通过校准来调整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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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请分别设置车辆的电子控制系统 (ECS) 及其伺服机构（伺服）的占空比
范围。Servo 和 ECS 均可从车辆的计算模块接收 脉冲宽度调制 (PWM) 信号作为控制输入。计算模块通过更
改 PWM 信号的占空比，调整车辆的速度和转向角度。

最大速度和转向角度定义了操作空间的跨度。您可以在模拟中的训练期间，指定最大速度和最大转向角度。
将经过训练的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以便在真实赛道上行驶时，必须校准车辆的最大速度和
转向角度，以匹配模拟训练中使用的最大速度和转向角度。

为确保真实环境下的经验与模拟经验相匹配，您应该校准车辆，使得模拟与真实世界中的最大速度和最大转
向角度相匹配。通常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此校准：

• 在训练中定义操作空间，校准实际车辆与这些设置相匹配。
• 测量车辆的实际性能，然后在模拟中更改操作空间的设置。

一个稳健的模型可以处理模拟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某些差异。但是，您应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进行实验并反复
进行，以找到最佳结果。

开始校准之前，请打开计算模块。在启动模块之后，电源 LED 应为长亮蓝色，接通车辆电池。在听到两短一
长的蜂鸣声后，您已准备好继续校准。

要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以匹配训练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按照这些说明 (p. 69)接入车辆并打开设备控制台。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Calibration (校准)。

3. 在 “校准” 页面上，选择 “在转向中校准”，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校准车辆的最大转向角度。

a. 将车辆放在地面或其他硬质表面上，在转向校准期间您应该可以看到车轮。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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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道上操作车辆转向，所需的转向角度要远小于在空气中转向车轮。要测量车辆的实际转向角
度，必须要将车辆放在赛道表面上。

b. 在 Center steering (中心转向) 下，逐步移动滑块或者按左右箭头，使其到达至少一个前轮与同侧的
后轮对齐的位置。选择下一步。

AWS DeepRacer 使用 A ckermann 前轮转向在转弯的内侧和外侧转动车轮。这意味着左右前轮通
常会转动不同的角度。在 AWS 中 DeepRacer，校准是在中心值上完成的。因此，您需要在所选一
侧调整车轮在直线上对齐。

Note

确保正确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70)使其尽可能保持中央转向的直线。
您可以手动推动车辆，验证车辆跑直线来进行测试。

c. 在设备控制台上的 Maximum left steering (最大左转) 下，逐渐将滑块移动到左侧或者按左箭头，
直到车辆前轮停止向左转。噪音应该很小。如果您听到较大的噪音，则可能调节过度了。该位置对
应于最大左转角度。如果您的模拟操作空间中的转向角度有限，请在此处匹配对应的值。选择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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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测量实际最大左转角度，请为车辆画一条中心线，标记用于校准的所选前轮的两个边缘点，然后
为此前轮画一条中心线，直至穿过车辆的中心线。使用量角器来测量角度。请参阅下图。如果您希
望匹配训练中的实际角度，则可以在接下来的训练作业中，为操作空间设置相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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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Maximum right steering (最大右转向) 下，逐渐将滑块移动到右侧，直到所选前轮停止向右转。
噪音应该很小。如果您听到较大的噪音，则可能调节过度了。该位置对应于最大右转角度。如果您
的模拟操作空间中的转向角度有限，请在此处匹配对应的值。选择完成。

要测量实际最大右转角度，请按照类似于测量最大左转角度所用的步骤来操作。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转向校准到此结束。
4. 要校准车辆的最大速度，请在 “校准” 页面上选择 “在速度中校准”，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a. 抬起车辆，以便车轮可以自由转动。在设备控制台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Note

如果车辆的速度设置过高，则在校准过程中可能会跑得太快，对环境、车辆或附近的其他
人造成伤害。您应抬起车辆，如此处所示，但不要拿在手上。

b. 要校准停止的速度，请按下左箭头或右箭头逐渐更改设备控制台上停止速度下的 Stopped 值，直到
车轮停止转动。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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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进一步向左或向右按 Stopped value (停止值) 直至您听到噪音时，车轮将要开始转动。
理想的零油门点位于两个值的中间。例如，如果您开始在左侧的 16、在右侧的 -4 开始听
到噪音，则最佳停止值应为 10。

c. 要设置车辆的前进方向，请将车辆如屏幕及此处图像所示放置，然后按左右箭头来使车轮转动。如
果车轮顺时针转动，则设置了前进方向。如果没有，请切换 Reverse direction (反向方向)。选择下
一步。

Note

在 reAWS: Invent 2018 上分发的车辆的向前方向可能会反向设置。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
切换 Reverse direction (反向方向)。

d. 要校准最大前进速度，请在 Maximum forward speed (最大前进速度) 下，缓慢向左或向右移动滑
块以缓慢调整 Maximum forward speed value (最大前进速度值) 数值为一个正值，使得 Estimated 
speed (估计速度) 值等于或接近在模拟中指定的最大速度。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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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的车辆可以达到的实际最大速度取决于赛道表面的摩擦力，以及车辆电池电量。为了
灵活起见，您可以将车辆的速度限制设置为比在模拟中为训练指定的最大速度高 20% 到 
30%。一般而言，您设置的最大速度值应位于绿色区域。如果超过该数值，车辆可能会驾
驶速度太快，导致中断的风险增加。此外，训练的操作空间不支持超过 2 米/秒的最大速
度。

e. 要校准最大后退速度，请在 Maximum forward speed (最大后退速度) 下，缓慢向左或向右移动滑
块以缓慢调整 Maximum forward speed value (最大后退速度值) 数值为一个负值，使得 Estimated 
speed (估计速度) 值等于或接近在模拟中指定的最大速度。选择完成。

Note

AWS DeepRacer 车辆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不使用向后速度。您可将后退速度设置为能够舒
适地控制车辆手动驾驶模式的任意值。

校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的最大速度到此结束。

将模型上传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要启动自动驾驶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您必须将至少一个 AWS DeepRacer 模型上传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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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传模型，您必须对模型进行训练和评估 (p. 27)。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训练模型。之后，
您需要将模型构件从其 Amazon S3 存储器下载到计算机可以访问的（本地或网络）驱动器。

将训练后的模型上传到您的车辆

1. 从设备控制台的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Models (模型)。

2. 在模型页面上，选择模型列表上方的上传。
3. 从文件选择器导航到您下载模型构件的驱动器或共享位置，然后选择压缩的模型文件（扩展名为

*.tar.gz）以上传。

只有成功上传的模型才会添加到 Models (模型) 列表中，您可以将其加载到车辆自动驾驶模式的推理
引擎中。有关如何将模型加载到车辆推理引擎中的说明，请参阅 自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78)。

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设置 AWS DeepRacer 车辆 (p. 68)后，您可以开始使用车辆的设备控制台手动驾驶车辆或让其自动驾
驶。

对于自动驾驶，您必须已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并将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部署到车辆上。在自动驾驶赛
车模式中，在推理引擎中运行的模型将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如果未将训练后的模型下载到车辆，则
可以使用车辆的设备控制台来手动驾驶车辆。

许多因素会影响车辆的自动驾驶性能。它们包括训练后的模型、车辆校准、赛道条件，如表面摩擦，颜色对
比和光反射等。为了使您的车辆达到最佳性能，您必须确保从模拟到真实世界的模型转换准确、相关且有意
义。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优化真实环境的训练” (p. 35)：

手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如果您没有训练任何模型或没有将任何经过训练的模型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上，则不能让它自
行驾驶。但您可以手动驾驶车辆。

要手动驾驶 AWS DeepRacer 车辆，请执行以下步骤。

手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1.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后，按照说明 (p. 69)登录车辆的设备控制控制台。
2. 在 “控制车辆” 页面上，在 “控制” 下选择 “手动驾驶”。

77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自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3. 在 Click or touch to drive (单击或触摸以进行驾驶) 下，单击或触摸驾驶板中的某个位置来驾驶车辆。从
车辆前置摄像头捕获的图像显示在 Camera stream (摄像头流) 下的视频播放器中。

4. 要在驾驶车辆时在设备控制台上开启或关闭视频流，请切换摄像机直播显示屏下方的视频流选项。
5. 从步骤 3 开始重复，以将车辆驶向不同的位置。

自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要开始自动驾驶，请将车辆置于物理赛道上并执行以下操作：

自动驾驶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1. 按照说明 (p. 69)进行操作以登录车辆的设备控制台，然后执行以下操作来实现自动驾驶：
2. 在 “控制车辆” 页面上，选择 “控制” 下的 “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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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Select a model (选择模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新后的模型。然后选择 Load model (加载模型)。这将
开始将模型加载到推理引擎中。该过程大约需要 10 秒钟才能完成。

4. 将车辆的 Maximum speed (最大速度) 设置调整为训练模型时使用的最大速度的百分比。

某些因素（例如真实赛道的表面摩擦）可以从训练中使用的最大速度减小车辆的最大速度。您需要尝试
找到最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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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Start vehicle (启动车辆) 以将车辆设置为自动驾驶。
6. 要在驾驶车辆时在设备控制台上开启或关闭视频流，请切换摄像机直播显示屏下方的视频流选项。
7. 在物理赛道或设备控制台上的流媒体视频播放器上观看车辆行驶情况。
8. 要停止车辆，请选择 Stop vehicle (停止车辆)。

如果要使用同一模型或不同模型开始另一次运行，请从步骤 3 开始重复。

检查和管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设置
初始设置完成后，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控制台管理您的车辆设置。任务包括以下这些：

• 选择另一个 Wi-Fi 网络
• 重置设备控制台密码
• 启用或禁用设备 SSH 设置
• 配置车辆的尾灯 LED 颜色
• 检查设备软件和硬件版本
• 检查车辆的电池电量

以下过程将指导您完成这些任务。

检查和管理您车辆的设置

1.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后，按照说明 (p. 69)登录车辆的设备控制控制台。
2. 从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Settings (设置)。
3. 在 Settings (设置) 页面上，执行您选择的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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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选择其他 Wi-Fi 网络，请为网络设置选择 “编辑”，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i. 按照 Edit network settings (编辑网络设置) 上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以使用 USB 到 USB-C 电
缆将车辆连接到您的计算机。在 USB connection (USB 连接) 状态变为 Connected (已连接)
后，选择 Go to deepracer.aws (转至 deepracer.aws) 按钮以打开车辆控制台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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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设备控制台登录页面上，键入车辆底部打印的密码，然后选择 Access vehicle (访问车辆)。
iii. 在 Wi-Fi network details (Wi-Fi 网络详细信息) 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Wi-Fi 网络，键入所选网

络的密码，然后选择 Connect (连接)。

iv. 在 Wi-Fi 连接的 Vehicle status (车辆状态) 变为 Connected (已连接) 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返
回设备控制台的 Settings (设置) 页面，其中显示了车辆的新 IP 地址。

b. 要重置登录设备控制台的密码，请为设备控制台密码选择编辑，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i. 在 Edit device console password (编辑设备控制台密码) 页面上，在 New password (新密码)
中键入新密码。

ii. 在 Confirm password (确认密码) 中重新键入新密码以确认您的更改意图。在继续之前，密码值
必须相同。

iii. 选择 Change password (更改密码) 以完成任务。仅在您已在上述步骤中输入并确认有效密码值
的情况下，才激活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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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启用或禁用与车辆的 SSH 连接，请为设备 SSH 选择 “编辑”，然后选择 “启用” 或 “禁用”。

4. 要更改车辆的轨道灯 LED 颜色以区分轨道上的车辆，请在 “设置” 页面上选择 “编辑 LED 颜色”，然后执
行以下操作。

a. 从 “编辑 LED 颜色” 页面上的 “选择 LED 的颜色” 下拉列表中选择可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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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选择一种可帮助您从同时共用赛道的其他车辆中识别出您的车辆。
b. 选择 Save changes (保存更改) 以完成任务。

Save changes (保存更改) 功能仅在您选择颜色后变为活动状态。
5. 要检查设备软件和硬件版本并了解系统和相机配置，请查看 “设置” 下的 “关于” 部分。
6. 要检查车辆电池的电量，请查看主导航窗格的下半部分。

查看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日志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会记录运行事件，这些事件有助于解决车辆运行中遇到的问题。AWS 
DeepRacer 车辆日志有两种类型：

• 系统事件日志将跟踪车辆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发生的操作，例如进程管理、Wi-Fi 连接或密码重置事件。
• 机器人操作系统日志记录在用于机器人操作的车辆操作系统节点中发生的操作的状态，包括车辆驾驶、视

频流和策略推理操作。

要查看设备日志，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后，按照说明 (p. 69)登录车辆的设备控制控制台。
2. 从设备控制台的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Logs (日志)。
3. 要查看系统事件，请向下滚动 System event log (系统事件日志) 下的事件列表。

84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查看车辆日志

4. 要查看机器人操作系统事件，请向下滚动 Robot operating system log (机器人操作系统日志) 下的事件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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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和恢复您的 AWS DeepRacer 设
备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最新的软件堆栈，包括 Ubuntu 20.04 Focal Fossa、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包 2021.1.110、ROS2 Foxy Fitzroy 和 Python 3.8。此更新是运行 AWS DeepRacer 开源
项目所必需的，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选的。AWS DeepRacer 仅支持 Ubuntu 20.04 Focal Fossa 和 ROS2 Foxy 
Fitzroy。

Important

更新到新的 AWS DeepRacer 软件堆栈将擦除 AWS DeepRacer 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主题
• 检查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当前正在运行的软件版本  (p. 86)
• 准备好将你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 Ubuntu 20.04 软件堆栈  (p. 86)
• 将你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 Ubuntu 20.04 软件堆栈  (p. 93)

检查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当前正在运行的软
件版本

查看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当前正在运行的软件版本

1. 登录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要了解如何执行中的步骤the section called “启动设备控制
台” (p. 69)。

2. 在导航窗格上选择设置。
3. 查看 “关于” 部分，验证您的 AWS Vehicle 当前 DeepRacer 运行的是哪个软件版本。

准备好将你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 Ubuntu 
20.04 软件堆栈

本主题引导您完成创建 AWS DeepRacer Ubuntu 安装媒体的过程。准备可启动 USB 驱动器需要额外的硬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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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已准备好以下项目：

• 一台 AWS DeepRacer 设备
• 一个 USB 闪存驱动器（32 GB 或更大）
• 自定义 AWS DeepRacer Ubuntu ISO 镜像。
• 最新的 AWS DeepRacer 软件更新包。
• 与您的操作系统兼容的 UnetBootIn 副本。
• 一台运行 Ubuntu、Windows 或 macOS 的计算机，用于准备 USB 安装媒体。您还可以使用 HDMI A 型电

缆连接鼠标、键盘和显示器，将 AWS DeepRacer 设备上的计算模块用作 Linux 计算机。

准备工作
要准备 AWS DeepRacer 更新媒体，请等待您执行以下任务：

• 将 USB 驱动器格式化为以下两个分区：
• 一个 4 GB 的 FAT32 启动分区
• 一个至少 18 GB 的 NTFS 数据分区

• 使 USB 驱动器可启动，以便在重启时开始更新：
• 将所需的自定义 Ubuntu ISO 映像刻录到启动分区
• 将所需的更新文件复制到 USB 驱动器的数据分区

准备可启动的 USB 驱动器
按照这些说明在 Ubuntu (Linux)、Windows 或 macOS 上准备 AWS DeepRacer 更新媒体。根据您使用的计
算机，特定任务可能因操作系统而异。选择与您的操作系统对应的选项卡。

Ubuntu

按照此处的说明使用 Ubuntu 计算机，包括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的计算模块，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准备更新媒体。如果您使用的是不同的 Linux 发行版，请将apt-get *命令替换为与
操作系统的包管理器兼容的命令。

擦除 USB 驱动器并对其进行分区

1. 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并启动 gP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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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擦除您的 USB 驱动器，您需要它的设备路径。要在 GParted 控制台上找到它并清除 USB 驱动
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菜单栏上，选择 “查看”，然后选择 “设备信息”。将出现一个显示所选磁盘型号、大小和路
径的侧边栏。

b. 前往菜单栏上的 gParted 选择您的 USB 驱动器，然后选择 “设备”，最后从列表中选择您的 
USB 驱动器。将设备描述中显示的尺寸和型号与您的 USB 驱动器相匹配。

c. 确定选择了正确的磁盘后，删除其所有现有分区。

如果分区已锁定，则打开上下文菜单（右键单击）并选择 unmount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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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创建容量为 4 GB 的 FAT32 启动分区，请选择左上角的文件图标，设置以下参数，然后选择添
加。

Free space preceding (前面的可用空间)：1

New size (新的大小)：4096

Free space following (后面的可用空间)：<remaining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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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创建容量至少为 18 GB 的 NTFS 数据分区，请选择文件图标，设置以下参数，然后选择添加。

Free space preceding (前面的可用空间)：0

New size (新的大小)：<remaining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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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5. 在菜单栏上，选择编辑，然后选择应用所有操作。将出现警告提示，询问您是否要应用更改。选择

Apply（应用）。
6. 创建 FAT32 和 NTFS 分区后，USB 驱动器的分区信息将显示在 GParted 控制台中。请等待等待等

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BOOT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
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

使 USB 驱动器可以从 FAT32 分区启动

1. 确保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了自定义 Ubuntu ISO 映像。
2. 如果你使用的是 Ubuntu 20.04，你需要使用它的二进制文件运行 UnetBootIn。要实现此目的，应按

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将最新的 UnetBootIn 二进制文件下载到您的下载文件夹。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使
用unetbootin-linux64-702.bin。

b. 按 Ctrl+Alt+T 打开一个新的终端窗口。或者，选择菜单栏上的活动，在搜索栏terminal中输
入，然后选择终端图标。

c. 使用以下命令导航到二进制文件位置，授予文件执行权限，然后运行 UnetBootIn。如果版本与
下载的二进制文件上的版本不匹配，请务必调整命令中的文件名。

cd Downloads
sudo chmod +x ./unetbootin-linux64-702.bin
sudo ./unetbootin-linux64-702.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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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是旧版本的 Ubuntu，请等待运行以下命令从其存储库中安装 UNetBooTin：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gezakovacs/ppa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unetbootin
sudo unetbootin

3. 在 UNetbootin 控制台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磁盘映像” 单选按钮。
b. 对于磁盘映像类型，请等待下拉列表中选择 ISO。
c. 打开文件选择器并选择 “先决条件” 部分中提供的 Ubuntu ISO。
d. 对于 Type (类型)，选择 USB Drive (USB 驱动器)。
e. 对于云端硬盘，选择BOOT分区的驱动器路径，在本例中为/dev/sda1。
f. 选择 OK（确定）。

Tip

如果您收到 /dev/sda1 未装载警告消息，请选择 OK 关闭该消息，拔下 USB 驱动器，再次
插入驱动器，然后按照前面的步骤创建 Ubuntu ISO 映像。

将 AWS DeepRacer 更新文件解压缩到 NTFS 分区

1. 解压缩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的软件更新包。
2. 将更新包的内容解压到 USB 驱动器的数据 (NTFS) 分区的根目录中。

Windows

按照此处的说明使用 Windows 计算机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准备更新媒体。

擦除 USB 驱动器

1. 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输入diskpart，然后选择 “确定” 以启动 Windows Disk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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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软终端 DiskPart 打开后，在 DISKPART> 提示符list disk后输入，列出可用磁盘以找到要清
理的USB驱动器。

3. 选择与您的 USB 驱动器对应的磁盘。例如，我们在 DISKPART> 提示符select Disk 2后输入。
仔细阅读输出以验证您是否选择了要清理的磁盘，因为下一步是不可逆的。

4. 确定选择了正确的磁盘后，在 DISKPART> 提示符Clean后输入。
5. 在 DISKPART> 提示符list disk后再次输入。在表中找到您清理的磁盘，然后将磁盘大小与可用

磁盘空间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值匹配，则清理成功。
6. 在 D ISKPART> 提示符Exit后输入，退出 Windows DiskPart控制台。

对 USB 驱动器进行分区

1. 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输入diskmgmt.msc，然后选择 “确定” 以启动磁盘管理控制台。
2. 在磁盘管理控制台中，选择您的 USB 驱动器。
3. 要创建容量为 4 GB 的 FAT32 分区，请打开 USB 驱动器未分配空间上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

单，然后选择 N e w Simple Vol ume。将出现新建简单卷向导。
4. 出现新建简单卷向导，请等待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指定卷大小” 页面上，设置以下参数，然后选择 “下一步”。

以 MB 为单位的简单卷大小：4096

b. 在 “分配驱动器号或路径” 页面上，选中 “分配以下驱动器号：” 单选按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
择驱动器号，然后选择 “下一步”。记下分配的驱动器号，稍后需要它来使 FAT32 分区可以启
动。

c. 在 “格式化分区” 页面上，选中 “使用以下设置格式化此卷” 单选按钮并设置以下参数，然后选择 
“下一步”。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FAT32

分配单位大小：Default

音量标签：BOOT

保持 “执行快速格式化” 处于选中状态。
5. 要使用剩余磁盘容量创建 NTFS 分区，请打开 USB 驱动器剩余未分配空间上的上下文（右键单

击）菜单，然后选择 Ne w Simple Vol ume。将出现新建简单卷向导。
6. 出现新建简单卷向导，请等待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指定卷大小” 页面上，设置简单卷大小（以 MB 为单位）以匹配最大磁盘空间（以 MB 为单
位），然后选择 “下一步”。

b. 在 “分配驱动器号或路径” 页面上，选中 “分配以下驱动器号：” 单选按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
择驱动器号，然后选择 “下一步”。

c. 在 “格式化分区” 页面上，选中 “使用以下设置格式化此卷” 单选按钮并设置以下参数，然后选择 
“下一步”。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NTFS

