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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22 年是开放纳新、融合求变的一年，也是华为云与开发者共同加速成长的一年。 

开发者作为华为云生态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是行业应用创新的源泉。如何培养创新

型开发者，已成为当前行业的重点探索方向之一。 

华为云一直在全方位助力开发者进行应用构建。在软件、AI、媒体以及数据等四大主

流场景，构建四大开发生产线，开放高阶服务全面使能开发者。同时，通过“技术科普、

互动体验、动手实操”多元化的方式，让开发者创新触手可及。此外，还从主流技术领域

构建行业互信的开发者认证体系，提高开发者的职业竞争力。 

2022 年即将过去，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回馈广大的开发者们。为此，华为云开发者社

区围绕华为多元生态协同，精心遴选华为云、鲲鹏、昇腾、HarmonyOS、开源等领域的

技术布道内容，集结成这本《2022 华为开发者宝典》。从“学-练-考”一站式进阶的维

度，奉上技术干货、沙箱实战、认证考试资料包，内含华为云开发者认证考试的代金券。

希望开发者们基于华为端、边、云多元技术能力协同，激发无限创新力量！ 

目前，华为云生态已聚合了全球超过 350 万开发者。愿每一位开发者在华为云这片沃

土上，练出真正的“肌肉”。生于云长于云，让开发者成为决定性力量。 

感恩同行，不负青春，加油开发者，加油我们！ 

最后祝福广大的开发者们，新年再进百尺竿，相聚云端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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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时代，DBA将走向何方？ 

来源：华为云数据库服务产品部 

伴随云计算的迅猛发展，数据库也进入了云时代。云数据库不断涌现，产品越来越成

熟和智能，作为数据库管理员的DBA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又应该具备什么能力，才能

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华为云数据库营销专家Tony Chen和GaussDB伙伴生态总监、高级培训讲师张虎以

及dbaplus社群联合发起人杨建荣开展了一场名为《云数据库时代，DBA将走向何方？》

的主题对话，围绕DBA工作内容，探讨了DBA未来转型与出路，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

建议。下面是本次对话的文字记录。 

 

Q1：DBA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内容？一个合格的DBA应该具备
哪些基础能力？ 

杨建荣：DBA工作内容可从两个维度回答，第一个维度是从数据库整个工作范围来

看，包括运维管理、数据迁移、架构优化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一个技术迭代的过程，

对技能要求逐次递增。运维管理通常指的是安装部署、监控报警、备份恢复、在线变更等

常规操作。在云时代，这些工作可以被云数据库替代。数据迁移指的是数据流转，包括数

据库的升级、不同数据库之间的迁移等，会涉及到整个数据域的范畴。架构优化属于更高

维度的内容，包含架构和优化两部分，比如：高可用架构、分布式架构、SQL优化、数据

模型优化等。 

第二个维度是从数据库分层来看，可分为四层。最上层是数据服务层，涉及到专家服

务、云服务等内容。第二层是打造一个安全、稳定、高效的数据存储平台。第三层是架构

支持层，包括高可用、公司架构、数据模型等内容。第四层是基础资源规划层，不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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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存储引擎对应不同技术栈，通过架构串联起底层资源，为上层提供稳定高效的数据存

储平台。 

一个合格的DBA需要具备的能力可简单分为三点，第一是对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有更深

入的理解；第二是关注时代变化，学习和研究前沿技术；第三是在架构层面持续技术演

进，因为很多工作不是短期或者是一次性能完成的过程，需要不断去迭代升级。 

Q2：目前，云数据库是行业发展大势，从云服务角度来看，云
数据库给传统DBA带来了哪些挑战？同时也给了哪些新的机会？ 

张虎：与传统数据库相比，云数据库具备即开即用、一键安装部署、高可用、高可

靠、监控告警等能力，极大释放了DBA一部分重复繁琐的运维工作，但也带来了一定挑

战，比如云数据库设置了细粒密度权限，DBA无法访问宿主机文件系统；云数据库基于云

服务构建，需要DBA掌握一定的云计算知识。 

但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云数据库时代，DBA需要从数据库管理员角色转换为架构师。

