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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账户准备 

1.1 注册并登录华为云账号 

进入链接（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html#/login）完成账号注册；如果已有

华为云账号，请务必先进行实名认证【右上角点击账户名-基本信息-实名认证】并绑定邮

箱，建议认证为个人账号。注：推荐使用Edge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1.2 开通权限 

（1）在注册、登录账号报名后，我们将在工作日48小时内为参赛选手开通权限。 

（2）48小时后，请检测权限是否开通：点击链接pangu-cv-det-aig-0511-dataset 

(huaweicloud.com)如果网页页面正常显示则说明权限已开通。如果没有开通，请联系大赛

交流群工作人员。 

1.3 配置访问授权 

ModelArts使用过程中涉及到OBS等服务交互，需要用户配置委托授权，允许ModelArts访问

这些依赖服务。若没有授权，ModelArts的部分功能将不能正常使用。因此，在进行后续操作

前，请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全局配置】，进入全局配置页面。具体配置参数参考链接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modelarts/modelarts_08_0007.html 

1.4 代金券使用 

 

在平台进行训练及推理操作时，会使用算力资源并产生费用。我们将为参与团队发放一定

额度的代金券，具体发放形式将在参赛群统一通知。注意：代金券领取时限2个月，使用时

有效期到10月底，过期失效，请在比赛期间及时领取和使用。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html#/login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develop/aigallery/workflow/detail?id=507f7dce-45a7-479c-9c76-7c2a7a216929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develop/aigallery/workflow/detail?id=507f7dce-45a7-479c-9c76-7c2a7a21692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modelarts/modelarts_08_0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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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准备 

2.1 数据存储服务 

数据存储服务是通过OBS桶（对象存储服务）实现的。你要用到的数据集等，可以上传至

OBS中，方便在训练任务、部署推理服务等操作时使用个人储存的资源。接下来示例中，

将以选煤厂车间流水线传送皮带为目标场景，对选煤厂煤矸石进行目标检测。 

（1）在控制台（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console/?region=cn-north-4#/home）左侧服

务列表中，选择“对象存储服务OBS”。 

 

（2）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桶列表，创建桶。 

 

（3）区域选择华为-北京四，输入桶名称，其他设置保持默认不用改动，点击右下角“立

即创建”。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console/?region=cn-north-4#/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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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准备 

以目标检测为例，准备原始含有要检测对象的训练和验证图片即可。目前平台只支持随机

划分训练验证集，手动划分功能需要在后续版本支持。 

2.3 数据上传 

（1）点击左侧导航栏“桶列表”进入桶，可以看到创建好的桶文件，点击进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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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左侧【对象】进入桶文件列表，点击【上传对象】，完成数据集上传。为便于后

期ModelArts服务中数据集的导入，建议先点击【新建文件夹】，在创建好的文件夹中，进

行对象上传。 

 

⚫ OBS有相应的Windows/Linux客户端，针对不同属性的上传对象和上传需求，可参考链

接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tg-obs/obs_09_0001.html，以选择相应的OBS工具进行

对象上传。部分OBS工具使用时可能需要获取访问密钥（ ak/sk），参考链接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obs/obs_03_0208.html#obs_03_0208，获取访

问密钥。 

⚫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网页版的OBS服务功能有限，同时只能上传100个文件对象，且上

传好的文件不支持移动、重命名，所以请预先在本地调整好目录结构再上传，如果上

传文件超过100个，请分批上传或直接压缩打包后上传。 

⚫ 如果遇到文件上传失败，请查看链接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bs_faq/obs_faq_0134.html，排查上传失败原因。 

2.4 创建数据集 

（1）在控制台搜索ModelArts服务，在ModelArts下选择【数据管理-数据集】，左上角地区

选择北京四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tg-obs/obs_09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obs/obs_03_0208.html#obs_03_020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bs_faq/obs_faq_0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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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创建数据集 

填写【名称】，【标注场景】选择图片，【标注类型】选择物体检测，【数据集输入位

置】选择OBS中数据图片所在路径，【数据集输出位置】选择OBS中自定义的位置以存放

平台转换后数据信息，完成以上数据后即可创建数据集。 

 

（3）数据标注 

点击返回数据集列表即可查看创建好的数据集，点击数据集名称进入查看数据集具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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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点击【开始标注】或【未标注】进入标注界面，点击需要标注的数据，进入标注操作页

面，标注方式可进行个性化选择，完成标注点击【保存】或【下一张】即可。 

 

数据量较大时，可点击【启动智能标注】。计算节点规模可按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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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展示了智能标注进度。 

 

智能标注结束后，需要用户进行人工修正难例数据。点击【标注-待确认】，打开图片，确

认标签是否准确、目标框位置添加是否准确，如标注结果不准确，需要手动调整标签或目

标框，然后单击【确认标注】，完成图片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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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集发布 