分配单位大小：Default

音量标签：Data

保持 “执行快速格式化” 处于选中状态。

90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准备可启动的 USB 驱动器

使 USB 驱动器可以从 FAT32 分区启动

1. 确保你已经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了自定义 Ubuntu ISO 镜像。
2. 下载 unetBootIn 后，启动 unetBootIn 控制台。
3. 在 UNetbootin 控制台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选中 “磁盘映像” 单选按钮。
b. 对于磁盘映像，请等待下拉列表中选择 ISO。
c. 打开文件选择器并选择自定义 Ubuntu ISO 文件。
d. 对于 Type (类型)，选择 USB Drive (USB 驱动器)。
e. 对于驱动器，选择与您创建的 FAT32 分区对应的驱动器号。就我们而言，是E:\。
f. 选择 OK（确定）。

将 AWS DeepRacer 更新文件解压缩到 NTFS 分区

1. 解压缩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的软件更新包。

Tip

如果您最喜欢的工具无法成功解压缩文件，请尝试使用 PowerShell Expand-Archiv e 命
令。

2. 将更新包的内容解压到 USB 驱动器的数据 (NTFS) 分区的根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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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

按照此处的说明使用 Mac 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准备更新媒体。

擦除 USB 驱动器并对其进行分区

1. 将 USB 驱动器插入 Mac。
2. 按 Command+空格键打开 Spotlight 搜索字段，然后输入Disk Utility。

或者，您可以选择 Finder > 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 > 磁盘实用程序来打开 “磁盘工具”。
3. 在菜单栏上，选择查看，然后选择显示所有设备。
4. 在侧栏的 “外部” 下，选择要格式化的 USB 驱动器，然后选择 “擦除”。
5. 一个新窗口将要求您确认是否要清除 USB 驱动器，并允许您更改其名称、格式和分区方案。您还不

需要更改名称，对于 “格式和方案”，选择以下选项并选择 “擦除”。

• 格式：Mac OS 扩展版（日志）
• 方案：GUID 分区图

擦除过程完成后，在对话框窗口中选择 “完成”。
6. 在 “磁盘工具” 主窗口中，从侧栏中选择您的 USB 驱动器，从顶部的工具栏中选择 “分区”。一个标

题为 “分区设备” YOUR-USB-DR IVE” 的窗口？ 会弹出。选择添加 (+) 按钮创建新分区。
7. 创建新分区后，在 “分区信息” 下，选择并输入以下内容：

• 姓名：BOOT
• 格式：MS-DOS (FAT)
• 大小：4GB

Tip

如果选择 MS-DOS (FAT) 作为格式后，大小输入框显示为灰色，则可以在分区图上拖动调
整大小控件，直到BOOT分区为 4 GB。

请勿选择 Apply (应用)。
8. 选择另一个 Untitled 分区，选择并在 “分区信息” 下输入以下选项：

• 姓名：Data
• 格式：exFAT
• 大小：USB 驱动器的剩余空间（以 GB 为单位）

选择 Apply（应用）。
9. 将弹出一个新窗口，向您显示将对USB驱动器进行的更改。验证这些更改是否正确。要确认并开始

创建新分区，请选择分区。
10. 在 Disk Utility 控制台上，从侧栏中选择 BOOT 分区，然后从工具栏中选择 “信息”。记下 BSD 设备

节点值，它可能与本教程中使用的不同。在我们的例子中，分配的值是disk4s2。在使 USB 驱动
器可从 FAT32 分区启动时，您需要提供此路径。

使 USB 驱动器可以从 FAT32 分区启动

1. 确保你已经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了自定义 Ubuntu ISO 镜像。
2. 下载 UNetBooTin 后，从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中选择打开。将出现安全提示，询问您是否要打

开应用程序，选择 “打开” 以启动 UnetBootIn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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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的是搭载 Apple Silicon 的 Mac，并且选择 “打开” 后未显示 UnetBootin 主机，请确保按
照以下步骤安装 Rosetta 2：

a. 选择 Finder > 应用程序 > 实用工具 > 终端，打开终端窗口。
b. 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Rosetta 2：

softwareupdate --install-rosetta

c. 重试打开 UnetBootIn。
3. 在 UNetbootin 控制台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选中 “磁盘映像” 单选按钮。
b. 对于磁盘映像，请等待下拉列表中选择 ISO。
c. 打开文件选择器并选择自定义 Ubuntu ISO 文件。
d. 对于 Type (类型)，选择 USB Drive (USB 驱动器)。
e. 对于 D riv e，为 BOOT 分区选择 BSD 设备节点，在本例中为/dev/disk4s2。
f. 选择 OK（确定）。

Tip

如果您收到 /dev/disk4s2 未装载警告消息，请选择 OK 关闭该消息，拔下 USB 驱动器，重
新插上驱动器，然后按照上述步骤创建 Ubuntu ISO 映像。

将 AWS DeepRacer 更新文件解压缩到 exFAT 分区

1. 解压缩从先决条件部分下载的软件更新包。
2. 将更新包的内容解压缩到 USB 驱动器的数据 (exFAT) 分区的根目录中。

将你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 Ubuntu 20.04 
软件堆栈

按照前面步骤中的说明创建 USB 更新媒体后，您可以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更新到最新的软件堆
栈，包括 Ubuntu 20.04 Focal Fossa、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包 2021.1.110、ROS2 Foxy Fitzroy 和 
Pytho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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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更新到新的 AWS DeepRacer 软件堆栈将擦除 AWS DeepRacer 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软件更新到 Ubuntu 20.04 堆栈

1.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连接到显示器。您需要一根 HDMI 到 HDMI、HDMI 到 DVI 或类似的电
缆。将电缆的 HDMI 端插入计算模块的 HDMI 端口，并将另一端插入显示器上的兼容端口。

2. 连接 USB 键盘和鼠标。AWS DeepRacer 设备的计算模块在车辆前部有三个 USB 端口，两侧各有三个 
USB 端口，包括摄像头所插入的端口。第四个 USB 端口位于车辆后部，位于计算电池和 LED 尾灯之间
的空间中。

3. 将 USB 更新媒体插入计算模块上可用的 USB 端口。打开电源或重置 AWS DeepRacer 设备，然后反复
按 ESC 键进入 BIOS。

4. 在 BIOS 窗口中，选择 “从文件启动”，然后选择带有启动分区名称的选项，在我们的例子中名为 
BOOT，然后选择，<EFI><BOOT>最后选择 bootx64.efi。

5. 计算模块启动后，桌面上将出现一个终端窗口以显示进度。AWS DeepRacer 设备将在十秒钟后自动开
始更新过程。您无需在此阶段提供任何输入。

如果出现错误且更新失败，请从步骤 1 重新启动该过程。有关详细的错误消息，请参阅 USB 驱动器数
据分区上生成的result.log文件。

6. 请等待更新完成。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终端窗口将自动关闭。
7. 更新设备软件后，断开 USB 驱动器与计算模块的连接。现在，您可以重启或关闭 AWS DeepRacer 设

备。
8. 更新后，AWS DeepRacer 设备默认为以下用户证书。首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您更改密码。

用户：Deepracer

密码：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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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WS 开辟物理赛道 DeepRacer
本节介绍如何为 AWS DeepRacer 模型建立物理轨道。要自主驾 DeepRacer 驶 AWS 并在物理环境中测试您
的强化学习模型，您需要一条物理跑道。您的轨道类似于训练中使用的模拟轨道，并复制了用于训练已部署
的 AWS DeepRacer 模型的环境。

为了获得最佳体验，我们建议使用预先打印的轨道和轨道屏障。使用预印的轨道和障碍物有助于 AWS 
DeepRacer 轨道环境的顺利设置和安装。与其从头开始建造轨道，不如组装预先打印的轨道和轨道屏障
部分。活动结束后，你可以拆解、储存和重复使用预先印制的赛道和障碍物，以备future 赛事使用。AWS 
DeepRacer Storefront 提供了预印的赛道和障碍以及估算空间和其他活动要求的详细信息。

主题
• 追踪材料和建造工具 (p. 95)
• 为 AWS 铺平道路 DeepRacer (p. 96)
• AWS DeepRacer 轨道设计模板 (p. 100)

追踪材料和建造工具
在您开始修建自己的赛道时，请准备好以下材料和工具。

主题
• 您可能需要的材料 (p. 95)
• 你可能需要的工具 (p. 95)

您可能需要的材料
要修建赛道，您需要以下材料：

• 对于赛道边界：

您可以使用白色或灰白色胶带，修建一个大约 2 英寸宽的赛道边界，使其明显区分与深色赛道表面。对于
深色赛道，请使用白色或灰白色胶带。例如，1.88 英寸宽珍珠白布基胶带或 1.88 英寸（低粘性）护条。

• 对于赛道表面：

您可以在暗色的硬质地板上铺设一个赛道，例如硬木、地毯、水泥或沥青毡。后者可以模拟真实路面，同
时具有最低的反光。联锁泡沫或橡胶垫也是很好的选择。

你可能需要的工具
在设计和修建赛道时，可能会需要使用以下工具或者这些工具能够提供帮助：

• 卷尺和剪刀

好的卷尺和一副剪刀对于修建赛道必不可少。如果您还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在此处订购卷尺或在此处订购
剪刀。

• 可选设计工具

要设计自己的赛道，您可能需要量角器、标尺、铅笔、小刀和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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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WS 铺平道路 DeepRacer
在您修建赛道时，从简单的设计开始着手一种比较好的做法，例如直赛道或一个转弯的赛道。接下来，您可
以继续铺设圆形赛道。此处，我们以单弯赛道为例，引导您完成修建自己的赛道的过程。首先，我们看一下
赛道的尺寸要求。

主题
• 尺寸要求 (p. 96)
• 模型您的注意事项 (p. 97)
• 建造赛道的步骤 (p. 97)

尺寸要求
您可以修建满足下列要求的任意形状的赛道：

• 最小转弯半径：

在弯曲的赛道上，测量从圆形中心到外部边界的转弯半径 (r)，如下所示。

最小转弯半径 (rmin) 取决于拐角处的轨道转弯角度 (α)，应符合以下限制：
• 如果赛道的转向角 α ≤ 90 degrees，

rmin ≥ 25 inches

我们建议 30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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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轨道的转弯角度为α > 90 degrees，α

rmin ≥ 30 inches.

我们建议 35 英寸。
• 赛道宽度，

赛道宽度 (wtrack) 应遵循以下限制：

wtrack ≥ 24 ± 3 inches.
• 赛道表面：

赛道表面应平整并为单一的深色。封闭区域的最小大小应为 30 inches x 60 inches。

铺有地毯的地板和木质地板非常合适。联锁泡沫或橡胶垫比木头更符合模拟环境，不过这不是必要的。水
泥地面会反射表面的光线，因此可能会造成问题。

• 赛道隔离

虽然并非必需，我们建议您用至少 2.5 英尺高且距离赛道 2 英尺的均匀颜色的隔离环绕整个赛道。

模型您的注意事项
您修建赛道的方式会影响到训练模型的稳定性和性能。以下是您在修建自己的赛道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1. 请勿将任何白色对象放在赛道上或者靠近赛道。如有必要，请从赛道或其附近移开任何白色对象。这是
因为在模拟环境中的训练假定只有赛道边界才是白色的。

2. 使用干净完整的磁带来标记赛道边界。边界断开或皱褶会影响到训练模型的性能。
3. 避免使用反光性表面作为赛道地面。减少明亮灯光的眩光。来自直边的眩光会被误认为是对象或边界。
4. 不要使用带有赛道线之外线路标记的赛道地面。模型可能会将非赛道线认为是赛道的一部分。
5. 在赛道周边放置隔离以帮助减少背景对象的干扰。

建造赛道的步骤
例如，我们使用最基本的单弯赛道。您可以修改指令以创建更复杂的轨道，例如 S 曲线、循环或 AWS re: 
invent 2018 轨道。

建造 AWS DeepRacer 单回合赛道

1. 要修建赛道的直道部分，请参考图表并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a. 在地面上铺一段 60 英寸长的胶带，用于铺开第一段直道边界 (1)。
b. 使用卷尺定位第二个边界的两个端点 (2) 和 (3)。这两个端点距离第一个边界的两个端点 24 英寸。
c. 将另一端 60 英寸长的胶带铺在地面上，连接两个端点 (2) 和 (3) 来铺成第二个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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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直道一段为 60 英寸长，24 英寸宽。在满足尺寸要求的情况下，您可以调整长度和宽度以适合
您的空间。

2. 要使赛道以 60 度转弯，请参考图表执行以下步骤：

a. 使用卷尺定位转弯半径（4-3 或 4-6）的中心 (4)。使用一段磁带标记中心。
b. 绘制一个等边三角形。三条边为 (3-4)、(4-6) 和 (6-3)。

要沿着赛道铺一段 60 度的转弯，请使用等边三角形 (3-4-6) 来确定弯曲赛道部分两个最终端点 (5) 
和 (6) 的位置。对于不同角度的转弯，您可以使用量角器（或量角器应用程序）定位弯曲赛道部分
的两个最终端点 (5) 和 (6)。只要满足第 2 步中要求的最低转弯半径要求，转弯半径的变动是可以接
受的。

c. 将小段的胶带（例如 4 英寸一段）铺在地面上以铺开转弯边界部分 (7) 和 (8)，并通过直线边界将它
们连接起来。两个拐弯边界不需要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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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将赛道延伸到下一段 30 英寸长、24 英寸宽的直道，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地面上铺一段 30 英寸长的胶带，用于铺开与边缘 (3-5) 垂直的第一段边界 (4-8)。

b. 使用卷尺定位第二段边界 (9) 的端点。您可以自定义直线的长度以适合所具备的空间。
c. 在地面上铺另一段 30 英寸长的胶带，用于铺开与边缘 (5-9) 垂直的第二段边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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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第二段直道为 30 英寸长，24 英寸宽。在满足尺寸要求并且尺寸与其他赛道段一致的情况下，
您可以调整长度和宽度以适合您的空间。

4. （可选）剪下 4 英寸长的胶带段，然后将胶带按照 2 英寸的间隔铺在赛道中间，铺出虚线的中心线。

现在，您已完成单弯赛道的铺设。为了帮助您的车辆更好地区分可驾驶路面与不可驾驶路面，您应在赛道外
的表面上绘制与赛道表面颜色具有足够对比度的颜色。为确保安全，您用至少 2.5 英尺高且距离赛道 2 英尺
的均匀颜色的隔离环绕整个赛道。

您可以根据说明将赛道延伸为更复杂的形状 (p. 100)。

AWS DeepRacer 轨道设计模板
以下轨道设计模板显示了您可以按照本节中的说明 (p. 96)构建的 AWS DeepRacer 轨道。

Note

本节还提供了预先印制的曲目模板。与用自己的材料构造轨道相比，组装预印轨道所需的时间更
少，而且过程更简单。我们建议使用预先印好的轨道和障碍物。要购买预印曲目，请参阅 AWS 
DeepRacer Storefront。

对于所有曲目，要重现相同的色彩制作效果，请使用以下规格：

• 绿色：PMS 3395C
• 橙色：PMS 137C
• 黑色：PMS 432C
• 白色：CMYK 0-0-2-9

这些轨道的表面使用以下材料进行了测试：

• 乙烯塑料

这些曲目印在 13 盎司的粗布黑胶唱片上，表面为哑光以减少眩光。塑胶通常比地毯便宜，并能提供优异
的性能。乙烯塑料的耐久性不如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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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

这些曲目印在 8 盎司的染料升华涤纶面地毯上，背面为乳胶橡胶。地毯经久耐用，性能良好，但价格昂
贵。

由于曲目尺寸很大，因此无法轻易地在单个材料上打印。在连接各片材料时，请将赛道线准确对齐。

主题
• AWS DeepRacer A to Z Speedway（基础版）赛道模板  (p. 101)
• AWS DeepRacer 微笑赛车场（中级）赛道模板  (p. 102)
• 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级）赛道模板  (p. 102)
• AWS DeepRacer 单回合赛道模板 (p. 103)
• AWS DeepRacer S 曲线轨迹模板 (p. 103)
• AWS DeepRacer 循环追踪模板 (p. 104)

AWS DeepRacer A to Z Speedway（基础版）赛道模
板
AWS DeepRacer A to Z Speedway（Basic）赛道是 AWS DeepRacer 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体育竞赛赛道。它
最初在 reAWS: invent 2018 上发布，在所有 AWS DeepRacer 实体竞赛赛道中，占地面积最小。可在 AWS 
DeepRacer Storefront 上预先打印出来购买。

我们向初学者赛事和初学者推荐这条赛道。它有多种跑道和直道，无论是初次参赛的赛车手还是经验丰富的
赛车手，都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挑战。AWS DeepRacer A to Z Speedway（Basic）赛道是控制台中虚拟赛
道的 1:1 物理再现。它使赛车手有机会在虚拟环境中训练模型，然后将模型部署到物理 AWS DeepRacer 设
备上，以便在物理赛道上进行自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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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印或创建自己的 A to Z Speedway（Basic）赛道，请下载此 AWS DeepRacer A to Z 
Speedway（Basic）文件。

AWS DeepRacer 微笑赛车场（中级）赛道模板
AWS S DeepRacer mile Speedway 赛道最初是作为 2019 年 AWS DeepRacer 锦标赛赛道发布的。可在
AWS DeepRacer Storefront 上预先打印出来购买。

对于有经验的赛车手和更大的物理空间的赛事，我们推荐使用这条中间赛道。这是主机中虚拟曲目的 1:1 物
理再现。它使赛车手有机会在虚拟环境中训练模型，然后将模型部署到物理 AWS DeepRacer 设备上，以便
在物理赛道上进行自主竞赛。

要打印或创建您自己的 AWS S DeepRacer mile Speedway（中级）赛道，请下载此 AWS S DeepRacer 
mile Speedway（中级）赛道文件。

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级）赛道模板
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级）赛道（又名 AWS Summit Speedway）最初于 2022 年为 AWS 
DeepRacer DeepRacer 峰会发布，是 AWS DeepRacer 历史上最长的物理赛道。可在 AWS DeepRacer 
Storefront 上预先打印出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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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经验赛车手参加的赛事，我们建议使用 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级）赛道。对于喜欢在直
道上快速行驶的赛车手来说，它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挑战。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级）赛道是
控制台中虚拟赛道的 1:1 物理再现。它使赛车手有机会在虚拟环境中训练模型，然后将模型部署到物理 AWS 
DeepRacer 设备上，以便在物理赛道上进行自主竞赛。

要打印或创建您自己的AWS RL Speedway（高级）赛道，请下载此 AWS DeepRacer RL Speedway（高
级）赛道文件。

AWS DeepRacer 单回合赛道模板
这款基本赛道模板包含由一个转弯赛段连接的两个直道赛段。使用此赛道训练的模型应使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沿直线行驶或朝一个方向转弯。

AWS DeepRacer S 曲线轨迹模板
此赛道比单弯赛道更复杂，因为模型需要学习如何在两个方向上转弯。您可以通过在第一个弯道之后反向转
弯，轻松地将单弯赛道修建说明扩展到此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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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Racer 循环追踪模板
此圆形赛道是一个重复的 90 度单弯赛道。它需要更大的封闭区域来铺设整条轨道。

104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循环曲目模板

105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赛事类型 

加入 AWS DeepRacer 竞赛
在仿真中成功训练和评估您的模型后，通过参加比赛将您的模型的性能与其他赛车手的模型进行比
较。Racing 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可以获取有关您的模型的反馈、赢取奖项和奖品、认识其他 AWS 
DeepRacer 社区成员、了解学习和提高技能的机会并享受乐趣。

比赛可以是面对面或在线（虚拟），虚拟竞赛可以同步格式化为现场竞赛，也可以异步格式化为经典竞赛。
直播和经典虚拟比赛可以私下或公开直播。

本部分讨论如何参加 AWS Le DeepRacer ague 虚拟巡回赛或基于社区的虚拟竞赛，以及您的不同格式选
择。

AWS DeepRacer 赛车赛事类型
活动可以按其赞助商或组织者进行分类。AWS DeepRacer League 和社区赛事都可以在实体赛道上亲自举
行，也可以在虚拟赛道上在线举行。

• AWS-赞助的赛车赛事 — 赞助的赛车赛事AWS被称为 AWS DeepRacer 联赛赛事，向任何 AWS 
DeepRacer 用户开放。首次参加的赛车手可以通过参加每月的虚拟比赛来开始他们的联赛之旅。一旦赛车
手提交了模型参加比赛，他们就会获得积分并获得全国和地区赛季积分榜。

• 社区赞助的赛车赛事 — 由 AWS DeepRacer 用户创建的赛车赛事称为社区赛车赛事。

参加在线AWS赞助或社区赞助的比赛
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参加 AWS DeepRacer 联赛虚拟巡回赛赛事或基于社区的在线竞赛。

• 任何 AWS DeepRacer 用户都可以参加 AWS DeepRacer 联赛虚拟巡回赛在线竞赛。
• 只有受邀的用户才能访问或参与社区赛车虚拟赛事。当用户收到由赛事组织者发送的邀请链接或由其他参

赛者转发的邀请链接时，则表示受到邀请。

主题

• the section called “ 参加虚拟巡回赛 ” (p. 106)
• the section called “ 加入社区竞赛 ” (p. 107)
• the section called “ 参加现场竞赛 ” (p. 113)
• the section called “赛车赛事术语” (p. 5)

加入 AWS DeepRacer 联赛虚拟巡回赛
在这一部分，了解如何使用 AWS DeepRacer Console 将经过训练的模型提交虚拟巡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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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AWS DeepRacer 联赛虚拟巡回赛

1. 登录 AW S DeepRacer 控制台。
2. 在主导航窗格中，选择 AWSVilling Circuin。
3. 在 “AWS虚拟赛道” 页面的 “公开竞赛” 部分下，选择 “进入竞赛”。
4.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参加 AWS Leag ue DeepRacer 赛车活动，请在 AWS League DeepRacer 赛车手名

称下的 Racer 名称中设置您的别名。
5. 在选择模型下，从模型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模型。确保您的模型已经过处理轨道形状的训练。
6. 如果这是您首次参加 AWS Le DeepRacer ague 赛事，请根据联赛要求选择您的居住国。选择居住国并