因为云数据库已经提供了基础运维的功能，DBA需要将重心转移到整个数据库架构层面，

跟业务更紧密结合。 

Q3：云数据库时代，DBA可以从哪些方面增强自身的知识和
经验积累，提升自身竞争力，保持良好的职业发展？ 

杨建荣：云数据库时代，DBA需要提升数据库整体认知，从数据管理层面向架构设计

层面演进，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升能力： 

1. 夯实数据库基础知识。重新审视DBA在云数据库时代中需要具备的能力，衡量哪

些是DBA必须要去做的的事情，不断巩固和提升基础知识。 

2. 融合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能力。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基本逻辑是相通的，结合两者的

能力更有助于理解和学习数据库知识。 

3. 识别和强化核心能力。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数据库核心能力，比

如架构设计、内核研发等，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 

4. 紧密结合业务。所有产品都是为客户业务服务的，DBA需要结合业务场景不断练

就技术内功，比如SQL管理、慢日志管理、索引优化等，才能更好地为业务服务。 

Q4：当前数据库行业对人才有哪些诉求？ 

张虎：当前国内数据库行业蓬勃发展，现在网上能查到的数据库产品有200多个。数

据库作为数据存储和流转的基础平台，人才需求非常大，人才要求也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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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据库领域对人才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数据库领域来划分，第一个是

数据库内核开发；第二个是围绕数据库内核周边生态工具的开发，比如审计工具、数据库

安全管理工具、数据库迁移工具等；第三个是数据库运维和调优，无论使用哪一家云厂商

数据库或者是开源数据库，都必须保障系统稳定高效地运行；第四个是数据库应用开发，

比如企业办公系统、企业内部的资源管理系统ERP、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 

从角色来划分，首先是开发者，无论是做内核、工具，还是相关信息系统应用开发，

基本都属于开发者范畴。其次是测试。第三是市场售前，告诉客户数据库的特点或工具特

性、产品卖点等。第四是售后实施。每一种角色对数据库的掌握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无论

从事哪些领域，担任什么角色，掌握数据库入门知识都是一个必备的能力。数据库人才需

求很大，华为云数据库也在联合整个产业和高校，一起推动数据库人才的培养，为业界及

华为自身业务发展保障数据库人才供给。 

Q5：作为一名DBA，是否需要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杨建荣：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从工作目标来看，先确认目标是什么，

根据目标去决定是否需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比如一个工作年限很长或者是经验非常丰富

的资深人员，他应该本身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时应该强调的是具备编程思维，而不是

去学习某一门编程语言。其次，善用外力，因地制宜。如果我们想实现某个能力，可以借

用业界成熟经验，既避免了重复造轮子，又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DBA和部分开发

的薪资有一定差异，有些人想做开发，但是一直没有开始，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建议大家

先动起来，先去落地实践。但除了开发之外，还有很多类似方向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比

如说数据的管理，从数据库管理员到架构师方向的转变。其实数据可以挖掘更多价值，如

果往数据分析方向发展，反而更具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开发语言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

作效率。 

Q6：如何快速掌握一门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认知？ 

张虎：要快速掌握一门技术，比较好的途径就是培训认证。考证是对自身学习能力的

巩固和验证，备考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化的学习过程。认证可分为入门级、工作级和专家

级三个层面，大家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比如想从事数据库基本岗位，可以考取入门

级或工作级认证，想进一步深耕，可以选择专家级认证。 

考证面向的对象也很广泛，第一类，云厂商合作伙伴。很多云厂商对合作伙伴都有认

证要求。比如华为拥有庞大的生态体系，人员能力认证在生态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节，一般会要求华为合作伙伴通过一定数量的认证和考试。第二类，云厂商数据库领域工

作人员。比如从事数据库相关工作的华为人，需要通过认证来识别员工能力，更好地为业

务服务。第三类，银行、证券、政府等客户，他们对内部的IT从业人员也有考证要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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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高校学生。从学校就开始接触数据库，然后去学习考证，对未来走向工作岗位是很

有帮助的。 

杨建荣认为，考证还是好处多多的。首先，通过培训认证可以快速了解本产品的完整

体系知识，在掌握整体基础知识方面有一定的竞争力。其次，系统化地培训认证可以节省

大量宝贵时间，能快速抓住重点，提升学习效率。最后，培训认证可以对个人学习成果进

行验收。因为技术是不断演进的，考证不仅验收了自身阶段性学习成果，还能驱动自己去

主动学习，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实例讲解，不知道大家对GaussDB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没有

提起大家想学习的兴趣。华为云开发者社区为大家准备了《华为云数据库GaussDB》学

习课程 ，重点介绍华为GaussDB云数据库的优势、关键特性和应用场景。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GaussDB 客户端实践》，助你快速学