完成数据标注后需要进行发布，发布后即可在训练作业过程中可见本数据集。 

 

注：1. 发布时必须打开【数据切分】，以提供验证集，另外数据切分要求每个类别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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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图片，若不足，需要补充数据； 

2. 如果对已发布的数据集有修改需求，可再次修改，发布为新版本。 

 

3 模型训练 

3.1 模型订阅 

（1）进入Workflow资产页面： pangu-cv-det-aig-0511-dataset (huaweicloud.com) 

（2）点击【订阅】后，点击【运行】 

资产版本选择最新版本，点击导入，导入时注意上方url,region=后面需为**cn-north-4**，

若为其他请手动修改为cn-north-4,刷新页面后再选择区域并导入。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develop/aigallery/workflow/detail?id=507f7dce-45a7-479c-9c76-7c2a7a2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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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I Gallery导入工作流，【云服务区域】选择华北-北京四，点击【导入】。 

 

 

3.2 模型训练 

点击配置，进入Workflow模型训练配置页面。 

 

【资源配置】要求可按需选择， 

【训练】-【输入】选择创建好的数据集和版本，  

【训练】-【参数】说明如下： 

超参名称 含义 可参考值 

model-version 模型版本，每次训练应保证版本

不同否则会导致无法部署。 

例如0.0.3 

gpus_per_node 训练使用的GPU数目，需与资源

配置保持统一 

1 

model_scale 可选small/medium/large三档。其

中large为大模型推理速度较慢但

精度高，推荐 使用。

large或 small或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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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medium为中小模型超网，

可提供不同推理速度和大小的模

型。可根据model_scale_factor精

调模型大小。 

model_scale_factor 对于small/medium模型精调大小

的参数，应为0到1之间的float浮

点数。当model_scale选择large时

可忽略。 

0.7 

 

点击【保存配置】后，点击【启动】，即可开启训练任务。 

 

训练过程中可点击运行总览界面【训练-实例详情】，实时查看训练日志。训练结束后会自

动停止。训练完毕后，即可部署在线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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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推理 

等到训练结束后，服务部署模块会变为橘黄色，点击【服务部署】 

 

【输入-计算节点规格】选择T4或P4。 

【自动停止】打开，并按需选择停止时间点。 

注：该选项是防止用户启动服务后忘记关闭而持续扣费。服务部署后会持续消耗算力资源而

产生扣费，竞赛期间为避免欠费产生，若未点击【自动停止】，请在模型推理验证成功和发

布后，及时关闭。 

点击【继续运行】即可开启在线服务；点开【服务部署-详情】，点击预测，即可在线推理用

户提供的任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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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演示了训练好的模型推理结果。在本地上传煤矸石的原始图片，进行目标检测。 

 

5 模型发布 

在ModelArts界面点击【AI应用】，在【我的AI应用】下选择需要发布的模型，确定版本后

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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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前往AI Gallery】，进入资料填写界面。 

 

填写【资产标题】、【AI应用名称】，【ModelArts区域】选择对应的区域，【谁可以看】

选择【指定用户】进行用户添加，以上内容填好后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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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务必添加以下账号ID（对照账号名可查看是否添加正确），以便进行赛后评审；除

此之外，可根据需要添加团队成员账号ID。 

账号ID 账号名 

068e5f3af88010a11f4dc00cd3083475 histone0505 

点击发布后，页面将自动进入AI Gallery，模型发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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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费用详情参考 

6.1 示例中的消费详情 

算法名称：pangu-cv-det-protect 

模型训练时长：01:17:59 

算力规格：GPU: 1*NVIDIA-V100(32GB) | CPU: 8 核 64GB 

模型部署时间：约20分钟 

部署-计算节点规格：T4 

费用账单： 

产品类型 产品 计费模式 价格/¥ 

对象存储服务OBS 云存储 按需 0.00 

ModelArts ModelArts虚拟计算实例 按需 94.26 

6.2 ModelArts 价格详情 

以【区域：华北-北京四】、【业务类型：AI全流程开发】为例，公共资源池提供的使用资

源，按需计费费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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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事项 

1.模型训练过程产生的费用可由代金券抵扣，请参赛选手合理使用代金券，如已发放的代

金券不足以完成训练，请及时向大赛组委会申请增发代金券（欠款无法使用代金券抵

扣）； 

2.部署上线会消耗费用，在部署推理阶段，当不使用该服务时，请及时停止，防止后台消

耗额外费用。在收到短信通知后，须尽快充值，否则24小时后未续费的资源将会被陆续释

放，数据不可恢复，影响后续使用。 

 

 

特别鸣谢：本文档中的数据集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选矿过程智能化实验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