提交第一个模型后，该模型将在赛车赛季中锁定，并将在颁发奖品时进行验证。然后，通过选中复选框
接受条款和条件。

7. 选择 “参加竞赛” 以完成提交。每场比赛的提交配额为50。

提交模型后，AWS DeepRacer 控制台开始评估。这一过程耗时最多 10 分钟。
8. 在比赛页面上，查看比赛详情。
9. 在比赛页面上，记下您的参赛者姓名下的提交状态。
10. 在竞赛页面上，查看排行榜上的排名列表，以了解您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的比较情况。

如果你的模型在连续三次试用中都没有完成赛道，那么它就不会出现在排行榜的排名列表中。你的排行
榜排名反映了你提交的最佳成绩。您还将获得国家和地区赛季积分榜，以衡量您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其
他赛车手中的排名。

提交模型后，尝试通过完善奖励函数和迭代模型来提高其性能。您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算法或动作空间训
练新模型。学习、调整并再次比赛，以增加获得奖励的机会。

参加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Note

要加入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您首先需要收到竞赛组织者提供的竞赛链接。

当您收到参加 AWS DeepRacer 竞赛的邀请时，请查看这是现场比赛还是经典竞赛。

经典赛事

经典竞赛是不需要实时交互的异步赛事。您的邀请链接使您可以向竞赛提交模型并查看排行榜。在比赛
开幕和闭幕日期内，你可以随时提交无限量模型，以在排行榜上取得最佳成绩。比赛开始后，提交的模
型即可在排行榜页面上查看经典比赛的结果和视频。所有经典比赛均为私人赛事。

比赛直播

LIVE 竞赛是实时赛车赛事，你可以与其他赛车手轮流聚在一起，争夺排行榜上最快的时间。您可以输入
多个模型，但只会使用您在提交窗口关闭之前提交的最后一个模型。在比赛中，你可以选择尝试交互式
速度控制，它会暂时覆盖模型的速度参数，让你有机会进行战略性的实时调整。直播比赛可以在受邀的
赛车手之间私下直播，也可以公开直播供任何人观看。

如果您的邀请中未指定比赛形式，请查看您的竞赛卡。LIVE 竞赛说 “LIVE”，然后告诉你同步赛事的日期和时
间。经典比赛为你提供了异步比赛的日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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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竞赛参与者加入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如果您是新手AWS并收到加入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的邀请，请按照 “以新用户身份加入” 中的步骤操
作。如果您受邀参加活跃的社区竞赛，并且之前参加过 AWS DeepRacer 竞赛，请按照以下步骤加入经典
竞赛或参加适合您的比赛形式的直播竞赛。

以新用户身份加入

如果您是新用户AWS并收到了加入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的邀请链接，请选择该链接前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然后注册一个AWS账户，然后再继续参加竞赛。

作为新的 AWS DeepRacer 用户或首次参加任何 AWS DeepRacer 竞赛的参与者，请按照步骤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加入社区竞赛。

以新用户身份参加竞赛

1.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创建AWS账户。
2. 设置并登录后，选择比赛组织者与您共享的链接以打开竞赛页面。
3. 当提示创建 AWS DeepRacer 赛车手名称时，输入一个名字，该名称将用作所有 AWS DeepRacer 排行

榜的标识。一旦选择了赛车手的名字，就无法对其进行更改。
4. 在比赛详情页面上，展开 “开始竞赛”。
5. 选择 RL 入门，快速了解如何训练 AWS 自动驾驶 DeepRacer 模型。
6.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训练和评估您的竞赛模型。

有关训练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训练您的第一个 AWS DeepRacer 模型  (p. 12)。
7. 导航到社区竞赛。
8. 找到你被邀请参加的比赛。在竞赛卡上选择 “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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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适合您的比赛形式参加经典赛事或参加现场竞赛中的步骤操作。

参加一场经典比赛

1. 选择您从比赛组织者那里收到的链接。如果您尚未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登录您的账户，系统将
提示您登录。

2. 登录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后，该链接将带您进入竞赛页面。比赛页面显示比赛详情、排行榜和您的
赛车手信息。选择 “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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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进入竞赛” 页面的 “选择模型” 下，选择经过训练的模型，然后选择 “进入竞赛”。

4. 如果您的模型成功根据竞赛标准进行了评估，请观看该赛事的排行榜，看看您的模型与其他参赛者相比
排名如何。

5. （可选）选择 “观看” 以查看车辆性能视频，或选择 “下载评估日志” 以详细查看产生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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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次选择 “竞赛” 进入其他模型。在比赛开幕和闭幕日期内，你可以随时提交无限量模型，以在排行榜上
取得最佳成绩。

参加现场竞赛

1. 选择您从比赛组织者那里收到的链接。如果您尚未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登录您的账户，系统将
提示您登录。

2. 登录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后，该链接将带您进入竞赛页面。竞赛页面显示比赛详情和排行榜。选择 
“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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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进入竞赛” 页面的 “选择模型” 下，选择经过训练的模型，然后选择 “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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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的模型成功根据竞赛标准进行了评估，请观看该赛事的排行榜，看看您的模型与其他参赛者相比
排名如何。

5. （可选）对于直播比赛，选择日历将直播赛事添加到您的日历中。
6. 再次选择 “竞赛” 进入其他模型。您可以输入多个模型，但只会使用您在提交窗口关闭之前提交的最后一

个模型。

参加 AWS LIV DeepRacer E 竞赛
Note

在直播比赛开始前至少一小时提交您的模型。您可以输入多个模型，但只会使用您在提交窗口关闭
之前提交的最后一个模型。

开始之前

• 使用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检查您的浏览器是否为最新版本）。
• 如果您正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请断开虚拟专用网络 (VPN)。
• 关闭所有额外的选项卡。

参加现场竞赛

1. 登录 AW S DeepRacer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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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尚未提交模型，请找到您想要参加的竞赛的竞赛卡，然后选择 Go to LIVE 竞赛。

3. 在竞赛页面上，选择进入竞赛。
4. 在进入竞赛页面的选择模型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提交的模型，然后选择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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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竞赛” 页面上，选择 “参加现场竞赛”。
6. 在直播比赛页面上，你会看到一条等待消息。导航到比赛组织者为您提供的会议桥。

7. 请咨询您的比赛组织者，他们将查看比赛规则并回答赛车手的问题。
8. 查看 LEADER BOARD 下的 “即将上线” 部分，了解你的比赛直播时间，当比赛组织者宣布你下次上场时

做好准备。
9. 轮到你了，会有 10、9、8、7、6... 比赛组织者启动您的比赛时，控制台中会显示倒计时动画。开

始吧！ 您将可以使用可选的速度控制。选择关键时刻来提高或减慢模型的速度。有三种操作速度控制功
能的方法：

a. 用电脑的鼠标拖动滑块。
b. 或者，在控制台中选择 </> 箭头按钮。
c. 您也可以选择滑块旋钮来激活滑块，然后使用#键盘#和箭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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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乘数重置为 1 以恢复使用模型的速度参数。
11. 比赛时，请查看现场比赛的视频叠加图，以帮助优化表现。轨道地图叠加层分为三个区域，这些区域会

根据您的步速改变颜色。绿色表示你在比赛中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部分，黄色表示最慢的分区，紫色表
示比赛中你取得最佳成绩。您还可以找到详细说明最佳单圈时间、剩余时间（以 m/s 为单位）、重置和
当前单圈时间的统计数据。

12. 当你在控制台中看到方格旗帜图标时，比赛结束。速度控制已禁用，您的比赛重播将在视频屏幕上启
动。你在排行榜上按你的最佳单圈时间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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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社区竞赛是由非官方赞助的 AWS DeepRacer 用户组织的竞赛AWS。

您可以创建自己的社区竞赛，并通过共享竞赛邀请链接来邀请同事、同学或朋友。

如果您想为学生组织竞赛，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学生的教育工作者工具 (p. 150)。

主题

• 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竞赛快速入门” (p. 117)
• the section called “自定义竞赛” (p. 120)
• 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
• the section called “管理一场比赛” (p. 133)
• the section called “赛车赛事术语” (p. 5)

创建虚拟社区竞赛：快速入门指南
您可以使用默认的社区竞赛设置快速设置虚拟竞赛。当你准备好了解所有选项时，请前往the section called 
“自定义竞赛” (p. 120)。

在创建任何虚拟竞赛之前，请考虑经典赛还是现场竞赛最适合你的群组，如果你选择现场竞赛，你是私下分
享还是公开分享？

经典赛事

经典竞赛是不需要实时交互的异步赛事。参赛者必须收到邀请链接，才能向比赛提交模型并查看排行
榜。赛车手可以在日期范围内随时提交无限量模型，以攀登排行榜。速度控制不可用。比赛开始后，提
交的模型即可在排行榜页面上查看经典比赛的结果和视频。所有经典比赛均为私人赛事。

比赛直播

直播比赛是在设定的时间举行的同步赛事，范围从由一个比赛组织者主持一次私人视频会议的小型赛
事，到由一个组织者、评论员和广播员组成的小型团队公开发布的大型赛事。你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模
型提交的大门，所以请让赛车手知道截止日期。参赛者可以提交多个模型，但只有他们在你关门之前提
交的最后一个模型才能在活动期间参加比赛。在LIVE竞赛中，排队的参赛者可以选择使用交互式速度控
制，让他们的模型在回合中获得竞争优势。LIVE 竞赛的参赛者还必须收到邀请链接，才能向竞赛提交
模型，但您可以选择仅向受邀参赛者私下直播赛事，也可以使用 Twitch 等直播服务公开直播赛事。请参
阅the section called “直播比赛” (p. 129)以了解更多信息。

开始创建社区竞赛

1.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创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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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比赛详情页面上，选择一种比赛形式：经典比赛，您的宾客可以在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时
间表参加，或者是现场比赛，可以作为实时赛事私下或公开直播。

继续创造一场经典赛事
1. 选择比赛类型。从计时赛到物体回避再到 H，种族类型的复杂性会增加ead-to-bot。对于第一次参加赛车

的玩家，我们推荐计时赛。计时赛只需要一台摄像机，因此传感器配置更简单，针对此类竞赛训练的强
化学习 (RL) 模型聚合得更快。有关竞赛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计时赛、物体回避和头对机器人竞赛
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p. 25)。

2. 输入比赛的原始描述性名称。
3. 采用 24 小时制，指定活动的开始日期和时间。AWS DeepRacer 控制台会自动识别您的时区。对于经典

比赛，还要输入结束日期和时间。LIVE 竞赛的默认持续时间为四小时。联系客户支持安排更长的比赛。
如果您的比赛直播提前结束，则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4. 要使用默认竞赛设置，请选择 “下一步”。
5.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6. 要分享你的竞赛，请在模态上选择 “复制邀请链接”，然后将其粘贴到电子邮件、短信和你最喜欢的社交

媒体应用程序中。所有经典比赛都是私密的，只有通过邀请链接的赛车手才能观看。该链接在比赛结束
之日到期。

7. 选择完成。将显示 “管理竞赛”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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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你的经典竞赛时间表接近尾声时，记下谁已经进入了模特，谁还需要在排行榜详情页面的赛车手下输
入模型。

继续制作现场竞赛
1. 选择比赛类型。从计时赛到物体回避再到 H，种族类型的复杂性会增加ead-to-bot。对于第一次参加赛车

的玩家，我们推荐计时赛。计时赛只需要一台摄像机，因此传感器配置更简单，针对此类竞赛训练的强
化学习 (RL) 模型聚合得更快。有关竞赛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计时赛、物体回避和头对机器人竞赛
量身定制 AWS DeepRacer 训练 (p. 25)。

2. 输入比赛的原始描述性名称。
3. 采用 24 小时制，指定活动的开始日期和时间。AWS DeepRacer 控制台会自动识别您的时区。对于经典

比赛，还要输入结束日期和时间。LIVE 竞赛的默认持续时间为四小时。联系客户支持安排更长的比赛。
如果您的比赛直播提前结束，则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4. 要使用默认竞赛设置，请选择 “下一步”。
5.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6. 在<Your Race Name>页面上，选择 “邀请” 选项卡以分享您的竞赛。

7. 在 “邀请详细信息” 下，选择 “复制” 将邀请链接粘贴到电子邮件、短信和您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中。

8. （可选）选择建议的电子邮件模板旁边的 “复制”，填写您的奖品、模型提交时间范围和会议桥链接，您
的赛车手将在此处开会，排队为比赛做准备。

直播比赛是私密的，除非你选择公开直播，否则只有通过邀请链接的赛车手才能观看。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直播比赛” (p. 129)以了解更多信息。该链接将在比赛结束之日太平洋夏令时凌晨 12:00 
到期。

9. 选择 “比赛详情” 选项卡。
10. 在 “比赛详情” 下，记下直播比赛的选项。决定公开还是私下直播比赛后，使用 AWS Le DeepRacer 

ague 团队创建的剧本开始播放。查看广播模式按钮允许您查看直播比赛赛事页面的格式，以便将其与品
牌图形叠加层一起使用，其中包括评论员直播的剪辑图。

11. 随着直播比赛日期的临近，请在<Your Race Name>页面的 “邀请” 选项卡下记下谁已经进入模特以及谁
还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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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所选赛道、添加比赛描述、选择排名方法、决定允许重置赛车手的次数、确定 RL 模型必须完成的
最小圈数才有资格参加比赛、设置赛道外处罚以及自定义其他比赛详情，请在管理社区竞赛中选择编辑比
赛 (p. 133)详情。

自定义竞赛
要创建专为您的群组量身定制的竞赛，请在竞赛详情页面上展开竞赛自定义设置。计时赛的设置也适用于物
体避开和 head-to-bot 竞赛，但是物体回避和 head-to-bot 竞赛类型还有其他设置，可以让你控制创建专门针
对你的赛事目标调整的竞赛环境。

自定义竞赛

1.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创建竞赛。

4. 在比赛详情页面上，选择一种比赛形式：经典赛事，您的参与者可以在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按照自己的
时间表参加，或者选择现场比赛，可以作为实时赛事私下或公开直播。

5. 根据您选择的比赛形式，按照继续创建经典竞赛或继续在中创建实时竞赛中的步骤 1-3 进行操作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竞赛快速入门” (p. 117)。

6. 选择比赛日期后，扩展比赛自定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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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比赛曲目。你可以按人气对曲目进行排序：从最多到最小/最少到最多，难度：从最多到最小/最小到
最多，以及长度：最长到最短/最短到最长。要查看每个类别的所有赛道，请选择查看更多赛道选项。要
关闭扩展菜单，请选择查看更少的赛道选项。

8. （可选）为您的比赛撰写描述，为参赛者总结赛事的目标和规则。对于直播比赛，请添加赛事视频会议
或直播的链接。描述出现在你的排行榜详细信息中。

9. 对于经典赛事的排名方法，请选择最佳单圈时间，其中获胜者是公布最快圈速的赛车手；平均时间，其
中在赛事的时间范围内多次尝试后，获胜者是平均时间最快的赛手；或总时间，其中获胜者是总平均时
间最快的赛手。所有直播比赛的排行榜排名均按最佳单圈时间排名，因此不显示此字段。

10. 对于经典赛事，为最小圈数选择一个值，即赛车手必须连续完成的圈数，才有资格将结果提交到比赛排
行榜。对于初学者比赛，请选择一个较小的数字。对于高级用户，请选择更大的数字。此自定义不适用
于现场比赛，因为默认值为一圈。

11. 对于偏离赛道的惩罚，选择当赛车手的 RL 车型偏离赛道时增加的秒数。
12.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计时赛的所有自定义选项。如果您选择了计时赛赛制，请选择 “下一步” 查看比赛详

情。如果你选择了 Object Av (p. 122) er age 或 Head-to-bot (p. 124) 竞赛赛制，请跳到相应的程序
以完成对比赛的自定义。

13.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14. 要分享你的竞赛，请选择将模态上的邀请链接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将其粘贴到电子邮件、短信和你最喜
欢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中。您也可以选择 “邀请” 选项卡在<Your Race Name>页面上分享您的竞赛。该
链接在比赛结束之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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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择完成。将显示 “管理竞赛” 页面。

要了解如何使用我们的电子邮件模板邀请新赛车手、从竞赛中删除赛车手、查看赛车手的模型提交状态等，
请参阅管理社区竞赛 (p. 133)。

完成对物体回避竞赛的自定义

1. 对于碰撞惩罚，选择在赛车手与物体或机器人碰撞时增加的秒数。增加的秒数越多，挑战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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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物体数量” 中，选择赛车手在赛道上必须避开多少障碍物。物体越多，比赛就越困难。
3. 要将随机物体添加到每位赛车手的不同位置的赛道，请选择 “包含随机物体”。这对于参与者来说更具挑

战性，因为要创建能够很好地概括到赛道上意外物体等随机事件的 RL 模型，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训练
和奖励函数的反复试验。

4. 通过为车道放置选择车道号或物体位置，选择放置每个对象的位置。轨道在中心线分成两半，形成内部
和外部车道。你可以在内侧或外侧车道上放置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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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每个对象，在开始和结束之间为位置 (%) 选择一个值。该数字表示轨道起点和终点线之间要放置对
象的位置，以百分比表示。

6.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物体回避竞赛的所有独特自定义选项。选择下一步。
7.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8. 要分享你的竞赛，请选择复制邀请链接并将其粘贴到电子邮件、短信和你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中。所有比赛都是私密的，只有通过邀请链接的赛车手才能看见。该链接在比赛结束之日到期。
9. 选择完成。将显示 “管理竞赛” 页面。

要了解您可以如何处理您的竞赛，请参阅管理社区竞赛 (p. 133)。

完成对 head-to-bot 比赛的自定义

1. 在 “机器人汽车数量” 中，选择您想要与参与者的 AWS DeepRacer RL 车型比赛的汽车数量。机器人汽
车类似于电子游戏人工智能车辆。它们是随机移动的物体，因此它们的复杂性比静止物体要高一些。赛
道上的机器人越多，比赛的挑战性就越大。最多选择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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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机器人赛车速度，选择你希望机器人汽车在赛道上移动的速度。速度以米/秒为单位测量。速度必须
介于每秒 0.2 — 6 米之间。

3. 如果您想允许机器人变道，这会进一步增加赛车手的 AWS DeepRacer RL 模型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
性，请选择 “启用换道”。

4. 对于最小换道时间，选择机器人车辆变道实例之间经过的最小秒数。
5. 对于 “最大换道时间”，选择机器人车辆变道实例之间经过的最大秒数。
6.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 head-to-bot 比赛的所有独特自定义选项。选择下一步。
7.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8. 要分享你的竞赛，请选择复制邀请链接并将其粘贴到电子邮件、短信和你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中。所有比赛都是私密的，只有通过邀请链接的赛车手才能看见。该链接在比赛结束之日到期。
9. 选择完成。将显示 “管理竞赛” 页面。

要了解如何编辑和删除您的竞赛，请参阅管理社区竞赛 (p. 133)。

举办一场直播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你已经创建了一场直播比赛并邀请了赛车手。你已经决定是私下直播还是公开播出你的活动，得到的支持the 
section called “直播比赛” (p. 129)。现在，学习如何管理队列、设置竞赛模拟器以及启动你的赛车手。

开始之前

• 使用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检查您的浏览器是否为最新版本）。
• 如果您正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请断开虚拟专用网络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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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所有额外的选项卡。

举办一场直播虚拟竞赛

1.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找到你想要主持的竞赛的竞赛卡，然后选择 “立即加入” 查看竞赛。
2. 在 LIVE: <Your Race Name>页面上，在比赛组织者控制面板下选择 Launch Simulator。此按钮在比赛

开始前一小时可用。你可以通过选择 Launch LIVE 赛车模拟器标题来隐藏比赛组织者控制面板的这一部
分。

3. 在 “即将上线” 下，关闭 “模型参赛作品已打开” 以结束提交。这将关闭模型提交，并在开关下方创建一个
可编辑的赛车队列。在切换开关关闭之前，你无法启动赛车手。

4. 打开您创建的视频会议，召集您的赛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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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起赛车手点名：

a. 向赛车手核实，确保他们能清楚地听见你的声音。
b. 首先使用视频进行自我介绍。您可能需要稍后将其关闭以优化带宽。
c. 检查通话中的人员列表是否与您的群组中的赛车手列表相匹配。

6. 发起模特点名：

a. 检查赛车队列中的别名列表是否与您的赛车手的别名列表相匹配，并且没有一个以红色突出显示，
这意味着他们的模型没有成功提交。

b. 请咨询您的赛车手，看看他们在提交模型时是否遇到任何问题。
7. 查看比赛时间表和规则。告诉赛车手轮到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参加比赛，并提醒他们，排行榜排名是由他

们在那段时间内最快的单圈决定的。
8. 解释一下，通过使用速度控制功能（只有赛车手在比赛期间才可见），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控制滑块手动

设置最大速度，该滑块会暂时覆盖模型的速度参数，但不能覆盖转向角度。该模型仍能转向，但赛车手
现在可以通过乘以速度来选择关键时刻来提高或降低赛车的速度。要恢复使用模型的速度参数，赛车手
可以将乘数重置为 1。提醒赛车手，速度控制滑块不是油门踏板；这是进行战略性实时调整的机会。

9. 接下来，解释比赛窗口的视频叠加层所包含的信息有助于优化赛车手的表现。赛道地图叠加层分为三个
区域，这些区域会根据赛车手的步速改变颜色。绿色表示赛车手在赛道中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部分，
黄色表示最慢的赛段，紫色表示赛事最佳成绩。赛车手还可以找到详细说明其最佳单圈时间、剩余时间
（以 m/s 为单位）、重置和当前单圈时间的统计数据。

10. 回答赛车手的问题。
11. （可选）在 “COMIN G UP” 下，选择 “编辑”，通过抓取和删除赛车手姓名来重新排序您的竞赛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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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您对赛车队列进行了更改，请选择 “保存” 以保留您的编辑内容，或选择 “取消” 将其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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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启动队列中的第一个赛车手：

a. 选择顶级赛车队列名称旁边的启动按钮，手动启动每位赛车手。轮到每个赛车手时，有
10、9、8、7、6... 启动后在控制台中显示倒计时动画。

b. 开始吧！ ，模型将在您选择的时间内运行，同时进行实时评估。
c. 如果模型在比赛中途失败，你需要使用赛车队列中其别名旁边的启动按钮重新启动赛车手。
d. 在当前赛车手完成比赛前大约 2 分钟，通过会议桥联系队列中的接下来的 2 名赛车手，确认他们已