习基于华为云部署GaussDB数据库实例。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推出《GaussDB入门级开发者认

证-Java》认证考试。面向数据库初学者，培训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掌握基于

GaussDB数据库的Java编程实操，无论是DBA还是零基础小白都可以轻松胜任。感兴

趣的开发者们可点击优惠申请，填写信息，即可获得1元认证资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同时，华为云还推出了《华为云数据库服务实践》微认证。通过该微认证可以了解华

为云提供的数据库服务生态和目前主流的数据库；掌握RDS的概念、场景、关键特性，揭

秘华为云数据库服务的优势；能够熟练使用华为云数据库服务的能力。非常适合对云数据

库技术感兴趣的高校学生、个人及开发者们。有兴趣的开发者请点击申请链接，申请微认

证代金券，系统每周一、四将自动向申请账号发放3折优惠代金券，不需手动领取。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DR007+Self-paced/about
https://lab.huaweicloud.com/testdetail_1739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935a1e865878423aaf40e381dae2ffb1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935a1e865878423aaf40e381dae2ffb1
https://devcloud.huaweicloud.com/expertmobile/qtn?id=9dafb2bca6074233a0f49ff6811f46e9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d6c73ed8ef384772b7aa70017c3e3ab0
https://edu.huaweicloud.com/activity/coupons-week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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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要的物联网可视化大屏，我30分钟就搞定了 

来源：华为云IoT服务产品部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一些非常酷炫的可视化大屏应用？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我们对数据的呈现形式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老板动不动就

让我们搞个什么数据驾驶舱、数据大屏，这种酷炫的可视化大屏应用更是老板们都喜欢看

的，尤其是在政府、商业、金融、制造等行业中，可视化大屏作为传递和展示信息的有效

手段，在物联网领域里，智慧园区、智能车间、健康医疗、电力能源、场景中都有应用，

它具有日常监测、分析判断、应急指挥、展示汇报等多种功能，我们今天就以充电桩场景

为例，教大家快速搭建一个物联网可视化大屏应用。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充电桩配套的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在越来越完善，针对充电桩

的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打造智慧充电桩可视化平台，可以实现对充电桩的运行状态进行

实时的监测和分析，同时结合订单、能耗等数据，为充电桩的运营管理提供有效的依据。 

欢迎有动手能力的开发者朋友们来体验实操：老板要物联网可视化大屏，我30分钟就

搞定了 

 

https://bbs.huaweicloud.com/live/DevRun_live/202211021700.html
https://bbs.huaweicloud.com/live/DevRun_live/202211021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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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操将会指导大家通过华为云物联网平台提供规则引擎能力，将设备上报的数据

转发至华为云其他云服务，可实现将海量数据通过对象存储服务（OBS）存储，再由数据

可视化服务（DLV）读取数据呈现为可视化报表，实现数据的一站式采集、处理和分析。 

 

标准物模型统一数据格式，提供设备级标准API，批量复制，按需
调用 

在本次直播演示中，我们在华为云物联网平台上搭建了一款基础的充电桩的数字模

型，华为云IoT提供了标准物模型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标准物模型呢？在物联网方案构建

的过程中，标准物模型可以统一物联网数据的接入格式，提供设备级标准的API，可供开

发者进行按需调用或批量的复制。 

比如在下图中，我们看到有三个矿井设备，这三个设备又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厂家，它

们在与云端对接的时候，使用的协议、数据格式等都不一样，平台针对这三款设备提供的

API就会有差异，在设备与上层应用在做对接的时候，就需要进行三次开发对接，大大地

增加了集成开发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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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设备厂商在接入华为云时，使用了标准的物模型，在统一数据格

式后，只需要使用同一个模型即可实现三款不同设备与上层应用的对接。即使后续再有新

增的设备，也无需重复开发，大大提升了开发集成效率。 

当前华为云IoT正在联合行业内的芯片、模组厂商等，沉淀了300多款物模型，并联合

信通院进行标准物模型的发布，在交通、园区、医疗等行业中均有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标

准物模型的构建，让更多的厂商都能参与到物联网生态的构建中，加速物联网行业的应用

落地。 

泛协议适配，开放灵活，支持多行业、多场景的设备上云 

在物联网大屏搭建的演示过程中，我们在华为云IoT平台上使用了设备模拟器，模拟

充电桩设备接入平台以及与平台通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设备模拟器采用的时MQTT协