准备好参加比赛。
e. 在当前赛车手结束前 30 秒，向下一位赛车手发出 30 秒的警告。
f. 当你看到当前赛车手完成比赛后，立即启动下一个赛车手。控制台中的方格旗帜图标表示比赛结

束。赛车手的速度控制被停用，比赛重播将在视频屏幕上启动。

14. （可选）如果您遇到模拟器问题，请选择 “重置模拟器”。
15. 如果您出于任何原因想要重置排行榜，也可以选择清除排行榜排名，这将清除所有条目。
16. 在比赛结束时，选择宣布获胜者！ 按钮，向赛车手发表最后的讲话，解释奖品的分配方式，回答问题，

然后结束视频会议。

使用 AWS DeepRacer 联赛制作手册直播社区竞赛
LIVE 竞赛是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发生的实时赛事。其范围从由一个竞赛组织者主持一次私人视频会议的小型活
动，到由一小部分组织者、评论员和广播公司使用Twitch等直播服务公开发布的大型赛事。

组织者角色
以下是组织者在 AWS DeepRacer LIVE 活动期间可以扮演的建议角色。你策划的活动越复杂，你可能需要的
帮助就越多。

组织者

比赛组织者安排了比赛和相关的视频会议，以组织和指导赛车手。在现场比赛中，组织者使用组织者控件排
队、启动赛车手并呼叫获胜者。组织者未显示在直播频道上。

评论员

评论员在比赛进行时讨论比赛， play-by-play 提供赛事、额外信息以及赛事及其参赛者的内部知识。评论员
是公共活动的主要发言人。

广播公司

广播公司使用流媒体软件提前创建场景，并在直播比赛期间在场景中过渡。广播公司还管理视频源。广播公
司未显示在直播频道上。他们在活动期间担任内容制作人。

广播公司场景
AWS DeepRacer 赛事的直播讲述了您的比赛故事。要在活动开始、中期和结束时提高参与度，请使用场
景。这些动画和布局由图形叠加层和视频流组成，标点活动的不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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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图是一种图形（通常是透明的 PNG 文件），位于比赛的广播模式窗口以及（可选）网络摄像头直播或
评论员的顶部。就像你直播的面具一样。将您的内容置于其下方，使所有内容无缝对齐，从而创建统一的布
局。

在广播之前，使用流媒体软件（例如 OBS）设置场景。在活动期间顺利过渡，营造动态节奏和观众愉悦感。
例如，使用介绍性动画场景来启动活动。然后过渡到你的主要内容场景 (PCS)，这是包含竞赛视图和一两个
供评论员使用的窗口的主布局。切换到全屏双评论员或评论员和受访者场景以保持生动活力，最后以排行榜
场景结束。或者，创建商业场景以在两场比赛之间切换。

AWS DeepRacer 场景模板
AWS Le DeepRacer ague Virtual Circuit 团队创建了一系列模板文件供您用于直播社区比赛。下载 A WS 
DeepRacer 场景模板并使用它们来直播具有专业外观的活动。

场景类型及其使用方法

1. AWS DeepRacer 盾牌动画简介
2. 仅限主机共享视图：

• 基础层-比赛的广播模式网址的屏幕共享。调整其大小以适应场景帧。
3. 单一评论员视图（1up）：

• 基础层-比赛的广播模式网址的屏幕共享。调整其大小以适应场景帧。
• 下一层——如果你正在拍摄的评论员在同一个房间里，则是 OBS Ninja 或者本地网络摄像头。在右上角

的画中画 (PIP) 窗口的场景帧下拉入并调整其大小。
4. 评论员加受访者或双评论员（2up）：

• 基础层-比赛的广播模式网址的屏幕共享。调整其大小以适应场景帧。
• 下一层——如果你正在拍摄的评论员在同一个房间里，则是 OBS Ninja 或者本地网络摄像头。在右上角

的画中画 (PIP) 窗口的场景帧下拉入并调整其大小。
• 将双摄像头视频源或忍者视频源插入右上角的窗口调整大小以适应大小（在活动开始前一周的设置中-

AV 检查所有视频源并在 OBS 中分配摄像头）
5. 双评论员全屏（无赛车视图；仅限采访）：

• 没有基础层控制台；只有两个摄像机信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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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排行榜：
• 实时在场景图层上手动输入排行榜结果。

AWS DeepRacer 场景模板文件提示

• 34-为评论员配置标题（在 PIP 中使用名称的预构建场景）
• 234-赛车视图

• 考虑用您的公司徽标替换左上角的 AWS Le DeepRacer ague 徽标。
• 将左下角的文字替换为你的种族名称和垂直文本中的信息。

制作私人直播——5 分钟设置
AWS DeepRacer LIVE 社区竞赛私人广播非常适合小型的非正式竞赛。

组织者角色

• 对于标准比赛，你只需要一个组织者。

硬件

• 推荐硬件-至少 16 GB 内存
• （可选）高品质麦克风、耳机或 AirPods
• （可选）LED 环形灯-为避免看到环形光反射在眼镜上，请将其放置在与佩戴者脸部成一定角度。
• （可选）摄像头和 GoPros -以使镜头多样化

提示

• 使用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检查您的浏览器是否为最新版本）
• 如果使用，请断开 VPN 的连接
• 关闭所有额外的选项卡

举办 AWS 私人 LIVE DeepRacer 活动

1.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创建竞赛。
4. 决定你想在哪个日期和时间举办标准的LIVE社区竞赛。
5. 在按照步骤创建 LIVE 社区竞赛之前，请在 “竞赛日期” 下查看该时间段是否可用。LIVE 社区竞赛可能长

达四个小时。联系客户支持安排更长的比赛。
6. 确定可用的日期时间后，为比赛组织者和参赛者创建相应的视频会议。如果你正在举办一场观众很少甚

至没有观众的小型比赛，那么你只需要一个视频会议。如果你想举办一场更大规模的私人比赛，可以创
建另一个视频会议，向观众直播你的比赛。

7. 按照中的步骤操作，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竞赛快速入门” (p. 117)然后选择 “继续创建现场竞赛”。

• （可选）在步骤 8 中，选择 “建议的电子邮件模板” 旁边的 “复制”，为赛车手和比赛组织者创建一封
电子邮件。填写您的奖品、模型提交时间表和会议桥链接，您的赛车手将在该链接上集合，排队为
比赛做准备。

8. 在比赛当天，按照说明进行操作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
9. 向参赛者分发奖品（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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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公共直播-2 小时设置
AWS DeepRacer LIVE 社区竞赛高级广播使用多个广播场景，由三个或更多人组成的团队在全球流媒体平台
上直播一场比赛。以下说明以 Twitch 为例。

组织者角色

• 组织者
• 评论员/主持人
• 广播公司
• Twitch 版主——可选

硬件

• 推荐硬件：您应该至少有 16 GB 的内存
• （可选）高品质麦克风、耳机或 AirPods
• （可选）LED 环形灯：为避免看到环形光反射在眼镜上，请将其放置在与佩戴者脸部成一定角度。
• （可选）摄像头和 GoPros：使用它们来丰富镜头。

提示

• 使用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检查您的浏览器是否为最新版本）。
• 如果您使用的是 VPN，请断开与 VPN 的连接。
• 关闭所有额外的选项卡。

先决条件

• Twitch 账户-直播视频服务。
• Twitch 直播密钥-让软件知道将你的视频发送到哪里。
• 开放广播软件（OBS）-用于视频录制和直播的免费开源软件。
• （可选）VDO Ninja（前身为 OBS Ninja）-如果您选择加入评论员和受访者，则该工具用于添加和切换其

他视频源。

举办 AWS DeepRacer 公开直播

1. 按照如何注册 T witch 账户中的步骤设置 Twitch 账户。
2. 找到你的 Twitch 直播密钥。学习如何找到你的 Twitch Steam 密钥。
3. 下载开放广播软件（OBS）。
4. 学习如何使用 OBS 管理场景。提前设置它们。我们建议您至少在比赛前一周准备好资产：

a. 下载随附的 AWS DeepRacer 场景模板。
b. 加载场景并对其进行修改。
c. 使用您的竞赛网址更新来源。
d. 检查您的摄像机。
e. 将用户分配到他们的信息源。

5. 或者，如果评论员和受访者是您的广播活动的一部分，请使用 VDO Ninja（前身为 OBS Ninja）管理多
个视频源。了解如何使用 OBS Ninja。

6. 导航到 A WS DeepRacer 控制台创建竞赛。
7. 选择社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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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创建竞赛。
9. 决定你想在哪个日期和时间举办一场公开的LIVE社区竞赛。
10. 在按照步骤创建 LIVE 社区竞赛之前，请在 “竞赛日期” 下查看该时间段是否可用。LIVE 社区竞赛的默认

持续时间为四小时。联系客户支持安排更长的比赛。如果您的现场比赛时间少于四小时，则无需采取任
何行动。

11. 确定可用的日期和时间后，为比赛组织者和参赛者创建相应的视频会议。
12. 接下来，为您的广播公司创建另一个视频会议。
13. 按照步骤设置LIVE社区竞赛。

a. （可选）在步骤 8 的 “比赛描述” 下，添加直播链接，供赛车手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您还可以包括供
赛车手使用的赛车室会议桥。描述将显示在您的排行榜详细信息中，便于访问链接。

b. （可选）在步骤 12 中，选择 “建议的电子邮件模板” 旁边的 “复制”，为赛车手和比赛组织者创建一
封电子邮件。填写您的奖品、模型提交时间表和会议桥链接，您的赛车手将在该链接上集合，排队
为比赛做准备。

c. 为您的组织者团队创建另一封电子邮件或聊天。
14. 在比赛当天，按照指示进行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
15. 庆祝获奖者和参与者，分发奖品，撰写博客，发推文，发帖和传播。

管理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所有社区竞赛都是私人的。只有拥有邀请链接的个人才能看到它们。参与者可以自由转发邀请链接。但是，
要参加比赛，参赛者需要一个AWS帐户。首次使用的用户必须完成账户创建过程才能参加竞赛。

作为比赛组织者，您可以编辑比赛详情，包括开始和结束日期，并移除参赛者。

管理 AWS DeepRacer 社区竞赛

1. 登录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在管理竞赛页面上，在竞赛中，选择要管理的比赛。显示所选比赛的详细信息，包括参赛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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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编辑比赛详情，请在操作中选择编辑比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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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编辑。
5. 要查看活动的排行榜，请从 “操作” 中选择 “查看排行榜”。
6. 要重置活动的邀请链接，请从操作中选择重置邀请链接。重置邀请链接可防止任何尚未选择原始链接的

人访问竞赛。所有已经点击链接并提交了模型的用户都将继续参加竞赛。

您也可以复制链接以与受邀的参与者共享。
7. 要结束公开比赛，请从 “操作” 中选择 “关闭竞赛”。这将立即在指定的截止日期之前结束比赛。
8. 要删除赛事，请从 “操作” 中选择 “删除竞赛”。这将永久从所有参与者的社区竞赛中删除此竞赛和详细信

息。
9. 要移除参赛者，请选择一个或多个竞赛参与者，选择移除参赛者，然后确认移除该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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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活动中删除参赛者将撤销用户访问赛车活动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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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AWS DeepRacer 活动

什么是 AWS DeepRacer 活动？
AWS DeepRacer 是一项教育服务，它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方式来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AI/ML) 进行动手
学习。AWS DeepRacer 可以帮助弥合您的组织的 AI/ML 人才缺口，并将 AI/ML 应用于您的业务需求。

AWS DeepRacer 不仅为您的团队引入 AI/ML 技能，还允许您举办活动以鼓励团队建设和友好竞争。这些活
动通过提供创建强化学习模型的实践经验，帮助技术和非技术参与者学习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以面对面或
虚拟方式参加 AWS DeepRacer 赛 DeepRacer 车比赛。AWS DeepRacer 活动还可以帮助领导者让他们的
团队参与进来，以实现组织的 AI/ML 愿景和目标。

本指南提供资源、工具和示例，帮助您开始规划和举办自己的虚拟或面对面 AWS DeepRacer 活动。如果您
想计划 AWS DeepRacer 活动的参与者不超过 50 人，请在开始之前跳转至 “要考虑的事 (p. 138)项”。如果
您计划举办大型活动（参赛人数超过 50 人），我们建议您与您的AWS客户团队合作并申请举办活动。

要详细了解 AWS DeepRacer 活动的好处并查看客户感言，请参阅 AWS DeepRacer 企业活动。

AWS DeepRacer 活动如何运作以及会发生什么
无论您是想为团队提供教育和动手实践以及强化学习，还是想推广您的组织以吸引新人才，还是两者兼而有
之，本指南都提供了工具和资源来帮助您创建和定制自己的 AWS DeepRacer 活动。

AWS DeepRacer 活动可以灵活地满足您的需求和目标，但是 AWS DeepRacer 活动的基本公式包括：

• 教育部分，例如在线 AWS DeepRacer 强化学习课程或与 AWS Pi DeepRacer t Crew 专家举办的面对面
研讨会。

• 在AWS控制台中进行动手模型训练，让参与者有时间创建和训练他们的模型。
• 一 DeepRacer 场 AWS 竞赛，例如单场面对面竞赛或多场虚拟竞赛，这样参赛者就可以看到经过训练的

机器学习模型的实际运行情况。有关您可以举办的比赛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eepRacer 竞赛类
型 (p. 139)。

• 为活动参与者提供赛后回顾或后续步骤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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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AWS DeepRacer 活动和客户亮点的更多背景信息，请参阅 AW S Acceler DeepRacer at YouTube e 视
频。

开始之前需要考虑什么
策划活动的第一步是为组织定义业务目标和目标，然后制定项目计划。目标的一个例子是：“我想鼓励我的组
织以一种有趣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方式进行团队建设。”

您的项目计划应回答以下问题：

• 谁是你的活动负责人？

确定贵组织中谁在帮助领导该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活动负责人可能包括设施、人力资源、公关/市场营销、
执行赞助商或AWS客户团队等团队

• 谁是活动所有者？

确定组织中谁是活动的所有者。此人或团队应是主要组织者，并应参与策划此活动时的所有决策。
• 活动日期是什么时候？

确定您想何时举行活动。如果您正在考虑举办大型活动（参与者超过 100 人），则需要将活动日期安排
得更远，以便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来计划和促进活动。有关时间表的示例，请参阅 AWS DeepRacer 事件示
例 (p. 140)。

• 估计的预算是多少？

估算活动的预算。您应该为活动做好两个成本方面的规划。
• 活动费用：如果您要举办面对面活动，则可能包括从活动地点、曲目和设备购买到食物、饮料和活动奖

品等所有内容。
• 模型训练成本：这笔费用是由您的员工AWS Management Console使用 AWS DeepRacer 服务训练强化

学习模型所产生的。例如，每个参与者需要大约 10 个小时才能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训练一个
或多个模型。有关成本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DeepRacer 定价。

• 活动需要什么样的地点？

如果您要举办面对面活动，则需要为研讨会和比赛寻找实际地点。您选择的物理轨道类型也需要适合该位
置。

• 预计的参与人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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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参加活动的参与者人数。参与者人数也将计入您的估计预算。
• 您是否计划在活动结束后举行回顾会议以评估成功与否？

为鼓励参与者继续提高机器学习技能并继续合作，请考虑沟通后续步骤并征求参与者的反馈。例如，向参
与者发送调查以评估兴趣并在组织内招聘 AI/ML 领导者。这也可能决定谁参与future 的 AWS DeepRacer 
活动。

• 在您的组织中宣传该活动的传播策略是什么？

在组织内部传达此活动可以像内部电子邮件或日历邀请一样简单。
• 谁是行政利益相关者？

确定赞助该活动并鼓励组织内部思想领导力和合作的高管。

AWS DeepRacer 竞赛的类型
在回答了项目计划的主要问题之后，决定你想在赛事中参加哪种类型的比赛。您举办的比赛类型应基于您的
预计预算和赛事参与者人数。您可以举办以下两种类型的比赛。

虚拟赛车

虚拟赛车是多区域或远程团队在虚拟环境中协作和对训练有素的模型进行比赛的好方法。由于虚拟赛车不需
要物理设备和赛道，因此它提供了团体规模的灵活性，对于有位置和预算限制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解决方案。

虚拟赛车有两种类型：经典赛车和现场赛车。经典赛车和现场赛车的主要区别在于，经典赛车参赛者可以训
练自己的模型并在自己的时间内提交模型。Live Racing 涉及参赛者在设定的时间内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的模
型进行比赛。两种类型的比赛都可以私下或公开共享，并使用排行榜来确定参赛者排名。 AWS还提供了工
具，因此您可以在 Twitch 上直播比赛。

虚拟赛车是开始使用的最快 AWS DeepRacer 竞赛方式。参与者可以完成入门流程，其中包括在控制台中介
绍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控制台指导参与者创建他们的第一个模型。有关如何设置虚拟竞赛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创建竞赛 (p. 117)。

面对面赛车

举办一场面对面的比赛，提供一场引人入胜的活动，让你的团队可以亲自参加。面对面比赛包括物理赛道和 
AWS DeepRacer 车辆设备。 AWS提供建造赛道和为赛事采购车辆的选项。

有关 AWS DeepRacer 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操作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 (p. 55)。有关建造和订购物
理轨道和屏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建造物理轨道 (p. 95)。

除了这两种类型的比赛外，您还可以包括在线教育培训或研讨会，并在Twitch上直播您的比赛活动。

最佳实践
为了提高您的 AWS DeepRacer 活动策划效率，我们还建议您采用以下最佳实践。

• 获得内部领导者的支持。组织领导者的Support 鼓励团队参与，提高参与度和整体参与者满意度。
• 如果您有AWS客户经理，请联系他们，告知他们您的活动并讨论您是否需要任何支持。
• 如果您计划举办大型活动（参会人数超过 50 人），请尽早经常与您的AWS客户经理联系。如果您不确定

要联系AWS账户团队中的谁，请提交申请。要提交请求，请参阅请求活动。有关 AWS DeepRacer 社区提
供的有关活动和培训的更多资源，请参阅 AWS DeepRacer Slack 频道。

• 制定符合您的 AWS DeepRacer 活动目标的预算。您的预算可能会影响您计划举办的活动类型，但是 
AWS DeepRacer 提供了多用户模式 (p. 143)等工具来帮助限制和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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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的参与者提供奖品。无论您的球队对传统的冠军杯还是对NFT感兴趣，都要确保您的奖品具有吸引力
以鼓励参与。

开始您的 AWS DeepRacer 活动
定义了组织的目标后，就可以使用项目计划开始缩小要举办的活动类型。以下示例目标演示了如何根据您的
要求以及您想从 AWS 获得的好处来设置活动 DeepRacer。

团队建设

如果您想举办一次性本地活动，鼓励小型团体进行团队建设，可以考虑举办面对面或虚拟活动。有关符合此
目标的事件类型的示例，请参阅虚拟事件示例 (p. 140)。

投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教育

如果你想让你的技术和非技术员工更加熟悉机器学习并运用这些技能，你应该考虑寻求更多的领导支持，并
考虑让你的活动成为跨团队的活动，让更多的参与者参加，从而产生更大的组织影响力。该活动可以包括
面对面和虚拟活动组件，以允许参与者扩大规模。有关符合此目标的活动类型的示例，请参阅面对面活动示
例 (p. 141)。

提高和提高组织意识

如果您想将您的组织定位为创新和思想领袖，以吸引更多人才并提高组织内部的普遍认识，可以考虑直播
您的虚拟或面对面活动，或者创建自定义活动。有关满足此目标的事件类型的示例，请参阅自定义事件示
例 (p. 142)。

AWS DeepRacer 事件示例
以下部分提供了一些示例，说明您可以根据目标和项目计划要求创建的不同类型的事件。这些活动时间表是
根据教育和比赛部分安排的。但是，您可以根据组织需求为任意数量的活动组件自定义活动时间表。

虚拟事件示例
虚拟活动是跨多个地点的组织或多区域团队以方便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聚会的好方法。虚拟事件更方便、
更具成本效益，因为它们的依赖关系更少。例如，您无需像面对面活动那样考虑物理轨道、设备或场地空
间。以下虚拟活动示例侧重于不同的项目计划项目，例如时间表和参与者人数。

• 为期两周的虚拟经典赛事：

以下为期两周的赛事日程表示例对于希望以简单方式举办一场有许多参赛者和计划参加比赛的队伍的组织
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对提交经典比赛没有限制，也没有现场比赛时间限制。所有参赛者可以在竞
赛窗口内随时提交模型，甚至可以同时提交。此赛事示例使用AWS主机中的 “社区竞赛” 部分创建私人经典
竞赛，并将训练和比赛安排在两周内进行。要了解如何设置社区竞赛，请参阅管理您的竞赛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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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参与者参加针对所有参与者的免费按需虚拟研讨会。有关在线研讨会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eepRacer：由强化学习驱动。您还可以安排 AWS DeepRacer Pit Crew 专家举办虚拟研讨会。

• 第 1 天-第 5 天：参与者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训练、更新和测试他们的模型。他们在第 1-5 天
提交模型以参加私人虚拟竞赛。要了解如何为一个AWS账户下的多个参与者设置AWS控制台，请参阅多
用户模式 (p. 143)。

• 第 5 天-第 10 天：在第 5 天确定前 10 名获胜者，并允许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在新赛道上参加一场新
的私人虚拟比赛。

• 第 10 天：在第 10 天确定前三名获胜者，比赛和赛事结束。
• 为期一周的虚拟直播赛事：

以下虚拟现场竞赛活动示例是将赛车的刺激和乐趣实时带给小型队伍的好方法。这种类型的赛事预算很
低，可以让每个人实时比赛。有关如何进行现场竞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进行现场竞赛 (p. 125)。
• 第 1 天：参与者与 AWS DeepRacer Pit Crew 专家一起参加虚拟研讨会。有关研讨会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AWS DeepRacer 活动。
• 第 1 天-第 5 天：参与者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训练、更新和测试他们的模型，从第 1 天到第 5 