议。但实际上，在物联网行业中，不同的行业场景往往采用的是不同的协议，比如交通行

业使用了JT808协议，水利中使用的SL651协议，以及电力、环保、医疗等等行业中都有

不同的物联网协议。 

华为云IoT平台除了支持标准的行业协议接入外，还通过提供泛协议插件的能力，支

持各种私有协议的接入。大家可以基于平台提供的泛协议插件，开发适配私有协议的插

件，无需对设备进行改造，即可实现私有协议设备上云。 

 

无论是行业标准协议，还是私有协议，都可以通过泛协议解析插件，实现快速接入。

同时平台还支持统一托管运维，无需厂商进行额外采购服务器、网络等资源，无需构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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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协议插件的运维能力。 

华为云IoT希望通过泛协议插件的能力，让平台更加开放和灵活，从而能帮助更多的

行业、更多的设备联网上云，从而加速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端边云协同，构筑全场景物联网云服务，使能行业智能升级 

当前物联网的应用已经深入到交通、园区、工业、仓储物流等等各行业了。华为云

IoT从“联”到“用”，为物联网行业提供了覆盖端、边、云的全场景物联网云服务能

力。希望有更多的开发者、企业基于华为云IoT实现智能化升级！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物联网开发者学习路径》，本课程从物联网基础理

论，到物联网设备开发以及应用开发，端到端系统地指导开发者学习物联网技术，帮助开

发者快速理解物联网应用开发过程及相关概念。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IoT端边云全面协同体验》，多种开发

场景，丰富的最佳实践案例，全面的开发工具、资料套件，帮助你快速玩转物联网开发！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推出《物联网入门级开发者认证》

https://edu.huaweicloud.com/roadmap/iotdeveloper.html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techfield/iot/iot-tool.html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63774a80ecf045f692799b5f515d55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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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面向物联网初学者，培训与认证物联网端、管、云技术及解决方案，基于华为云平

台进行物联网业务开发实践的能力。感兴趣的开发者们可点击优惠申请，填写信息，即可

获得1元认证资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同时，华为云微认证还推出了《基于物联网平台构建智慧路灯应用》微认证，本认证

将会为您介绍基于物联的智慧路灯解决方案和如何构建其应用，非常适合物联网/应用开发

行业相关的开发工程师，以及社会大众，高校师生。如果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者们，

点击链接即可享受5折优惠。 

  

https://devcloud.huaweicloud.com/expertmobile/qtn?id=9dafb2bca6074233a0f49ff6811f46e9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77849eaa1b6045d9a2b76c58406ede82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77849eaa1b6045d9a2b76c58406ede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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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想升职加薪吗？华为云GaussDB(DWS)开发
者认证了解一下 

来源：华为云Gauss AP服务域项目群 

GaussDB(DWS)发展趋势 

国家“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核心发展策略，科技创新

两个关键点分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数字经济是未来数10年产业升级的主路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基建狂魔，国家从未来角度出发，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区别于传统

基建，新基建包括像5G、AI、大数据等信息建设，能够更好的促进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发展，将中国的经济往一个新的高度引领。 

随着5G、AI、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量激增，呈海量化发展、多样化发展、实时化

发展和生态化发展，这4个发展的趋势在新基建或者数字经济的大的背景下，逐步的释放

潜力。自数字化以来，数据量年增长30%，每三年翻一番。互联网交易数据是4.5亿笔/

天，这是海量化的一个过程。当前数据价值挖掘的并不是非常充分，为了未来能够发掘数

据的潜力，数据保存周期越来越长，促进了数据海量化。数据多样化是大家逐步在挖掘数

据的价值，比如日志、遥感、文件、图片的数据，从这里面去掘一些信息。实时化是讲现

在做的实时风控、工业OT。 

IDC中国关系数据库市场与规模预测中显示，2020年数据库市场全年增速35.5%。

2020--2025年，年均增长达到25%以上，数据库发展前景非常不错。2020年数据库公

有云的部署超过了传统部署模式，未来这个供应模式也会继续提高。 

GaussDB(DWS)技术分享 

GaussDB(DWS)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软件平台，产品愿景是希望可以做到全场景一

站式的分析，我们提供了三种产品形态，IOT数仓、实时数仓、云数仓，提供数据集市、

数据探索、高维分析。能够通过一个强大的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全场景一站式分析，简化