天。
• 第 5 天：参赛者在线聚集 1-2 小时，提交他们的模型，并在第 5 天参加实时虚拟竞赛。

• 虚拟经典比赛和现场竞赛活动：

对于想要联合许多多区域参与者或在多个办公室在线远程工作的参与者来说，以下活动示例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由于赛事时间表分两周，您的参赛者有更多机会练习训练他们的模型和比
赛。我们还建议在直播比赛中安排一名播音员，让观看直播的参赛者更加精彩纷呈的赛事。查看 Twitch 
Pro Division Finale 直播，看看压轴广播公司如何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 第 1 天：参与者与 AWS DeepRacer Pit Crew 专家一起参加虚拟研讨会。有关研讨会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AWS DeepRacer 活动。
• 第 1-5 天：参赛者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训练、更新和测试他们的模型，然后提交模型参加第 

1-5 天的私人联赛。
• 第 5 天：确定前十名获胜者，并获得在新赛道上参加一场新的私人联赛比赛的机会。
• 第 5 天至第 10 天：在接下来的一周中，确定前十名获胜者并在 Twitch 上直播赛事时进行比赛。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直播比赛 (p. 129)”。

面对面活动示例
对于能够将参与者聚集在单一物理空间的组织来说，体验 AWS 的最佳方式莫 DeepRacer 过于面对面活动。
没有什么比体验站在赛道旁看到你的模型在实体车上表演的快感和兴奋了。通常，面对面活动比虚拟活动
需要更多的资源并且更昂贵。对于任何拥有 50 名以上参与者和必要预算的组织，我们强烈建议您充分利用 
AWS 的面对面 DeepRacer 体验。我们还建议让播音员参加这些面对面的赛事，让你的比赛更加精彩，因为
比赛结果是实时公布的，供参赛者在赛道旁观看。

• 为期一天的面对面活动：

以下面对面活动示例非常适合本地团队，可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在一天之内训练他们的第一个模型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参加比赛。典型的为期一天的面对面活动包括所有参与者的面对面研讨会和竞
赛。研讨会通常由 AWS DeepRacer Pit Crew 专家主持，他将学习强化学习的基础知识，让参与者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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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他们的第一个模型。研讨会结束后，参与者可以提交模型并将其上传到 AWS DeepRacer 设备并在同
一天参加比赛。
• 参与者参加由 AWS Pi DeepRacer t Crew 专家举办的面对面 AWS DeepRacer 研讨会（90-120 分

钟）。有关如何申请 AWS DeepRacer 研讨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申请活动。
• 在工作坊之后进行面对面比赛（每场比赛 120 分钟或大约 5 分钟）。

• 为期两天的面对面活动：

以下为期两天的面对面活动示例与为期一天的活动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将研讨会和实际比赛分散在不同的
日子可以让参与者有更多时间在为比赛做准备时训练和更新模型。组织通常会相隔几天甚至几周举办这些
活动，让参与者有更多时间训练和完善他们的模型。在研讨会和比赛之间提供更多时间可以让参赛者在比
赛当天更具竞争力。
• 第 1 天：参与者参加由 AWS Pi DeepRacer t Crew 专家举办的面对面 AWS DeepRacer 研讨会

（90-120 分钟）。有关如何申请面对面研讨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申请活动。
• 第 2 天：参赛者在工作坊之后参加面对面的比赛（每场比赛 120 分钟或大约 5 分钟）。

自定义事件示例
与虚拟活动一样，对于需要在多个地点为团队举办活动的大型组织（100 人或以上），自定义活动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自定义赛事使您可以更灵活地进行训练、研讨会和比赛，因为时间和比赛形式没有限制。你可以
在这些赛事中加入虚拟和面对面竞赛，这些竞赛可以持续数周，让全球参赛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训练他们的
模型和进行协作。当你事先举办几个较小的活动来为任何潜在的后勤问题做准备时，这种类型的自定义事件
会更成功。此类活动或系列活动还有助于在自己的组织中培养一支由机器学习传播者组成的团队。

• 在以下示例中，自定义活动为期三个月，以容纳多个区域的员工。
• 第 1 个月：在多个地点举办全球研讨会。
• 第 2 个月：为多个地区的参赛者提供为期一个月的虚拟联赛预选赛。
• 第 3 个月：面对面比赛和虚拟冠军杯比赛。这场面对面的比赛可以直播，这样你的全球队伍就可以观

看。

如果您有兴趣举办自定义活动，请联系AWS以获得活动支持。参见申请活动。

其他资源
有关与 AWS DeepRacer 事件相关的更多资源，请参阅以下列表：

• AWS DeepRacer 博客
• AWS DeepRacer 联赛
• AWS DeepRacer 社区 Slack 频道
• Machine Learning 训练
• Machine Learning 认证
• AWS DeepRacer 培训
• AWS DeepRacer GitHub 存储库
• 赛车小贴士
• AWS DeepRacer YouTube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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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户模式
多用户模式账户设置为组织提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可以在一个AWS账户下赞助多个 AWS DeepRacer 
参与者。被赞助的参与者无需自己承担任何费用；相反，他们的培训时间和存储费用将计入赞助AWS账户。
通过多用户模式账户设置，AWS DeepRacer 活动组织者可以通过更新个人参与者、团体或所有参与者的培
训时数和模型的默认配额来设置预算并监控和控制支出。

以下部分介绍如何以管理员或参与者的身份使用 AWS DeepRacer 多用户模式。

Note

带有帐户赞助的多用户模式仅在该AWS DeepRacer服务中可用。

主题
• 设置多用户模式（管理员） (p. 143)
• AWS DeepRacer 多用户体验（参与者） (p. 147)

设置多用户模式（管理员）
通过多用户账户设置，组织者（例如账户管理员）可以向参与者提供使用其账户 ID 访问 AWS DeepRacer 
服务的权限。他们还可以为参与者的培训时数设置使用配额，监控培训和存储支出，开始和停止培训，以及
从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查看和管理其账户中每个用户的模型。

多用户模式对于有多个参与者且没有个人AWS账户的大型活动特别有用。AWS DeepRacer 管理员无需为活
动中的每个参与者创建和管理账户，而是可以通过一个AWS账户接待所有被赞助的参与者。

在多用户模式下，被赞助的参与者可以在不承担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参加比赛和训练。他们的培训和存储费用
将计入赞助的多用户AWS账户账单。如果管理员停止赞助参赛者的使用，参赛者将保留他们的赛车手别名和
个人资料。

多用户利益相关者
本演练涉及以下典型的多用户利益相关者来设置和使用多用户模式。

• AWSIAM/SSO 配置的管理员。IAM/SSO 配置的AWS管理员为 AWS DeepRacer 管理员和参与者设置 
IAM 或 SSO，让他们使用多用户模式。IAM/SSO 的AWS管理员拥有 IAM 和 SSO 管理员权限。有关创建 
IAM 用户，请参阅在 AWS 账户中创建 IAM 用户。

• AWS DeepRacer 管理员。AWS DeepRacer 管理员管理 AWS DeepRacer 参与者的赞助，可以暂停和恢
复赞助、删除模型和工件、配置和举办虚拟竞赛，以及启用和禁用多用户模式。AWS DeepRacer 管理员
拥有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权限。

• AWS DeepRacer 参与者。AWS DeepRacer 参与者受邀在多用户模式下以管理员AWS账户参与活动。参
与者 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 (p. 168)有权在赞助商的账户中训练、评估和存储模型。
参赛者还配置他们的赛车手档案，参加虚拟竞赛，并下载他们的模型以部署在物理 AWS DeepRacer 车辆
上。

在此演练中，您执行以下步骤：

• 第 1 步 执行先决条件。
• 第 2 步 在您的 AWS DeepRacer 账户上激活多用户模式。
• 第 3 步 邀请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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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步 设置使用配额。
• 步骤 5：监控您的赞助参与者的使用情况。

第 1 步 AWS DeepRacer 多用户模式的先决条件
完成多用户模式的以下先决条件

• 使用多用户的 AWS DeepRacer 管理员权限设置您的账户。 (p. 144)如果您在多用户模
式下组织竞赛并执行典型的 AWS DeepRacer 管理员任务，则需要将您的账户设置为具有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权限的 AWS DeepRacer 管理员。

• 向您想要赞助的参与者提供AWS控制台访问权限和赛车手政策权限。 (p. 144)

使用多用户的 AWS DeepRacer 管理员权限设置您的账户
要设置为多用户模式的 AWS DeepRacer 管理员，您需要将 IAM AWS DeepRacer 管理员策略附加到您的用
户、组或角色。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根据您的组织，您可以使用控制台创建用户
或角色并附加所需的 IAM 策略，为自己设置管理员策略，也可以让 IT 管理员提供该策略。有关必需管理员
策略的信息，请参阅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有关 IAM 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
AM 用户。

向您的赞助参与者提供AWS控制台访问权限
为了向您赞助的赛车手提供访问 AWS DeepRacer 控制台的权限，我们建议使用标准AWS授权协议，例
如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或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您还可以通过组织先前存在的 SSO 提供访问权限。当参与者使用您提供的证书登录 AWS DeepRacer 控制
台时，系统会提示他们创建一个AWS玩家账户以登录和访问您的AWS账户下的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有关AWS玩家账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玩家账户。

使用 IAM 为被赞助的参与者提供AWS控制台访问权限

1. 为每个参与者创建 IAM 用户名和密码。请参阅在 AWS 用户 AWS 用户。
2. 向每个参与者授予中的权限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 (p. 168)。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的AWS托管策略 DeepRacer (p. 167)。
3. 通过电子邮件向参与者发送 IAM 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控制台链接。使用提供的链接并输入他们的 IAM 用

户名和密码，参与者可以访问控制台。有关创建 IAM 用户，请参阅在 AWS 账户中创建 IAM 用户。

使用 IAM 身份中心向被赞助的参与者提供AWS控制台访问权限

1. 在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inglesignon/ 打开 IAM Identity Center 控制台，创建自定义权限
集，然后向该账户分配用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权限集。

2. 创建自定义权限集时，提供以下值：

• 中继状态：https://console.aws.amazon.com/deepracer/home?region=us-
east-1#getStarted

Note

中继状态将账户内的参与者重定向到指定的 URL；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他们定向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 AWS托管策略：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

满足先决条件后，您就可以激活多用户模式并邀请参赛者通过您的账户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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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激活多用户账户模式
在您设置 AWS DeepRacer 管理员账户并向您的赞助参与者授予控制台访问权限和权限后，您可以在 AWS 
DeepRacer 账户上激活多用户模式。

Note

默认情况下，在多用户模式下，赞助参与者的账户有配额。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监控使用情况中
的监控使用情况 (p. )。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导航到多用户管理和设置页面。
2. 在 “启用多用户帐户模式” 中，打开 “启用多用户模式”。
3. 在 “启用多用户模式” 对话框中，选中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赞助参与者具有所需的访问权限和权限。
4. 选择启用多用户模式。

当您满足先决条件并激活多用户模式时，您的每位赞助参与者都可以创建比赛和训练模型，所有训练和
存储费用均计入管理员AWS账户。默认情况下，参赛者有 3 个并行模式的配额，并且一次最多可以管理 
10 场公开或future 比赛（包括LIVE、Classic和Student 竞赛）。

禁用多用户帐户模式
禁用多用户模式可确保无法在您的管理员帐户下创建任何新的个人资料，并且以前被赞助的参与者的个人资
料在管理员帐户中不再可见。不再提示参与者登录他们的AWS玩家账户，也无法访问或训练在管理员账户下
创建的模型。

管理员可以下载、保存和导入被赞助参与者的模型。

1. 导航到多用户管理和设置页面。
2. 在禁用多用户帐户模式中，选择禁用多用户模式。
3. 在 “禁用多用户模式” 对话框中，选中该复选框以确认要禁用多用户模式。选择 “禁用多用户模式”。

多用户模式已禁用。
Note

在赞助AWS多用户帐户下创建的所有模型都将保留，模型存储费用将一直保留在AWS帐户上，
直到模型被删除。

第 3 步：邀请参与者获得赞助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电子邮件模板邀请参与者作为赞助参与者进行训练和比赛。

邀请参与者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导航到多用户管理和设置页面。在 “邀请用户” 部分的 “设置多用户模式” 下，选择查
看邀请模板。

2. 复制显示在您的电子邮件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的电子邮件模板，然后使用它来制作一封电子邮件，发送给
您想要邀请赞助的参与者。如果您使用的是贵公司的现有 SSO，则可以添加一个 SSO URL 供参与者使
用。或者，您可以提供 IAM 凭证供参与者登录AWS控制台。

步骤 4：设置使用配额
在您的赞助参与者收到邀请电子邮件并在您的账户下创建个人资料后，他们将显示在 “监控使用情况” 屏幕
的赞助用户列表中。在此屏幕中，您可以为被赞助的参与者设置可用培训时数和模型的使用配额。通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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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您可以控制账户下每位参与者的费用，并确保参与者不能超过其使用配额。您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
减少使用配额，为被赞助的参与者提供有效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所需的时间。

Note

默认情况下，多用户模式下的赞助参与者将获得 5 小时的培训时间。

编辑赞助赛车手的使用配额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导航到 “多用户管理” 和 “监控使用情况” 屏幕。在赞助用户的 “监控使用情况” 屏幕
中，选择要为其设置配额的参与者。选择 “操作” 以打开下拉列表，然后选择 “设置使用配额”。

2. 在设置使用配额弹出窗口中，输入所选参与者的最大训练时数和最大模型数量。选择 “确认” 以保留您的
更改，或选择 “取消” 将其丢弃。

步骤 5：监控使用情况
您可以监控被赞助参与者的使用情况，包括预计的支出和训练模型时长。您还可以暂停赞助参与者、删除模
型和查看使用情况摘要。您可以在 “监控使用情况” 页面中执行 AWS DeepRacer 多用户管理中与监控使用情
况相关的所有任务。

有关赞助赛车手费用的所有信息仅为估计值，不应用于预算或成本核算目的。估算值以美元为单位，不反映
任何特殊价格。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定价。

多用户模式的账户配额

默认情况下，多用户模式下的赞助账户具有以下配额，这些配额由所有赞助者个人资料共享：

• 100 个并发训练作业总数量
• 100 个并行评估任务
• 100 场公开赛或future 比赛（包括现场赛、经典赛和学生赛）
• 1000 辆汽车
• 50 个私人排行榜

要调整这些配额，请联系客户服务。

查看支出估算值

在 “监控使用情况” 页面的 “监控使用情况” 下，您可以查看参与者的预计使用情况摘要。

设置账单提醒

您可以为您的账户设置账单提醒。账单提醒可帮助您了解最新的支出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账单。

暂停赞助

您可以暂停赞助单个参与者、多个参与者或所有参与者。当你暂停赞助时，你的赞助参与者无法在你的账户
下创建新模型或训练模型。正在进行的培训一直持续到完成，并包含在支出估计数中。您可以随时恢复赞
助。已暂停多用户访问权限的参与者仍然可以查看他们的模型并将模型发布到排行榜，但他们无法进行任何
产生成本的活动。

1. 在 “监控使用情况” 页面的 “监控使用情况” 下的 “赞助用户” 部分中，选择要暂停赞助的用户。
2. 选择 “暂停赞助”。
3. 在 “暂停赞助” 对话框中，选择 “暂停赞助” 以暂停赞助。如果您决定不想暂停赞助，请选择 Canc h。

恢复赞助

您可以恢复对已暂停赞助的赛车手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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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监控使用情况” 页面的 “监控使用情况” 下的 “赞助用户” 部分，选择要恢复赞助的赛车手。
2. 选择 “恢复赞助”。

查看赛车模型

• 在您的模型页面的模型下，您可以查看您的模型和用户的模型。

后续步骤
设置并激活多用户模式后，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 创建社区竞赛。
• 申请 AWS DeepRacer 研讨会。

创建社区竞赛
社区竞赛为您的赞助参与者提供了一种体验强化学习的令人兴奋的方式。

您可以创建社区竞赛并邀请您的赞助参与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竞赛快速入门” (p. 117)：

申请研讨会
您可以申请研讨会，通过 60 分钟的在线或面对面研讨会了解有关 AWS DeepRacer 的更多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研讨会。

AWS DeepRacer 多用户体验（参与者）
本演练演示了个人参与者在多用户模式下个人资料由组织账户赞助的体验。

AWS DeepRacer 提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让您通过训练和竞速 AWS DeepRacer 模型来体验强化学习 
(RL)。您的组织可能会为您提供在他们的AWS帐户下赞助您的个人资料的机会。您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训
练、评估和存储模型，都将计AWS入您登录时使用的账户。赞助您的个人资料的AWS账户管理员可以查看您
的模型、赛车和排行榜；暂停训练时间；调整您的训练时间和存储配额；以及停止赞助您的个人资料。

作为赞助赛车手注册流程的一部分，您需要创建一个AWS玩家账户。该帐户是您可以保留的便携式配置文
件，可以与许多其他AWS服务一起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玩家账户”。

先决条件
您组织的活动协调员共享加入 AWS 的邀请 DeepRacer，其中包括AWS控制台的登录证书。使用这些凭证登
录到控制台。您还可以在设置过程中创建赛车手个人资料和AWS玩家账户。

本演练涵盖以下步骤：

• 使用赞助账户的凭据登录AWS控制台。
• 创建或登录AWS玩家账户。
• 自定义个人资料。
• 训练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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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赞助商使用情况。
• （可选）请求额外赞助时间。

第 1 步 使用赞助账户的凭据登录AWS控制台
要 DeepRacer 作为赞助参与者开始使用 AWS，您需要使用活动协调员发出的邀请中提供的证书登录控制
台。

以赞助参与者身份登录AWS控制台

1. 使用您从活动协调员那里收到的邀请中提供的证书。
2. 在控制台中，导航到AWS DeepRacer。

出现AWS玩家账户页面。

第 2 步 创建或登录AWS玩家账户
1. 在AWS玩家账户页面中，创建或登录现有AWS玩家账户。

• 如果您还没有帐户，请选择 “创建帐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然后选择 “创建您的帐
户”。

• 如果您已经拥有AWS玩家账户，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和密码并选择登录。
2. 验证账户设置将发送到您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
3. 在验证码框中，输入您在电子邮件中收到的验证码，然后选择确认注册。

Note

在输入验证码之前，请继续浏览当前页面。

现在，您已作为赞助参与者登录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4. 继续执行步骤 3 以自定义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

第 3 步 自定义个人资料
通过编辑个人资料图片和添加赛车手姓名来自定义您的个人资料。您可以随时更新和更改赛车手个人资料。
您还可以添加您的居住国和联系电子邮件，以接收有关在 AWS Le DeepRacer ague 中获得的奖品的通信。

Note

要参加 AWS Le DeepRacer ague 赛车赛事和训练模型，您需要创建赛车手姓名并添加您的居住国
家。您的赛车手姓名必须全局唯一。一旦你选择了居住国家，它就会被锁定在赛车赛季中。

自定义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图片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导航到个人资料页面。
2. 在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页面中，选择编辑。
3. 在 “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 对话框中，通过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项目来自定义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图片。
4. 选择保存。

自定义您的赛车手姓名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导航到个人资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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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页面中，选择编辑。
3. 在 “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 对话框中，选择 “更改您的赛车手姓名”，然后输入个人资料的名称。
4. 选择保存。

第 4 步 火车模型
自定义个人资料后，就可以开始训练模型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训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
型 (p. 22)：

步骤 5：查看赞助的使用情况
你需要记录你的赞助时间和模特，这样你才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

查看赞助时长的使用情况和存储的模型

• 在您的赛车手个人资料页面中，查看赞助商使用情况，了解使用的总时数和存储的模型数量。

步骤 6：（可选）请求额外赞助时间
作为赞助参与者，您将获得五小时的免费培训时间。如果您的免费赞助时间已用完，您可以向账户管理员或
活动组织者申请延长赞助时间。或者，如果您无法获得额外的赞助时间，则 DeepRacer 可以通过创建自己
的 AWS DeepRacer 账户继续使用 AWS。有关培训和存储成本的信息，请参阅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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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AWS DeepRacer 学生的教育
工作者工具

如果您是教育工作者或教育活动组织者，请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使用社区竞赛为 AW S 学生联盟中
的 DeepRacer 学生创建竞赛。分享竞赛邀请链接以邀请学生竞赛参与者。

教育工作者需要一个AWS账户才能登录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来创建和组织比赛，但学生只需要一个电子
邮件地址即可登录 AWS DeepRacer 学生联盟、更新个人资料、选择参加 AAWS I 和 ML 奖学金、开始学习
免费课程和创建 AWS DeepRacer 模型。教育工作者还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在 AWS DeepRacer 学生联盟
中创建账户，以预览课程、试用比赛体验和监控学生的进度。

主题
• 创建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p. 150)
• 自定义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p. 151)
• 管理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p. 153)

创建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您可以使用默认的学生社区竞赛设置快速设置虚拟竞赛。

学生社区竞赛是不需要实时互动的异步活动。参赛者必须收到邀请链接，才能向比赛提交模型并查看排行
榜。赛车手可以在日期范围内随时提交无限量模型，以攀登排行榜。比赛开始后，提交的模型即可在排行榜
页面上查看经典比赛的结果和视频。

开始创建学生社区竞赛

1.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学生社区竞赛。
3. 选择 “创建竞赛”。

4. 输入比赛的原始描述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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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用 24 小时制，采用 24 小时制。AWS DeepRacer 控制台会自动识别您的时区。同时输入结束日期和
时间。

6. 要使用默认竞赛设置，请选择 “下一步”。当你准备好了解所有选项时，请前往the section called “自定义
学生竞赛” (p. 151)。

7.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8. 要分享您的比赛，请选择复制链接并将其粘贴到建议的电子邮件模板、短信和您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应用
程序中。只有拥有邀请链接的赛车手才能看到所有比赛。该链接在比赛结束之日到期。

9. 当您的学生竞赛时间表接近尾声时，请在 “管理竞赛” 页面的 “赛车手” 下记下谁已经进入模特以及谁还需
要这样做。

选择 “管理比赛 (p. 153)” 可更改所选赛道、添加比赛描述、选择排名方法、决定允许赛车手重置多少次、
确定 RL 模型必须完成的最小圈数才能获得参赛资格、设置赛道外处罚以及自定义其他比赛细节。