IT架构，使能人人用数。用户行为数据、交易数据、视频图像、应用数据、实时数据、批

量数据接入数据平台，通过OLAP、OLTP、HTAP这些能力，提供实时大屏、实时风

控、实施头寸、反欺诈业务，包括联机查询的自助分析、BI报表、数据探索服务、监管报

送、客户画像高维分析业务，同时可以和数据湖平台、AI平台做湖仓一体、数智融合的平

台。 

GaussDB(DWS)从2011年开始做市场预研，从做原型开发到现在整11年了，全球

累计1700+大客户，IDC2021年数据仓库市场追踪报告中被评为本地部署数据仓库份额第

一。IDC 2011年大数据市场份额跟技术实力的双领先，本地部署数据库份额国产第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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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Gartner魔力象限、获得2021年贵州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奖，2020~2021连续蝉联大

数据领域“金沙奖”。从2011年做这个产品开始，就做了专利布局，核心专利250多家，

包括在美国、欧洲的一些专利，同时我们也是国内首家通过CC安全认证。核心代码完全

自研，整体自研率96%以上，自主率非常高。 

为什么学习开发者认证课程？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数据库仓库认证或者学习？能够能给我个人的职

业生涯带来什么好处？CSDN2020年至2021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显示，IT行业细分了

10个方向，跟其他类软件开发者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数据仓库相关岗位从业人员越老越

吃香；另外数仓相关的职位诉求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不小的需求。数仓相关的职位薪酬比其

他岗位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 

数据仓库从业者职业发展路径覆盖的年龄范围是比较长的，从25岁到50岁都有。毕业

后1~3年，可能从事数据仓库开发、运维岗位，在这个阶段会积累开发、运维经验，理解

数据仓库的体系架构、运行机制、数据库设计调优、SQL应用、应用编程等。毕业 3~5

年后会转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比如：OLAP资深开发工程师、高级运维工程师，负责产

品模块设计、开发、数据库设计跟调优、产品的规划和生命周期管理。5年以后可以成为

数据仓库的架构师、数据仓库解决方案架构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等，主导数据仓库应用

产品的设计与落地，软硬协同的解决方案、架构设计。当前，数据仓库人才供给远小于企

业需求，尤其是专家型的人才，需要技术的不断积累。 

开发者认证课程体系讲解： 

数据仓库工作级开发者认证课程，帮助开发者掌握开发需求分析、应用开发构建、应

调测，在线随时随地学习，实验练习与理论考试双重检测，完成实验考试即可获得证书，

证书三年有效。 

数据仓库工作级开发者认证课程内容分为8章： 

⚫ 第 1 章介绍 GaussDB(DWS)数据仓库； 

⚫ 第 2 章介绍 GaussDB(DWS)数据库设计，主要针对数据库设计上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进行讲解； 

⚫ 第 3 章介绍 GaussDB(DWS)SQL 开发的内容，包括 SQL 语句概述，高级 SQL

语法； 

⚫ 第 4 章介绍 GaussDB(DWS)性能优化，包括调优原则和流程； 

⚫ 第 5 章介绍 GaussDB(DWS) 开发应用，包括怎么做连接，怎么开发这块； 

⚫ 第 6 章介绍 GaussDB(DWS)数据库安全设计，包括用户与角色管理、权限与安

全设计、数据脱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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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章介绍集群创建、负载管理、扩容与缩容等； 

⚫ 第 8 章介绍故障管理，包括常见运维命令和参数介绍、运维场景及典型故障处理

案例。 

实践练习可以了解部署GaussDB(DWS)实例，并能够进行基本的运维管理，掌握

GaussDB(DWS) 常用SQL语法、通过客户端创建和管理数据库对象、通过应用程序接

口进行数据库基本操作、具备综合的数据分析和故障处理能力。从场景及适应度来讲，我

们可以具备数据仓库产品运维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通过开发者工作级认证，将获得以下权益：华为产品的优惠使用权、新产品体验权、

加入华为云线上人才库、获得华为面试的优先推荐、优先拥有华为全联接大会嘉宾名额、

成为华为云云享专家等。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数据仓库服务》 ，重点介绍什么是数据仓库服务，

DWS全景研讨以及DWS解决方案探讨。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快速入门数据仓库服务

GaussDB(DWS)》，助你快速熟悉华为云GaussDB(DWS)云服务购买及数据库连接操

作，并掌握OBS外表数据导入和查询操作。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推出《数据仓库工作级开发者认