Note

您只能在 “赛车手” 选项卡和排行榜上看到学生的别名，因此请记下哪个别名与哪个学生相关联。

自定义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要创建专为您的小组量身定制的比赛，请添加可增加或减少竞赛复杂性和挑战性的自定义设置。

自定义学生竞赛

1. 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在社区竞赛页面上，选择要自定义的竞赛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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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竞赛详情页面上，选择编辑竞赛。

5. 扩展竞赛自定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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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为您的比赛撰写描述，为参赛者总结赛事的目标和规则。描述将出现在你的排行榜详细信息
中。

7. 对于经典赛事的排名方法，请选择最佳单圈时间，其中获胜者是公布最快圈速的赛车手；平均时间，其
中，在赛事的时间范围内多次尝试后，获胜者是平均时间最好的赛手；或总时间，其中获胜者是总平均
时间最快的赛手。

8. 为最小圈数选择一个值，即赛车手必须连续完成的圈数，才有资格将结果提交到比赛排行榜。对于初学
者比赛，请选择一个较小的数字。对于高级用户，请选择更大的数字。

9. 对于偏离赛道的惩罚，选择当赛车手的 RL 车型偏离赛道时增加的秒数。
10. 现在，您已经完成了学生社区竞赛的所有自定义选项。选择 “下一步” 查看比赛详情。
11. 在查看比赛详情页面上，查看比赛规格。要进行更改，请选择 “编辑” 或 “上一页” 以返回比赛详细信息页

面。当你准备好获取邀请链接时，选择提交。
12. 选择完成。将显示 “管理竞赛” 页面。

要了解如何使用我们的电子邮件模板邀请新赛车手、从竞赛中删除赛车手、查看赛车手的模型提交状态等，
请参阅管理社区竞赛 (p. 133)。

管理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只有收到邀请链接的个人才能看到所有学生社区竞赛。参与者可以自由转发邀请链接。但是，要参加比赛，
参赛者需要一个 AWS DeepRacer 学生账户。首次使用的用户必须完成账户创建过程才能参加竞赛。学生只
需要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即可设置帐户。

作为比赛组织者，您可以：

• 编辑比赛详情（包括开始和结束日期）
• 移除参与者
• 结束比赛
• 删除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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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只能在 “赛车手” 选项卡和排行榜上看到学生的别名，因此请记下哪个别名与哪个学生相关联。

管理 AWS DeepRacer 学生社区竞赛

1. 登录到 AWS DeepRacer 控制台。
2. 选择社区竞赛。
3. 选择 “管理比赛”。

4. 在管理竞赛页面上，选择你想要管理的比赛。

5. 选择 “比赛详情”，然后选择 “编辑”。

6. 要查看赛事的排行榜，请选择查看竞赛。
7. 要重置活动的邀请链接，请选择重置邀请链接。重置邀请链接可防止任何尚未选择原始链接的人参加竞

赛。重置邀请链接不会影响竞赛中的现有参赛者。
8. 要结束比赛，请选择 “结束比赛”。这将立即结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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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删除赛事，请选择删除竞赛。这会将此竞赛永久从AWS主机和 AWS DeepRacer Student 中移除。
10. 要移除参赛者，请选择 “赛车手” 选项卡，选择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然后选择 “移除赛车手”。将参赛者从

赛事中移除会阻止他们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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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的安全性 DeepRacer
要使用 AWS DeepRacer 训练和评估强化学习，您的AWS账户必须具有相应的安全权限才能访问依赖AWS
资源，包括用于运行训练任务的 Amazon VPC 和用于存储经过训练的模型工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为您提供了一种为依赖服务设置所需的安全设置的方法。本节记录了 AWS 所 
DeepRacer 依赖的AWS服务以及 IAM 角色和策略，这些角色和策略定义了访问依赖服务所需的权限。

主题
• AWS 中的数据保护 DeepRacer (p. 156)
• 与 AWS DeepRacer 有关AWS服务 (p. 156)
• AWS 调用依赖AWS服务所需 DeepRacer 的 IAM 角色 (p. 158)
•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为了AWS DeepRacer (p. 158)

AWS 中的数据保护 DeepRacer
AWS DeepRacer 符合责任AWS共担模式，该模式包括数据保护的法规和指南。 AWS负责保护运行所有
AWS服务的全球基础设施。 AWS保持数据的目的，包括用于处理客户内容和个人数据的目的，包括用于处
理客户内容和个人数据的目的， AWS充当数据控制者或数据保护的目的，APN 合作伙伴负责他们放置在
AWS云中的任何数据的目的，无论是作为数据保护的目的，APN 的目的，都是一个数据保护的目的。

出于数据保护的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AWS账户凭证并使用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
置单个用户账户，以便仅向每个用户提供履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建议您通过以下方式保护您的
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WS 资源进行通信。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 使用 AWS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WS 服务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个人数据。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敏感的可识别信息（例如您客户的账号）放入自由格式字段（例如 Name（名称）
字段）。这包括使用控制台、API、或 AWS DeepRacer 或AWS开发工具包处理 AWS 或其他AWS服务时 
AWS 或其他服务时。AWS CLI您输入到 AWS DeepRacer 或其他服务中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选取以包含在
诊断日志中。当您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 时，请勿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有关数据保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安全性博客上的AWS责任共担模式和 GDPR 博客文章。

与 AWS DeepRacer 有关AWS服务
AWS DeepRacer 使用以下 AWS 服务来管理所需资源：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将训练后的模型构件存储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
AWS Lambda

创建并运行奖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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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Formation

为 AWS DeepRacer 模型创建训练作业。
SageMaker

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
AWS RoboMaker

模拟训练和评估环境。

与会者有关AWS Lambda、AWS CloudFormation、SageMaker 和 AWS RoboMaker 依次使用其他AWS包
括 Amazon CloudWatch 和 Amazon CloudWatch Logs 在内的服务。

下表显示：AWS由直接或间接使用的 AWS DeepRacer 使用的服务。

AWSAWS DeepRacer 直接或间接使用的服务

AWS 服务主体 注释

application-autoscaling • 由 SageMaker 接调用以自动扩展其操作。

cloudformation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创建账户资源。

cloudwatch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记录其操作。
• 由间接调 AWS RoboMaker 录其操作。
• 由 SageMaker 接调用以记录其操作。

ec2 • 间接调用者AWS CloudFormation和 SageMaker 
创建并运行训练作业。

ecr • 被 AWS RoboMaker 间接调用来与亚马逊弹性容
器注册表合作。

kinesisvideo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查看缓存的训练
流。

• 由间接 AWS RoboMaker 缓存训练流。

lambda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创建并运行奖励
函数。

logs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记录其操作。
• 由 AWS Lambda 间接调用以记录其操作。
• 由间接调 AWS RoboMaker 录其操作。

robomaker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在模拟中呈现虚
拟强化学习环境。

s3 • 被 AWS RoboMaker 间接调用来列出以 '开头的存
储桶deepracer'并读取存储桶中的对象或将对
象写入存储桶。

• 由间接调用以执行 SageMaker 特定的存储操作。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创建、列出和删

除名称以” 开头的存储桶deepracer。” 还被调用
以从存储桶下载对象、将对象上传到存储桶或删
除存储桶中的对象。

sagemaker • 由 AWS DeepRacer 直接调用以便训练强化学习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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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AWS DeepRacer 调用这些服务，您必须拥有附加了所需策略的适当的 IAM 角色。在 AWS 调用依赖
AWS服务所需 DeepRacer 的 IAM 角色 (p. 158)中了解有关这些策略和角色的详细信息。

AWS 调用依赖AWS服务所需 DeepRacer 的 IAM 角
色

在创建模型之前，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为您的账户设置资源。在您执行此操作时，AWS 
DeepRacer 控制台会创建以下 IAM 角色：

AWSDeepRacerServiceRole

允许 DeepRacer AWS 代表您创建所需的资源和调用AWS服务。
AWSDeepRacerSageMakerAccessRole

SageMaker 允许亚马逊创建所需的资源并代表您呼叫AWS服务。
AWSDeepRacerRoboMakerAccessRole

允许 RoboMaker AWS 代表您创建所需的资源和调用AWS服务。
AWSDeepRacerLambdaAccessRole

允许 AWS Lambda 函数代表您调用 AWS 服务。
AWSDeepRacerCloudFormationAccessRole

允许 AWS CloudFormation 代表您创建和管理 AWS 堆栈与资源。

点击链接，在AWS IAM 控制台中查看详细的访问权限。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为了AWS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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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控制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授权（具有权限）使用 DeepRacer 资源的人员。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WS 服务。

主题
• 受众 (p. 158)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159)
•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160)
• AWS DeepRacer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161)
• 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66)
• AW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 (p. 167)
• 跨服务混淆代理问题防范 (p. 170)
• 对 AWS DeepRacer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171)

受众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的方式因您可以在 DeepRacer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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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用户-如果您使用 DeepRacer 服务来完成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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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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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中的功能，请参阅 对 AWS DeepRacer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
除 (p. 171)。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 DeepRacer 管理，您可能对的完全访问权限 DeepRacer。您有责任确定您
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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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 搭配使用的更
多信息 DeepRacer，请参阅AWS DeepRacer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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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的访问权限的详细
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DeepRacer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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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ttps://docs.aws.amazon.com/signin/latest/userguide/how-to-sign-i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signature-version-4.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enable-mfa.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mfa.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counts/latest/reference/root-user-task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us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rotate-credentials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rotate-credentials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group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html#id_which-to-choose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html#id_which-to-choose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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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DeepRac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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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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consol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consol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create_for-id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permissionsetsconcep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compare-resource-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ice-authorization/latest/reference/list_awsdeeprac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create_for-servi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create_for-servi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html#id_which-to-choose_role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html#access_policies-json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AWS DeepRacer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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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DeepRacer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在使用 IAM 管理对的访问之前 DeepRacer，您应该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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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与 AWS DeepRacer 搭配使用的 IAM 功能

IAM 功能 DeepRacer 支持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162)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162) 否

策略操作 (p. 163) 是

策略资源 (p. 163) 是

策略条件键 (p. 164) 是

ACL (p. 164)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164) 是

临时凭证 (p. 165) 是

委托人权限 (p. 165) 是

服务角色 (p. 165) 是

服务相关角色 (p. 165) 否

要大致了解 DeepRacer 和其他AWS服务如何与大多数 IAM 功能一起使用，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与 
IAM 结合使用的AWS服务。

适用于的基于身份的策略 DeepRacer

支持基于身份的策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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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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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或拒绝操作的条件。您无法
在基于身份的策略中指定主体，因为它适用于其附加的用户或角色。要了解可在 JSON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元
素，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引用。

适用于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要查看 DeepRacer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66)。

DeepRacer 内基于资源的策略

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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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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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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启用跨账户存取，您可以将整个账户或其它账户中的 IAM 实体指定为基于资源的策略中的主体。将跨账户
主体添加到基于资源的策略只是建立信任关系工作的一半而已。当主体和资源处于不同的AWS 账户中时，则
信任账户中的 IAM 管理员还必须授予主体实体（用户或角色）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他们通过将基于身份的策
略附加到实体以授予权限。但是，如果基于资源的策略向同一个账户中的主体授予访问权限，则不需要额外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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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的策略操作 DeepRacer

支持策略操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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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 DeepRacer 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DeepRacer中的定义的操作。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 DeepRacer 使用以下前缀：

deepracer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Action": [ 
      "deepracer:action1", 
      "deepracer:action2" 
         ]

要查看 DeepRacer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66)。

的政策资源 DeepRacer

支持策略资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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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JSON 策略元素指定要向其应用操作的一个或多个对象。语句必须包含 Resource 或
NotResource 元素。作为最佳实践，请使用其 Amazon 资源名称（ARN）指定资源。对于支持特定资源类
型（称为资源级权限）的操作，您可以执行此操作。

对于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操作（如列出操作），请使用通配符（*）指示语句应用于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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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

要查看 DeepRacer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DeepRacer中的定义的资源。
要了解您可以在哪些操作中指定每个资源的 ARN，请参阅 AWS 定义的操作 DeepRacer。

要查看 DeepRacer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66)。

DeepRacer 的策略条件键

支持特定于服务的策略条件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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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ondition 元素（或 Condition 块）中，可以指定语句生效的条件。Condition 元素是可选的。您可
以创建使用条件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的条件表达式，以使策略中的条件与请求中的值相匹配。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WS 使用
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WS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授予
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policy 元素：变量和标签。

AWS支持全局条件键和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要查看所有 AWS 全局条件键，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要查看 DeepRacer 条件键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DeepRacer中 IAM 用户指南中的条件密钥。要了
解您可以对哪些操作和资源使用条件键，请参阅 AWS 定义的操作 DeepRacer。

要查看 DeepRacer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66)。

中的访问控制列表（ACL） DeepRacer

支持 ACL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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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属性的访问权限控制（ABAC） DeepRacer

支持 ABAC（策略中的标签） 是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是一种授权策略，该策略基于属性来定义权限。在 AWS 中，这些属性称为标
签。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以及AWS资源。标记实体和资源是 ABAC 的第一步。然
后设计 ABAC 策略，以在主体的标签与他们尝试访问的资源标签匹配时允许操作。

ABAC 在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非常有用，并在策略管理变得繁琐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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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标签控制访问，您需要使用 aws:ResourceTag/key-name、aws:RequestTag/key-name 或
aws:TagKeys 条件键在策略的条件元素中提供标签信息。

如果某个服务对于每种资源类型都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对于该服务，该值为 Yes（是）。如果某个服
务仅对于部分资源类型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该值为 Partial（部分）。

有关 ABA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BAC？。要查看设置 ABAC 步骤的教程，请
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

将临时凭证用于 DeepRacer

支持临时凭证 是

某些 AWS 服务在您使用临时凭证登录时无法正常工作。有关更多信息，包括 AWS 服务与临时凭证配合使
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的 AWS 服务。

如果您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而用其它方法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则使用临时凭证。例如，当
您使用贵公司的单点登录（SSO）链接访问AWS时，该过程将自动创建临时凭证。当您以用户身份登录控
制台，然后切换角色时，您还会自动创建临时凭证。有关切换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切换到角色（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者 AWS API 创建临时凭证。之后，您可以使用这些临时凭证访问AWS。AWS建议
您动态生成临时凭证，而不是使用长期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中的临时安全凭证。

DeepRacer 的跨服务主体权限

支持委托人权限 是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AWS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委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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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操
作、资源和条件键 DeepRacer。

的服务角色 DeepRacer

支持服务角色 是

服务角色是由一项服务担任、代表您执行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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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更改服务角色的权限可能会破坏 DeepRacer 功能。仅当 DeepRacer 提供相关指导时才编辑服务角
色。

适用于的服务相关角色 DeepRacer

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否

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与 AWS 服务相关的服务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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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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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建或管理服务相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能够与 IAM 搭配使用的AWS服务。在表中查找服务相关角
色列中包含 Yes 额表。选择 Yes 链接以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

适用于 AWS DeepRacer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DeepRacer 资源的权限。他们也无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或 AWS API 执行任务。要用户用户在其需要的资源
上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略。管理员随后可以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用户可以代入
角色。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示例 JSON 策略文档创建基于 IAM 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有关定义的操作和资源类型的详细信息 DeepRacer，包括每种资源类型的 ARN 格式，请参阅《服务授权参
考》AWS DeepRacer中的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166)
• 使用控制 DeepRacer 台 (p. 166)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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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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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控制 DeepRacer 台
要访问 AWS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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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DeepRacer 资源的详细信息AWS 账户。如果创建比必需的最低权限更为严格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对于附
加了该策略的实体（用户或角色），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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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需要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其尝试
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

为确保用户和角色仍然可以使用 DeepRacer 控制台，还要将 
DeepRacerConsoleAccess或ReadOnlyAWS托管策略附加到实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
南中的为用户添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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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AW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
要向用户、组和角色添加权限，与自己编写策略相比，使用 AWS 托管策略更简单。创建仅为团队提供所需
权限的 IAM 客户托管策略需要时间和专业知识。要快速入门，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AWS 托管式策略。这些策
略涵盖常见使用案例，可在您的 AWS 账户 中使用。有关 AWS 托管式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
南中的AWS 托管式策略。

AWS 服务 负责维护和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您无法更改 AWS 托管式策略中的权限。服务偶尔会向 AWS 
托管式策略添加额外权限以支持新功能。此类更新会影响附加策略的所有身份（用户、组和角色）。当启
动新功能或新操作可用时，服务最有可能会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服务不会从 AWS 托管式策略中删除权
限，因此策略更新不会破坏您的现有权限。

此外，AWS 还支持跨多种服务的工作职能的托管式策略。例如，ViewOnlyAccess AWS托管策略提供对许
多的只读访问AWS 服务和资源。当服务启动新功能时，AWS会为新操作和资源添加只读权限。有关工作职
能策略的列表和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适用于工作职能的 AWS 托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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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AWS-托管策略特定于使用 AWSDeepRacer多用户模式在你的下面赞助多个参与者AWSaccount.

•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AWS 所需资助DeepRacer多用户帐户管理员的权限。
• 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AWS 所需资助DeepRacer使用 AWS 的权限DeepRacer控

制台。

主题
•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管理员 (p. 168)
• 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多用户赛车手 (p. 168)
• AWSDeepRacer更新到AWS托管策略 (p. 169)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
管理员
启用多个配置文件以使用AWSAWS 的账户 ID 和账单信息DeepRacer挂
载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政策。

你可以挂载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针对您希望用于赞助其他赛车手的 IAM 身份的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DeepRacerAdminAccessStatement", 
            "Effect": "Allow", 
            "Action": [ 
                "deepracer:*"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Null": { 
                    "deepracer:UserToken": "true" 
                } 
            } 
        } 
    ]
}

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AWS 托管策略
DeepRacer多用户赛车手
这项政策，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给了 AWSDeepRacer适用于所有 AWS 的车手
访问权限DeepRacer除多用户帐户管理员操作之外的操作

你可以挂载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针对您想在账户下赞助的参与者的 IAM 身份的政
策。

{ 
 "Version": "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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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deepracer:Add*", 
    "deepracer:Remove*", 
    "deepracer:Create*", 
    "deepracer:Perform*", 
    "deepracer:Clone*", 
    "deepracer:Get*", 
    "deepracer:List*", 
    "deepracer:Edit*", 
    "deepracer:Start*", 
    "deepracer:Set*", 
    "deepracer:Update*", 
    "deepracer:Delete*", 
    "deepracer:Stop*", 
    "deepracer:Import*", 
    "deepracer:Tag*", 
    "deepracer:Untag*"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Null": { 
     "deepracer:UserToken": "false" 
    }, 
    "Bool": { 
     "deepracer:MultiUser": "true"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deepracer:GetAccountConfig", 
    "deepracer:GetTrack", 
    "deepracer:ListTracks", 
    "deepracer:TestRewardFunction" 
   ], 
   "Resource": [ 
    "*" 
   ] 
  }, 
  { 
   "Effect": "Deny", 
   "Action": [ 
    "deepracer:Admin*" 
   ], 
   "Resource": [ 
    "*" 
   ] 
  } 
 ]
}

AWSDeepRacer更新到AWS托管策略

查看有关更新的详细信息AWSAWS 托管策略DeepRacer因为此服务开始跟踪这些更改。要获得有关此页面
更改的自动提示，请订阅 AWS 上的 RSS 源DeepRacer文档历史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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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描述 日期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和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已
添加策略

添加了新的托管策略，因此您可
以在一个 AWS 下为多个参与者
DeepRacer使用多用户模式的帐
户。

2021 年 10 月 26 日

AWSDeepRacer开始跟踪策略更
改。

AWSDeepRacer开始跟踪其 AWS 
托管策略的更改。

2021 年 10 月 26 日

跨服务混淆代理问题防范
混淆代理问题是一个安全性问题，即不具有操作执行权限的实体可能会迫使具有更高权限的实体执行该操
作。在 AWS 中，跨服务模拟可能会导致混淆代理问题。一个服务（呼叫服务) 调用另一项服务（所谓的服
务)时，可能会发生跨服务模拟。可以操纵调用服务，使用其权限以在其他情况下该服务不应有访问权限的方
式对另一个客户的资源进行操作。为防止这种情况，AWS 提供可帮助您保护所有服务的数据的工具，而这些
服务中的服务委托人有权限访问账户中的资源。

我们建议使用aws:SourceArn和aws:SourceAccount资源策略中的全局条件上下文键，以限制 
AWSDeePraCerlong 向资源提供另一项服务的权限。如果使用两个全局条件上下文键，在同一策略语句中使
用时，aws:SourceAccount 值和 aws:SourceArn 值中的账户必须使用相同的账户 ID。

的价值aws:SourceArn必须是 s3#: 你的存储桶名称。

防范混乱的副手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aws:SourceArn具有资源的完整 ARN 的全局条件上下文键。如果
您不知道资源的完整 ARN，或者如果您要指定多个资源，请使用aws:SourceArn带通配符的全局上下文条
件键 (*) 对于 ARN 的未知部分。例如：arn:aws:servicename::123456789012:*。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aws:SourceArn和aws:SourceAccountAWSDeePraCer 中的全局条件上下文
键，以防止混淆的副手问题。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586917903457",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deepracer.amazonaws.com" 
                }, 
            "Action": [ 
                "s3:GetObjectAcl", 
                "s3:GetObject", 
                "s3:PutObject", 
                "s3:PutObjectAcl" 
            ], 
            "Resource": [ 
               "arn:aws:s3:::your-bucket-name", 
               "arn:aws:s3:::your-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Partition}:deepracer:${Region}:
${Account}:model/reinforcement_learning/${ResourceI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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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使用自定义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此存储桶的 (KMS) 资源，包括AWS KMS资源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statement identifier", 
    "Effect": "effect", 
    "Principal": "principal", 
    "Action": "action", 
    "Resource": "resourc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Partition}:deepracer:${Region}:${Account}:model/
reinforcement_learning/${ResourceId}" 
        } 
    } 
  }]
}