证》考试，本考试培养具有数仓开发和运维能力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对数仓相关领域人员

进行技能提升。感兴趣的开发者们可点击优惠申请，填写信息，即可获得1元认证资格，数

量有限先到先得~~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E004+2018.7/about
https://lab.huaweicloud.com/testdetail_1661
https://lab.huaweicloud.com/testdetail_1661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1b77510af50040059eb4d1744137bf16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1b77510af50040059eb4d1744137bf16
https://devcloud.huaweicloud.com/expertmobile/qtn?id=9dafb2bca6074233a0f49ff6811f46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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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Astro：用7年时间革新低代码开发观念 

来源：华为云 PaaS 服务产品部 

每一步的成长都验证了「低代码开发绝不是平庸的开发」 

华为云Astro低代码平台源于华为应用开发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最初名为

“AppCube应用魔方”，体现了华为云希望其像魔方一样，可以任意组合排列多元模块

化组件，创建功能各异的应用，屏蔽了技术的复杂性。自2015年立项开始，到2021年全

生命周期DevOps管理，华为云Astro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平庸。 

2016年，实行可视化流程/页面编排，改进高效脚本引擎与沙箱测试能力； 

2017年，投入商用，并开始产业数字化实践，支持电商实验局开局，每周上线新流

程，效率提升两倍多； 

2018年，完善容器化、虚拟化、DMAX服务，数据均呈可视化、安全能力大幅提

升、有效规划执行智慧园区等大型解决方案，沉淀资产超过100个； 

2020年，融入前沿的云原生技术，开放AI编排能力、故障检测和自愈力，被广泛应

用于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工业等领域，并正式邀请公测； 

2021年，“全周期”1.3 版问世，支持元数据完整生命周期DevOps管理、混合多

租、数据/应用实例隔离，支持HCS / HCSO，累计注册开发者超过50000名，平台资产

超过300项，行业BO（业务组件）资产26项，服务次数过亿，为客户呈上快速应用程序

开发(RAD) 体验，改变着企业运作模式。 

身兼数职重整企业开发团队 

为助力企业把低代码技术更快应用到业务场景，华为云Astro在应用服务、业务服务

覆盖、数据服务与软件包服务基础上，设计出涵盖应用服务、编排工具、生态市场等各类

面向客户场景应用的敏捷 IT 方案，整套架构具备可快速获取资源、提拉弹性和高可用等优

势。 

以数据为中心建构应用是华为云Astro的“宗旨”。通过数据引擎，华为云Astro连接

多类型数据库，提供数据自动服务。客户不必关注资源和数据库，便可操作数据的CRUD

（增删改查）。除基本的数据访问功能外，华为云Astro将数据的权限控制及加密存储敏

感数据功能嵌入数据引擎，客户持元数据配置便可实施诸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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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基本的数据访问能力后，单靠 CRUD 不能解决业务逻辑和规则问题，还要组合