对 AWS DeepRacer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信息可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DeepRacer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在 DeepRacer 多用户账户模式下遇到授权错误 (p. 171)
• 我无权在 DeepRacer 中执行操作 (p. 171)
•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p. 172)
• 我想要查看我的访问密钥 (p. 172)
• 我是管理员并希望允许其他人访问 DeepRacer (p. 172)
•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DeepRacer 资源AWS 账户 (p. 172)

我在 DeepRacer 多用户账户模式下遇到授权错误
如果您是拥有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策略的管理员，则如果有与您的会话相关的用
户令牌，则可能会出现授权错误。管理员不应拥有任何与会话相关的用户令牌。要解决此问题，请清除您的 
Cookie。

如果账户处于多用户模式，并且您是持有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 (p. 168)策略的赛车手，
则在没有与您的策略关联的用户令牌的情况下，您可能会收到授权错误。要解决此问题，您需要先对您的 
AWS Player 个人资料进行身份验证，然后才能继续使用AWS DeepRacer。

如果账户处于单用户模式，并且您是持有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策略的赛车
手，则可能会出现授权错误。要解决此问题，请咨询您的AWS账户管理员，因为在单用户模式下，拥
有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策略的用户无法使用AWS DeepRacer。

我无权在 DeepRacer 中执行操作
如果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告诉您，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联系您的管理员寻求帮助。您的管
理员是指为您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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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GetWidget 权限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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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deepracer:GetWidget on resource: my-example-widget

在这种情况下，Mateo 请求他的管理员更新其策略，以允许他使用 deepracer:GetWidget 操作访问 my-
example-widget 资源。

我无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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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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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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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查看我的访问密钥
在创建 IAM 用户访问密钥后，您可以随时查看您的访问密钥 ID。但是，您无法再查看您的秘密访问密钥。如
果您丢失了私有密钥，则必须创建一个新的访问密钥对。

访问密钥包含两部分：访问密钥 ID（例如 AKIAIOSFODNN7EXAMPLE）和秘密访问密钥（例如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与用户名和密码一样，您必须同时使用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对请求执行身份验证。像对用户名和密码一样，安全地管理访问密钥。

Important

请不要向第三方提供访问密钥，即便是为了帮助找到您的规范用户 ID 也不行。如果您这样做，可能
会向某人提供对您的账户的永久访问权限。

当您创建访问密钥对时，系统会提示您将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保存在一个安全位置。秘密访问密钥
仅在您创建它时可用。如果丢失了您的秘密访问密钥，您必须为 IAM 用户添加新的访问密钥。您最多可拥有
两个访问密钥。如果您已有两个密钥，则必须删除一个密钥对，然后再创建新的密钥。要查看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访问密钥。

我是管理员并希望允许其他人访问 DeepRacer
要允许其他人访问 DeepRacer，您必须为需要访问权限的人员或应用程序创建一个 IAM 实体（用户或角
色）。它们将使用该实体的凭证访问 AWS。然后，您必须将策略附加到实体，以便在 DeepRacer 中向其授
予正确的权限。

要立即开始使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您的第一个 IAM 委派用户和组。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DeepRacer 资源AWS 账户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以便其它账户中的用户或您组织外的人员可以使用该角色来访问您的资源。您可以指
定谁值得信赖，可以担任角色。对于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服务，您可以使用这些策
略向人员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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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是否 DeepRacer 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AWS DeepRacer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161)。
• 要了解如何为您拥有的 AWS 账户 中的资源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您拥有的另一个 

AWS 账户 中的 IAM 用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为第三方AWS 账户提供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第三方拥有的AWS 

账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通过联合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经过外部身份验证的用户（联合

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使用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进行跨账户访问之间的差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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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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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ging
标签是您或AWS分配给AWS资源的自定义属性标签。每个 AWS 标签具有两个部分：

• 标签密钥（例如、companyname、costcenter、environmentproject、或secret）。标签键区分
大小写。

• 一个称为标签值的可选字段。省略标签值与使用空字符串相同。与标签键一样，标签值区分大小写。

这些被统称为键-值对。

在 AWS DeepRacer 服务中，您可以为赛车、RL 模型和社区竞赛排行榜分配标签。对这些AWS资源和其他
支持标记的资源进行标记，以表明这些资源是相关的。除了通过标签标识、组织模型和排行榜之外，您还可
以在 IAM policy 中使用标签，帮助控制哪些人可以查看并与您的资源交互。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或
AWS CLI来添加、管理和删除标签。

有关使用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

追踪成本分配的标签

AWS Cost Explorer 和 “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 支持按标签细分 AWS 成本。cost 
centerbusinessunit、或等业务标签project可用于将 AWS 成本与组织的典型财务报告类别关联起
来。但是，成本分配报告可以包含任何标签，使您可以轻松地将成本与技术或安全类别关联起来，例如特定
的应用程序、环境或合规计划。只有组织中的管理账户和不是组织成员的单一账户可以访问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的 Cost Allocation Tags（成本分配标签）管理器。有关使用标签跟踪成本分配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

为管理访问权限添加标签

您还可以标记 IAM 用户和角色以管理对模型和社区竞赛排行榜的访问权限。要了解如何标记 IAM 用户和角
色，请参阅标记 IAM 用户和角色。对于创建策略，以允许具有委托人标签的 IAM 角色访问具有匹配标签的
资源并测试该策略，请参阅IAM 教程：根据标签定义访问资源的权限，以允许具有委托人标签的 IAM 角色访
问具有匹配标签的AWS资源并测试该策略，有关教程，请参阅IAM 教程 有关使用标签控制对AWS资源的访
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资源标签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

主题
• 添加、查看和编辑新资源的标签 (p. 174)
• 添加、查看并编辑现有资源的标签 (p. 175)

添加、查看和编辑新资源的标签
为新车、RL 车型或社区竞赛排行榜添加标签可以帮助您识别、组织、跟踪成本分配，并管理对这些资源的访
问权限。将一个或多个标签（键值对）添加到模型或排行榜。对于每个资源，每个标签键都必须是唯一的，
每个标签键只能有一个值，但一个资源最多可以有 50 个标签。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一次创建和应用一个资源的标签，或者使用标签编辑器一次性添加、编辑或删
除多个资源。

Important

编辑 RL 模型或社区竞赛排行榜的标签可能会影响对这些资源的访问。在编辑标签的名称（密钥）
或值之前，请务必查看任何可能使用标签的密钥或值来控制对这些资源的访问权限的 IAM 政策。

为新 RL 模型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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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向新 RL 模型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1. 在您的模型中，选择创建模型。
2. 在创建模型页面上，填写训练详细信息后，展开标签标题。
3. 在标签标题下，选择添加新标签。
4. 在 Key (键) 中，输入标签的名称。您可以在 Value (值) 中添加可选的标签值。有关命名标签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中的命名标签和资源的最佳实践主题。
5. （可选）要添加其他标签，请再次选择 Add new tag（添加新标签）。
6. （可选）要删除单个键或值，请选择其旁边的 X。
7. （可选）要删除键值对，请选择 “删除”。
8. 添加完标签后，在 “环境模拟” 下选择轨道，然后选择 “下一步”。

标记并提交新模型进行训练后，您可以在页面底部的标签标题下管理其标签，在训练和评估期间或之后。

1. 选择 Manage tags（管理标签）。
2. 在管理标签弹出框中，您可以通过选择要删除的标签旁边的删除按钮来删除已创建的标签，或者选择添加

新标签来添加新标签。
3. 如果您选择添加新标签，请在密钥中输入标签的名称。您可以在 Value (值) 中添加可选的标签值。有关命

名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中的命名标签和资源的最佳实践主题。
4. 删除并添加完标签后，选择 S ub mit e e e e e

为新的社区竞赛排行榜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向新的社区竞赛排行榜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1. 在社区竞赛中，选择创建种族。
2. 在竞赛详情页面上，展开标签标题。
3. 在标签标题下，选择添加新标签。
4. 在 Key (键) 中，输入标签的名称。您可以在 Value (值) 中添加可选的标签值。有关命名标签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中的命名标签和资源的最佳实践主题。
5. （可选）要添加其他标签，请再次选择 Add new tag（添加新标签）。
6. （可选）要删除单个键或值，请选择其旁边的 X。
7. （可选）要删除键值对，请选择 “删除”。
8. 添加完标签后，在 “环境模拟” 下选择轨道，然后选择 “下一步”。

添加、查看并编辑现有资源的标签
向现有 AWS DeepRacer RL 模型或社区竞赛排行榜添加标签可以帮助您识别、组织、跟踪成本分配和管理
对这些资源的访问权限。将一个或多个标签（键值对）添加到模型或排行榜。对于每个资源，每个标签键都
必须是唯一的，每个标签键只能有一个值，但一个资源最多可以有 50 个标签。

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中一次创建和应用一个资源的标签，或者使用标签编辑器一次性添加、编辑或删
除多个资源。

Important

编辑 RL 模型或社区竞赛排行榜的标签可能会影响对这些资源的访问。在编辑标签的名称（密钥）
或值之前，请务必查看任何可能使用标签的密钥或值来控制对这些资源的访问权限的 IAM 政策。

为现有 RL 模型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您可以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添加、查看或编辑现有 RL 模型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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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您的模型中，通过选择名称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模型。
2. 选择 “操作”。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管理标签。
4. 在管理标签弹出框中，您可以查看、添加或删除标签：

a. 要添加标签，请选择添加新标签。在 Key (键) 中，输入标签的名称。您可以在 Value (值) 中添加可
选的标签值。有关命名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中的命名标签和资源的最佳实
践主题。

b. 要添加其他标签，请再次选择 Add new tag（添加新标签）。
c. 要删除单个键或值，请选择其旁边的 X。
d. 要删除键值对，请选择 “删除”。

5. 完成查看、添加和删除标签后，选择 S ubmit。

为现有社区竞赛排行榜添加、查看和编辑标签

1. 在社区竞赛中，选择管理竞赛。
2. 在管理竞赛页面上，选择一场比赛。
3. 选择 “操作”。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管理标签。
5. 在管理标签弹出框中，您可以查看、添加或删除标签：

a. 要添加标签，请选择添加新标签。在 Key (键) 中，输入标签的名称。您可以在 Value (值) 中添加可
选的标签值。有关命名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最佳实践白皮书中的命名标签和资源的最佳实
践主题。

b. 要添加其他标签，请再次选择 Add new tag（添加新标签）。
c. 要删除单个键或值，请选择其旁边的 X。
d. 要删除键值对，请选择 “删除”。

6. 完成查看、添加和删除标签后，选择 S 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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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常见的 AWS DeepRacer 问题
在此处，您将找到常见问题的故障排除提示以及最新的错误修复。

主题
• 如何解决常见的 AWS LI DeepRacer VE 问题 (p. 177)
• 为什么我无法通过计算机和车辆之间的 USB 连接连接到设备控制台？ (p. 181)
• 如何将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的电源从电池切换到电源插座 (p. 184)
• 如何使用 U 盘将 AWS DeepRacer 连接到您的 Wi-Fi 网络 (p. 186)
• 如何为 AWS DeepRacer 驱动器模块电池充电 (p. 189)
• 如何为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电池充电 (p. 191)
• 我的电池已充电，但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无法移动 (p. 191)
• 排除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锁定故障 (p. 194)
• 安装LiDAR 传感器时如何包扎戴尔电池连接器电缆 (p. 196)
• 如何保持车辆的 Wi-Fi 连接 (p. 199)
• 如何获取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的 Mac 地址 (p. 200)
• 如何恢复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默认密码 (p. 200)
• 如何手动更新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 (p. 202)
• 如何诊断和解决常见的 AWS DeepRacer 操作问题 (p. 202)

如何解决常见的 AWS LI DeepRacer VE 问题
我在直播比赛页面上看不到比赛视频
• 如果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请验证它在赛事期间是否已断开问题
• 如果您的设备运行广告拦截器，请确认它在赛车赛事期间已断开连接。
• 如果你的家庭网络正在运行广告拦截器，请确认它在赛车赛事期间已断开连接。

比赛队列中赛车手的名字是红色的
当LIVE: <Your Race Name>页面即将出现的部分中赛车手的名字以红色突出显示时，这意味着该赛车手提交
的模型出了点问题。

• 如果您是比赛组织者，在即将出现的 LIVE: <Your Race Name>页面的部分中，选择 “编辑”，通过在包
含该赛车手姓名的行上选择 X 来删除该赛车手提交的模型。接下来，选择 “保存”。有关重新排序队列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的帮助，请参阅的步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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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赛车手，请将您的模型重新提交到比赛中。前往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并
选择 “参加现场竞赛” 以寻求帮助。

我正在进行 LIVE 竞赛但我无法启动赛车游戏
• 确认您已在 L IVE: <Your Race Name>页面的 La unch 实况赛车模拟器部分下选择了 Launch 模拟器。如

需更多帮助，请参阅的第二步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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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你已在 LIVE: 页面的 COMING UP 下关闭模型参赛作品打开以关闭提交。 <Your Race Name> 如需
更多帮助，请参阅的第三步the section called “进行一场现场比赛”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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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的是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但我还是无法观
看直播比赛
• 请确认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Chrome 或者 Firead as JSON 浏览器问题 如果不是，请将您的浏览器更新

到最新版本，然后尝试再次观看比赛。
• 如果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请确认它已断开问题
• 如果您的设备运行广告拦截器，请验证其在赛车比赛期间是否已断开连接。
• 如果你的家庭网络正在运行广告拦截器，请确认它在赛车赛事期间已断开连接。
• 如果在您的互联网浏览器中关闭了 WebRTC，请在赛车比赛期间将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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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无法通过计算机和车辆之间的 USB 连接连
接到设备控制台？

首次设置您的车辆时，您可能会发现它在使用 micro-USB/USB 电缆（USB 也称为 USB-A）将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计算机后，无法打开设备控制台（也称为设备 Web 服务器，托管在车辆
上）。https://deepracer.aws

原因可能有多种。通常，您可以通过以下简单的方法解决此问题。

激活设备的以太网 USB 网络

1. 关闭计算机上的 Wi-Fi 并拔下与之连接的所有以太网电缆。
2. 按下车辆上的 RESET (重置) 按钮，以重新引导设备。
3. 通过从计算机上的 Web 浏览器导航到 https://deepracer.aws 以打开设备控制台。

如果上述过程无效，您可以检查计算机的网络首选项以确认它们是否已正确配置，以使计算机连接到设备的
网络（其网络名称为 Deepracer）。为此，请按照下过程中的步骤操作。

Note

以下说明假定您正在使用 MacOS 计算机。对于其他计算机系统，请查阅相应操作系统的网络首选
项文档，并使用以下说明作为一般指南。

在 macOS 计算机上激活设备的以太网 USB 网络

1. 选择网络图标（位于显示屏的右上角）以打开 “网络” 偏好设置。

或者，选择 Command+spac e，键入 “网络”，然后选择 “网络系统偏好设置”。
2. 检查 Deepracer 是否列为 Connected (已连接)。如果DeepRacer已列出但未连接，请确保 micro-USB/

USB 电缆牢固地插入车辆和计算机之间。
3. 如果此处未列出 Deepracer 网络，或者在插入 USB 电缆时列出但未连接，请从 “位置” 首选项中选择 

“自动”，然后选择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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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 AWS DeepRacer 网络是否已启动并以 Connected 模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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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您的计算机Connect 到 Deepracer 网络时，刷新浏览器上的https://deepracer.aws页面，然后
继续执行连接到 Wi-Fi 的《入门指南》的其余说明。

6. 如果未连接 Deepracer 网络，请断开您的计算机与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连接，然后将其重新连接。
当 Deepracer 网络变为 Connected (已连接) 时，请继续按照 Get Started Guide (入门指南) 说明执行操
作。

183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如何将 AWS DeepRacer 计算模
块的电源从电池切换到电源插座

7. 如果设备上的 Deepracer 网络仍未连接，请重新启动计算机和 AWS DeepRacer 车辆，并在必要时重复
此过程的步骤 1。

如果上述补救措施仍无法解决问题，则设备证书可能已损坏。按照以下步骤为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生
成新证书以修复损坏的文件。

在 AWS DeepRacer 车辆上生成新证书

1. 拔下 micro-USB/USB 电缆，终止计算机与 AWS DeepRacer 车辆之间的 USB 连接。
2.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显示器（使用 HDMI 转 HDMI 电缆）以及 USB 键盘和鼠标。
3. 登录 AWS DeepRacer 操作系统。如果这是首次登录设备操作系统，请在要求时使用deepracer密码输

入，然后根据需要继续更改密码，然后使用更新的密码进行后续登录。
4. 打开终端窗口，并键入以下 Shell 命令。您可以从桌面上的应用程序-> 系统工具中选择终端快捷方式来

打开终端窗口。或者你可以使用文件浏览器，导航到该文件/usr/bin夹，然后选择 gnome-termin al 将
其打开。

sudo /opt/aws/deepracer/nginx/nginx_install_certs.sh && sudo reboot

出现提示时，输入您在上一步中使用或更新的密码。

上面的命令会安装新证书并重新启动设备。它还会将设备控制台的密码恢复为打印在 AWS DeepRacer 
车辆底部的默认值。

5. 断开显示器、键盘和鼠标与车辆的连接，然后使用 micro-USB/USB 电缆将其重新连接到计算机。
6. 在再次打开设备控制台 (https://deepracer.aws) 之前，请按照本主题中的第二个步骤 (p. 181)验

证您的计算机确实已连接到设备网络，然后继续按照《入门指南》中的 “Connect Wi-Fi” 说明进行操作。

如何将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的电源从电池切
换到电源插座

如果您在首次设置 AWS 时计算模块 DeepRacer 的电池电量不足，请按照以下步骤将计算电源从电池切换到
电源插座：

1. 从车辆的计算电源端口上拔下 USB-C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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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交流电源线和 USB-C 电缆连接到计算机模块电源适配器 (A)。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 (C)，然后将 
USB-C 电缆插入车辆的计算机模块电源端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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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U 盘将 AWS DeepRacer 连接到您的 Wi-Fi 
网络

要使用 USB 闪存盘将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您的家庭或办公室 Wi-Fi 网络，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USB 闪存驱动器
• 您要加入的 Wi-Fi 网络的名称 (SSID) 和密码

Note

AWS DeepRacer 不支持需要主动验证码验证才能用户登录的 Wi-Fi 网络。

使用 USB 闪存盘将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

1. 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计算机。
2. 在计算机上打开网络浏览器并导航到 https://aws.amazon.com/deepracer/usbwifi。此链接会打开一个名

为 hostingwifi-creds.txt 的文本文件 GitHub。

3. 将 wifi-creds.txt 保存到您的 USB 闪存驱动器。根据您使用的 Web 浏览器，文本文件可能会自动
下载到计算机并在默认代码编辑器中打开。如果文本文件wifi-creds.txt无法自动下载，请打开上下
文（右键单击）菜单并选择 Save as as as，将文本文件另存为，将文本文件另存为 JSAVE。

Warning

请勿更改文件名。
4. 如果wifi-creds.txt尚未打开，请在纯文本模式的代码编辑器中将其打开。当未指定文件类型时，某

些文本编辑器默认为富文本 (.rtf) 而不是纯文本 (.txt)，因此，如果您在编辑文件时遇到问题，请检查您
的设置。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你也可以尝试使用 Sublime Text 应用程序打开文件，你可以免费
下载该应用程序，或者，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试试这个 TextEdit 应用程序，它预装在大多数 Mac 设
备上，默认为纯文本。

5. 在文件底部的单引号之间，输入要使用的 Wi-Fi 网络的名称 (SSID) 和密码。SSID 表示“服务集标识
符”。这是表示 Wi-Fi 网络名称的技术术语。

Note

如果网络名称 (SSID) 或密码包含空格，例如在 Your-Wi-Fi 100 中，请在引号 (“) 内准确输入名
称，包括空格。如果没有空格，则使用引号是可选的。例如，Wi-Fi 密码 Passwd1234 不包含
空格，因此使用单引号可行，但不是必需的。SSID 和密码都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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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文件保存到您的 USB 闪存驱动器上。
7. 将 USB 驱动器从计算机中弹出，然后将其插入 AWS DeepRacer 车辆背面计算电池电源按钮和后支柱

之间的 USB-A 端口。

8. 确保 AWS DeepRacer 已开机。
9. 查看车辆上的 Wi-Fi LED。如果它闪烁然后从白色变为蓝色，则表示车辆已连接到 Wi-Fi 网络。拔下 

USB 驱动器并跳至步骤 11。

Note

如果您在尝试将车辆连接到 Wi-Fi 网络之前将 USB 驱动器插入车辆，则可用的 Wi-Fi 网络列表
将自动显示在您的闪存驱动器上的wifi-creds.txt文件中。移除磅标志，取消要连接的服务
器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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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 Wi-Fi LED 在闪烁后变为红色，请从车辆上拔下 USB 驱动器并将其重新插入计算机。检查您在文
本文件中输入的 Wi-Fi 名称和密码是否存在拼写错误、空格错误、句子大小写不正确或单引号缺失或使
用不当。更正错误，重新保存文件，然后重复步骤 7-9。

11. 车辆 Wi-Fi LED 变成蓝色后，从车辆上拔下 USB 驱动器并将其插入电脑。
12. 打开 wifi-creds.txt 文件。在文本文件底部找到您车辆的 IP 地址并复制。
13. 确保您的计算机与车辆位于同一个网络中，然后将 IP 地址粘贴到您的网络浏览器中。

Note

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OS Catalina，请使用 Firefox 网络浏览器。不支持 Chrome。

14. 在出现消息提示，说明链接并非专用或不安全时，接受安全警告并继续到主机页面。

您的 AWS DeepRacer 现在已连接到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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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 AWS DeepRacer 驱动器模块电池充电
AWS DeepRacer 驱动器模块电池有两组电缆，带有两个不同颜色的 JST 连接器，白色和红色。黑色、红色
和白色电缆末端的白色 3 针连接器将车辆模块电池连接到其电池充电器。黑色和红色电缆末端的红色 2 针连
接器将电池连接到车辆传动系统。

按照下述步骤操作，对您的 AWS DeepRacer 驱动模块电池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 要访问已连接到车辆的驱动模块电池，请抬起计算模块，注意不要松开将其连接到传动系统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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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要从车辆上取下驱动模块电池，请断开红色 2 针电池连接器与黑色和红色传动系统接头的连
接，然后解开 Velcro 表带。

3. 将电池的白色 3 针连接器连接到充电器端口，将电池连接到电池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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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 + 绿灯 = 未充满电
4. 将电池充电器的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当仅绿灯亮起时，您的电池已充满电。
5. 断开已充电汽车电池的白色 3 针接头与充电适配器的连接。如果您取下电池为其充电（可选），请务必

将其红色 2 针接头重新连接到车辆传动系统接头，并使用尼龙搭扣将电池固定在车辆上。
6. 将开关推到“开启”位置，打开车辆驱动系统。聆听指示灯的声音（两声短暂的蜂鸣声）以确认充电成

功。如果您听不到两声蜂鸣声，请尝试解锁车辆电池 (p. 195)

AWS DeepRacer 驱动器模块电池现在已可以使用。

如何为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电池充电
按照下述步骤操作，对您的 AWS DeepRacer 计算模块电池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 （可选）从车辆上取下计算模块电池。
2. 将计算电源充电器连接到计算模块电池。
3. 将计算电池充电器的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

我的电池已充电，但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无
法移动

如果您的 AWS DeepRacer 控制台已设置、计算电池已充电、Wi-Fi 已连接，但您的车辆仍无法移动，请按
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抬起计算模块，注意不要使连接到传动系的线缆发生松动。确保下面的车辆电池正确连接，红色 2 针连
接器连接到黑色和红色传动系统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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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将开关推到“开启”位置，打开车辆传动系。聆听指示灯的声音（两声短暂的蜂鸣声）以确认车辆已
充电。如果车辆成功开机，请跳至步骤 4。

3. 如果在开启车辆电池时听不到两声蜂鸣声，请确保电池已充满电。将车辆电池的白色连接器电缆插入其
充电适配器，可通过其红色和绿色的 LED 指示灯将其与计算模块的适配器区分开来。将适配器Connect 
其充电线并将其插入电源插座。当车辆电池充电适配器上的红灯和绿灯亮起时，表示电池仍需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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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 + 绿灯 = 未充满电

只有绿灯亮起时，表示电池充满电并可使用。断开汽车电池的白色接头与充电适配器的连接，然后将其
红色接头重新连接到车辆。如果您取下电池为其充电（可选），请务必再次使用尼龙搭扣带将其固定在
传动系统上。将开关推到“开启”位置，打开车辆驱动系统。如果您仍然听不到两声蜂鸣声，请尝试解锁
车辆电池 (p. 195)。

4. 将您的车辆Connect 到 Wi-Fi (p. 68)，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AWS DeepRacer 控制台。使用触摸式操纵
杆手动驾驶您的车辆，确认车辆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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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车辆电池，请务必在不使用 AWS 时关闭车辆传动系统或断开其电池 DeepRacer。

如果你的车辆仍然无法移动，请联系 AWSDeepRacer-Help@amazon.com。

排除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锁定故障
Important

此电池仅用于 DeepRacer 汽车。必须正确处理此电池，避免发生火灾、爆炸或其他安全问题。遵循
所有说明并注意 AWS DeepRacer 设备安全指南中包含的所有警告。

AWS DeepRacer 设备条款、担保和通知

• AWS DeepRacer 设备使用条款
• AWS DeepRacer 设备一年有限质保
• AWS DeepRacer 设备安全指南

主题
• 如何防止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停机 (p. 194)
• 锁定后如何解锁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 (p. 195)

如何防止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停机
了解如何防止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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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电池健康，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进入锁定状态。出现这种情况时，即使电池仍在部分充电，
电池也不会为您的车辆供电。要防止赛车电池进入锁定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完您的 AWS 后 DeepRacer，关闭车辆以保持电池电量。
• 当设备控制台提醒您车辆电池电量不足时，请尽快充电。
• 当您认为自己暂时无法使用 AWS DeepRacer 时，请断开电池与车辆的连接，然后将其充满电。我们建议

您每年至少为车辆电池充电一次，保护电池并防止电池锁定。

Note

所有锂聚合物 (LiPo) 电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放电，即使不使用也是如此。

锁定后如何解锁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
要在锁定后解锁您的 AWS DeepRacer 电池，请使用解锁电缆：

1. 将电池连接器插入相应的彩色电缆接头，红色到红色，白色到白色。

2. 断开电池与电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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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电池已立即准备就绪，可供使用。将其红色 2 针接头重新连接到车辆传动系
接头，并使用 Velcro 皮带将电池固定到车辆上。

4. 将开关推到“开启”位置，打开车辆驱动系统。聆听指示灯的声音（两声短暂的蜂鸣声）以确认电池已成
功解锁。

安装LiDAR 传感器时如何包扎戴尔电池连接器电缆
使用超长的 Dell USB-C 成角度的 USB-C 连接器电缆将 Evo 外壳安装在连接到 AWS DeepRacer 车辆的 
LiDAR 传感器上需要特定的电缆包扎技术。

要观看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AWS DeepRacer：安装LiDAR Sensor并将戴尔计算机电池连接器电缆包
好 YouTube。视频首先在 AWS DeepRacer 车辆上安装 LiDAR 传感器。戴尔电池封装技术从 00:01:27 秒开
始。

Note

戴尔计算电池连接器电缆有枪管、标准 USB-C 端和角型 USB-C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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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戴尔电池电缆缠绕在LiDAR 传感器上以容纳 Evo 外壳

1. 面向 AWS DeepRacer 车辆的后部，将计算电池连接器电缆的角端插入计算电池 USB-C 端口，连接器
电缆指向左侧。

2. 稍微向左转动车辆，在后支柱正下方找到LiDAR 支架和计算电池之间空间的开口，然后将电缆穿过来。
当枪管插入这个空间时，不要再拉电缆了。USB-C 端口的左侧应该有一圈松散的电缆。

3. 面向 AWS DeepRacer 车辆的后部，将电缆逆时针缠绕在 LiDAR 传感器的底部，使用电缆夹将电缆固定
在自身上，确保紧密贴合。

4. 稍微向右转动车辆，然后将电缆的标准 USB-C 端插入 USB-C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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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Evo 外壳放在 AWS DeepRacer 车辆上，然后用别针固定以测试其是否合适。当外壳正确安装时，通
过外壳中的切口完全可以看到LiDAR 传感器，并且您可以进入支柱顶部的针孔。拆下外壳并根据需要调
整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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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LiDAR 传感器已连接。您已准备好开启车辆、驾驶和进行实验。

如何保持车辆的 Wi-Fi 连接
以下故障排除指南为您提供了有关维护车辆连接的提示。

如果车辆的 Wi-Fi LED 指示灯闪烁蓝色，然后变为红色
两秒钟，最后关闭，如何对 Wi-Fi 连接进行故障排除
检查以下各项以确认您拥有有效的 Wi-Fi 连接设置。

• 确认 USB 驱动器只有一个磁盘分区，上面只有一个 wifi-creds.txt 文件。如果找到多个 wifi-creds.txt 文
件，则将按照找到的顺序处理所有文件，这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

• 验证在 wifi-creds.txt 文件中正确指定了 Wi-Fi 网络的 SSID 和密码。该文件的示例如下所排排排排排排排
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

###################################################################################
#                                   AWS DeepRacer                                 #  
# File name: wifi-creds.txt                                                       #
#                                                                                 #   
# ...                                                                             #
###################################################################################

# Provide your SSID and password below
ssid: ' MyHomeWi-Fi'
password: myWiFiPassword

• 验证 wifi-creds.txt 文件password中ssid和的字段名称均为小写。
• 验证每个字段名称和值是否由一个冒号 (:) 分隔。例如. ssid : ' MyHomeWi-Fi'
• 验证包含空格的字段值是否由一对单引号括起来。在 Mac TextEdit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上，以 '...' 形式显示

单引号，但不显示 '...' 形式的单引号。如果字段值不包含空格，则该值可以不包含单引号。

当车辆的 Wi-Fi 或电源 LED 指示灯闪烁蓝色时，这意
味着什么？
如果 USB 驱动器包含 wifi-creds.txt 文件，则当车辆尝试连接到文件中指定的 Wi-Fi 网络时，Wi-Fi LED 指示
灯会闪烁蓝色。

如果 USB 驱动器有models目录，则当车辆尝试将模型文件加载到目录中时，电源 LED 会闪烁蓝色。

如果 USB 驱动器同时包含 wifi-creds.txt 文件和models目录，则车辆将按顺序处理这两个文件，首先尝试连
接 Wi-Fi，然后加载模型。

如果 Wi-Fi 连接尝试失败，则 Wi-Fi LED 指示灯也可能会变为红色两秒钟。

如何使用车辆的主机名连接到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使用车辆的主机名连接到车辆的设备控制台时，请确保在浏览器https://hostname.local中键入:，其中
（AMSS-1234格式的）hostname值打印在 AWS DeepRacer 车辆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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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车辆的 IP 地址连接到车辆的设备控制台
要使用 IP 地址（如在 USB 驱动器上找到的 device-status.txt 文件中所示）连接到设备控制台，请确保满足
以下条件。

• 检查您的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是否与 AWS DeepRacer 车辆位于同一个网络中。
• 检查您是否已连接到任何 VPN，如果是，请先断开连接。
• 尝试不同的 Wi-Fi 网络。例如，在手机上开启个人热点。

如何获取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的 Mac 地址
按照以下说明获取 AWS DeepRacer 设备的 Mac 地址：

1. 确保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仅连接到 Wi-Fi 网络。
2.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连接到显示器。你需要一根 HDMI 到 HDMI、HDMI 到 DVI 或类似的电

缆，然后将电缆的一端插入车辆底盘上的 HDMI 端口，另一端插入显示器支持的显示端口。
3. 启动计算模块后， DeepRacer 使用设备计算模块上的 USB 端口将 USB 键盘Connect 到 AWS。
4. deepracer在用户名输入字段中键入。
5. 在密码输入字段中键入设备 SSH 密码。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登录设备，请在密码输入字段deepracer中键入。在进入下一步之前，根据需要重置
密码。您将使用新密码进行日future 登录。出于安全原因，请使用复杂或强的密码短语作为新密码。

6. 登录后，打开终端窗口。

您可以使用终端应用程序的“Search (搜索)”按钮。
7. 在终端窗口中键入以下 Ubuntu shell 命令：

ifconfig | grep HWaddr

该命令产生的输出类似于下方内容：

m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1:2a:34:b5:c6:de

十六进制数字是设备的 MAC 地址。

如何恢复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默认密
码

恢复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默认密码涉及检索或重置默认密码。默认密码打印在设备底部，打印的默
认密码打印在设备底部，打印的默认密码打印在设备底部，打印的密码，打印在设备底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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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使用 Ubuntu 终端窗口恢复 AWS DeepRacer 设备 Web 服务器的密码。

1. 将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连接到显示器。你需要一根 HDMI 到 HDMI、HDMI 到 DVI 或类似的电
缆，然后将电缆的一端插入车辆底盘上的 HDMI 端口，另一端插入显示器支持的显示端口。

2. 启动计算模块后， DeepRacer 使用设备计算模块上的 USB 端口将 USB 键盘Connect 到 AWS。
3. 在用户名中，输入deepracer。
4. 在密码中，输入设备的 SSH 密码。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登录设备，请输入deepracer密码。在进入下一步之前，根据需要重置密码。您将使
用新密码进行日future 登录。出于安全原因，请使用复杂或强的密码短语作为新密码。

5. 登录后，打开终端窗口，打开终端窗口。

您可以使用搜索按钮查找终端窗口应用程序。
6. 要获取默认设备控制台密码，请在终端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

$cat /sys/class/dmi/id/chassis_asset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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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输出默认密码作为其结果。

7. 要将设备控制台密码重置为默认值，请在终端窗口中运行以下 Python 脚本：

sudo python /opt/aws/deepracer/nginx/reset_default_password.py

如何手动更新您的 AWS DeepRacer 设备
AWS DeepRacer 服务的最新变化使某些传统设备（例如 reAWS: Invent 2018 上分发的设备）无法自动更
新。请按照以下步骤手动更新这些设备。

手动更新 AWS DeepRacer 设备

1. 下载到您的计算机并将其解压缩，手动更新 AWS DeepRacer 设备脚本。

此脚本的未压缩文件的默认名称是deepracer-device-manual-update.sh。在本主题中，我们将
假设您使用此默认脚本文件名。

2. 将已下载并未压缩的脚本文件 (deepracer-device-manual-update.sh) 从您的计算机复制到 USB 
驱动器。

3. 使用 HDMI-HDMI 电缆将设备Connect 显示器、USB 键盘和 USB 鼠标。
4. 开启设备并在设备启动后登录操作系统。

如果您是首次登录该设备，则还需要设置新的操作系统密码。
5. 将 USB 驱动器插入设备并将脚本文件复制到设备上的文件夹（例如 ~/Desktop）。
6. 从设备上的终端，键入以下命令以转到脚本文件的文件夹，并将执行权限添加到脚本文件：

cd ~/Desktop
chmod +x deepracer-device-manual-update.sh

7. 键入以下 shell 命令可在运行脚本：

sudo -H ./deepracer-device-manual-update.sh

8. 更新完设备后，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打开网络浏览器并导航到设备的 IP 地址，例如，家庭网络中的 
192.168.1.11 或办公网络中的 10.56.101.13。

确保您的设备已连接到 Wi-Fi 网络，并在同一网络中使用浏览器，而无需通过 VPN 进行隧道传输。
9. 在设备控制台上，键入要登录的设备控制台的密码。请等待更新屏幕出现。当提示进一步更新时，请按

照其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如何诊断和解决常见的 AWS DeepRacer 操作问题
当您使用 AWS DeepRacer 车辆探索强化学习时，设备可能无法运行。以下故障排除主题可帮助您诊断问题
和解决问题。

主题
• 为什么设备主机上的视频播放器不显示来自我车辆摄像头的视频流？ (p. 203)
• 为什么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不动？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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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看不到最新的设备更新？ 如何获取最新更新？ (p. 203)
• 为什么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没有连接到我的 Wi-Fi 网络？ (p. 203)
• 为什么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页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加载？ (p. 204)
• 为什么模型在部署到 AWS DeepRacer 车辆时无法正常运行？ (p. 204)

为什么设备主机上的视频播放器不显示来自我车辆摄像
头的视频流？
登录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后，您在 Device Controls 的视频播放器中看不到任何从 AWS 
DeepRacer 车辆上安装的摄像头流式传输的实时视频。以下原因可能会导致此问题：

• 摄像头与 USB 端口的连接可能松了。从车辆上拔下摄像头模块，将其重新插入 USB 端口，关闭设备电
源，然后打开设备电源以重启设备。

• 摄像头可能有缺陷。使用来自其他 AWS DeepRacer 车辆的已知工作摄像头（如果有）来测试这是否是原
因。

为什么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不动？
您开启了 AWS DeepRacer 车辆的电源，但无法让它移动。以下原因可能会导致此问题：

• 车辆的电源组没有打开，或者电源组未与车辆连接。确保将提供的 USB-C 到 USB C 电缆连接到移动电源
上的 USB-C 端口和车辆底盘上的 USB-C 端口。验证 LED 指示灯是否亮起，这表示移动电源的电量。如
果没有亮，请按下电源组上的电源按钮，然后按下车辆底盘上的电源按钮以启动设备。当尾灯亮起时，设
备就会启动。

• 如果移动电源已开启且车辆已启动，但车辆未在手动或自动驾驶模式下移动，请检查车辆底盘下方的车辆
电池是否已充电并开启。如果没有，请给车辆电池充电，然后在电池充满电后将其打开。

• 车辆电池电缆连接器未完全插入设备驱动模块电源电缆连接器。请确保电缆连接器紧密连接。
• 电池电缆有缺陷。如果可能，在另一辆正常运行的车辆上测试该电池，以测试这是否是原因。
• 车辆电池的电源开关没有打开。打开电源开关，确保听到两声蜂鸣声，然后是一声长蜂鸣声。

为什么我看不到最新的设备更新？ 如何获取最新更新？
为什么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软件过时了？

• 最近没有在设备上进行自动更新。您可能需要执行手动更新 (p. 202)。
• 车辆未连接到 Internet。确保车辆已连接到可访问互联网的 Wi-Fi 或以太网网络。

为什么我的 AWS DeepRacer 车辆没有连接到我的 Wi-
Fi 网络？
当我检查车辆操作系统的网络状态时，我没有看到 AWS DeepRacer 车辆连接到任何 Wi-Fi 网络。出现上述
情况可能是因为以下问题：

• 尚未为 AWS DeepRacer 车辆配置 Wi-Fi。按照此设置说明 (p. 68)为您的车辆设置 Wi-Fi 网络。
• 车辆超出了有效的网络信号范围。确保在选定的 Wi-Fi 网络范围内操作车辆。
• 车辆的预配置 Wi-Fi 网络与可用的 Wi-Fi 网络不匹配。按照设置说明设置 (p. 68)不需要激活验证码的 Wi-Fi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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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AWS DeepRacer 设备控
制台页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加载？

为什么 AWS DeepRacer 设备控制台页面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加载？
当我尝试打开 AWS DeepRacer 车辆的设备控制台时，设备控制台页面似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加载。

• 您的车辆已停机或关闭。请确保尾灯亮起时，车辆是通电状态。
• 您的车辆的 IP 地址已更改，很可能是网络的 DHCP 服务器更改的。要了解车辆的新 IP 地址，请按照这

些设置说明 (p. 68)通过计算机和车辆之间的 USB-US 电缆连接登录设备控制台。在 Settings (设置) 中查看
新的 IP 地址。或者，您也可以检查连接到您的网络的设备列表，以查找新的 IP 地址。如果你不是网络管
理员，请管理员为你调查此事。

为什么模型在部署到 AWS DeepRacer 车辆时无法正常
运行？
在训练模型并将其工件部署到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后，车辆有时无法按预期运行。这是什么问题？

总的来说，优化经过训练的模型以将其转移到物理 AWS DeepRacer 车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学习过
程。它通常需要通过反复试验进行迭代。有关最佳做法的一般指南，请参见针对真实环境优化训练 AWS 
DeepRacer 模型 (p. 35)。

以下是一些可能影响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中模型性能的常见因素：

• 您的模型在训练中尚未趋于一致。克隆模型以继续训练或在更长的时间内重新训练模型。确保代理在模拟
中持续完成圈数（也就是说，在训练快要结束时完成 100% 的过程）。

• 您的模型训练过度（即过度拟合）。它非常适合训练数据，但不能推广到未知情况。使用更灵活或更具适
应性的奖励函数 (p. 27)重新训练模型，或者增加动作空间 (p. 29)的粒度。您还应该在不同的轨道上评估经
过训练的模型，以查看该模型的泛化效果是否良好。

• 您的 AWS DeepRacer 车辆可能未经过正确校准。要测试这是否属实，请切换到手动驾驶，看看车辆是否
按预期行驶。如果不是，请校准车辆 (p. 70)。

• 你在不符合要求的赛道上自动驾驶车辆。有关曲目要求，请参阅为 AWS 开辟物理赛道 
DeepRacer (p. 95)。

• 靠近物理轨道的物体太多，这使得轨道与模拟环境有显著的不同。清理轨道周围，使物理轨道尽可能接近
模拟轨道。

• 来自赛道表面或附近物体的反射会产生眩光，使摄像头变得模糊。调整照明，避免在表面光滑的混凝土地
板上或其他有光泽的材料上铺设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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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的文档历史记录历史记
录。 DeepRacer

下表列出了自 AWS 上一次发布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 DeepRacer。

变更 说明 日期

2023 年 AWS DeepRacer 联赛的
更新 (p. 205)

更新了多个引用 AWS DeepRacer 
联赛的主题。有关 2023 年 AWS 
DeepRacer 联赛赛季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条款和条件。

2023 年 3 月 1 日

“使用 SageMaker 笔记本训练和
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主题
已暂时删除 (p. 205)

“使用 SageMaker 笔记本电脑训
练和评估 AWS DeepRacer 模型” 
的主题已从中删除训练和评估模
型 (p. 22)。目前，在 AWS 上使用
AWS SageMaker 笔记本电脑的程
序 DeepRacer 正在更新中。

2022 年 11 月 1 日

对多用户功能的 IAM 托管策略的
更新 (p. 205)

添加了新的托管策
略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和AWSDeepRacerDefaultMultiUserAccess，
以便您可以使用多用户模式
赞助一个 AWS DeepRacer 
账户下的多个参与者，
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AWSDeepRacerAccountAdminAccess” (p. 168)。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多用户功能的更新 (p. 205) AWS DeepRacer 现在支持多用户
功能，该功能允许一个AWS账户
赞助多个参与者参加比赛和训练。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多用户模
式 (p. 143)：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多车赛车和避障更新 (p. 205) AWS DeepRacer 现在支持新的
传感器类型的立体摄像头和激光
雷达，允许多车竞速和避障。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了解赛车类型并启用传感
器” (p. 22)：

2019 年 12 月 2 日

社区竞赛更新 (p. 205) AWS DeepRacer 现在允许 AWS 
DeepRacer 用户组织自己的赛车
活动，即社区竞赛，私人排行榜仅
向受邀用户开放。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参加竞赛 (p. 106)：

2019 年 12 月 2 日

正式发布的更新 (p. 205) AWS DeepRacer 现在提供更强大
的方法来训练和评估深度学习模
型。更新并说明了用户界面。提供
更多选项和精确数据来修建您自己
的物理赛道。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2019 年 4 月 29 日

205

http://aws.amazon.com/deepracer/league/


AWS DeepRacer 开发人员指南

初始版本 AWS DeepRacer 开发
人员指南 (p. 205)

该文档的初始版本旨在帮助 
AWS DeepRacer 用户使用 
AWS DeepRacer 控制台、AWS 
DeepRacer 模拟器和 AWS 
DeepRacer 比例模型车辆学习强
化学习并探索其自动赛车应用程
序。

2018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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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