逻辑编写与API（即服务编排功能）。华为云Astro整合大量可用的 API 资源和技术部

件，通过不断沉淀业务相关组件（SPI）或业务服务，快速响应不同需求。 

调度器是服务编排引擎架构的关键。华为云Astro既可调度服务、执行脚本，亦可调

取 Java 方法。结合功能丰富的处理器，客户能轻松连接 MongoDB、Redis，并完成发

送消息、传输邮件、下发通知等工作。 

华为云Astro兼具流程定义、编排功能。让客户除常用技术类操作外，可具象化常用

流程模板，把大颗粒常用的、业务不能修改的部分，通过描述的方式定义后，开放给业

务 / 区域 IT 客户。当区域 IT人员 操作时，仅托拉拽已有业务，即可完成业务流。 

因企业要求集中管理规则、流程、数据、API，故必须将定义集中化。另外，流程运

行数据一般比较大，华为云Astro在架构设计上将流程引擎和任务引擎分离，同时分离定

义与执行，使整体架构统一定义管理，达成去中心化运行。 

UI 编排是低代码的必备，也是最常用场景。但企业应用页面复杂，除基于平台提供

的模板生成页面，企业还呼吁低代码平台提供更大的开放性，产出适配不同业务领域的应

用，以及搭建并沉淀各自领域特点的模板，提升开发效率。对此，华为云Astro在架构

上，拆解UI 视图与 UI 模型，打通模型层、UI 与后端对应的实体元数据，并在元数据上定

义诸多UI 模板，客户依照后端数据实体 /API套用模板，兑现典型场景即可自动生成页

面。 

权限控制是不可或缺的企业应用能力，任何数据都要控制权限，其包含三部分：权限

点的定义、客户权限配置、运行态鉴权。权限点的定义包含 UI 配置、API 权限、数据维

度。华为云Astro支持用户登录1个统一权限申请平台，就能申请到企业所有应用权限，无

需跨部门向不同管理员申请权限延期、权限转移。 

受手机体积限制，场景相对收敛，华为云Astro可做到零代码体验，显著提高移动端

应用组建效率，在移动应用模板中，添加表单审批、报表类、导航类内容。开发人员关注

业务本身，就能快速开发大部分移动操作、审批、查看类应用，并一键发布至华为移动办

公协同平台 WeLink 上。 

2022：华为云Astro持续创新，迎来三位新成员 

为深度融合企业经济新应用和行业生态，通过低代码映射产业经济，构筑企业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数字改革，促使数字化高效转型，2022年华为云Astro加快发展，引进大批新

AI技术，家族迎来三位新成员。 

Astro Bot：智能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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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Astro Bot即用户语音智能查询服务。用户使用虚拟助手构建平台，可进行数

据查找、智能问答等操作，实现无纸化办公。Astro Bot支持多语言输入，通过不断学习

新技能，针对用户询问展开对话式问答，实现人机互动。 

Astro Bot具备以下四项功能：1.知识库问答，通过问答训练实现语义匹配，丰富问

答知识库。精确匹配提问给予最优答案；2.自定义意图，经由自定义对话流程，进行模型

训练，帮助用户实现多场景智能对话；3.技能分析，针对不同技能，分析、统计用户语

境、语气、对话量和用户数量，用直观的数据展示技能使用情况，且方便用户查看。用户

也可据对话数据优化对话流程；4.语音配置，用户配置不同功能的语音服务，语音识别将

按需选择不同识别引擎，提高特定领域场景识别的准确率；语音合成会自动把所有对话中

的文本转为音频；方便用户语音智能查询。 

Astro Canvas：大屏IOC 

华为云Astro Canvas即可视化页面构建服务。提供多数据接入、多形式页面构建能

力，且组件丰富、扩展灵活，预置60多个常见图表组件，预置组件不满足需求时，支持灵

活定制扩展，开发者通过拖拽组件到画布，自由修改大小、位置，便可快速完成一站式数

据开发。 

Astro Zero：轻应用 

华为云Astro Zero不涉及复杂代码，用户零代码（如拖曳组件，简单配置）或低代码

就能轻松搭建应用。为降低企业用户开发应用成本，Astro Zero提供充裕的轻应用模板，

涵盖办公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等多款精品通用模板，满足客户自身业务的个性化诉

求。 

从迅速崛起到无处不在 

华为云Astro低代码平台本身已形成复杂的多主体低代码互动系统，另被赋予三项加

持，现具备如下六大核心特性： 

• 具象生产：数字化技术事先推演现实生产，减少试错成本； 

• 自主创造：各参与方都可依照各自领域经验优势，利用成熟预置数字模型或工具实

现自主发明创造并获取相应权益，实现机制共创； 

• 沉浸体验：数字呈像思维雏形，提前沉浸式体验产品功能、性能和质量，决策前就

深入了解投入概貌； 

• 交互与共同参与：多方共同参与设计、贡献经验、思路，实现数字交互，显现最先

进理念、最优设计，并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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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识机制：打通物理世界局限，达成共识机制与智能合约机制，建立统一标准。最

大限度贯彻自主化，形成行业优势互补； 

• 协同合作：上下游产业链无缝协作，直观共享上下游信息，形成生态一体化； 

就低代码技术而言，完备数字孪生技术、虚拟化技术、AI技术、区块链、计算机图形

技术和算力技术的华为云Astro在业内呈领先地位，究其原因，华为云低代码研发团队钻

研企业数字转型挑战多年，能够结合低代码业务价值和业务成果，为客户提供行之有效的

指导和工具，实现可复制、可预测和可扩大的商业增长变现，帮助企业在竞争中保持强劲

势头。 

据统计，仅50%的业务可通过现有技术和工具实现数字化，这意味着巨大的低代码市

场空白未被填补，亟待构筑切实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未来五年内，5亿个新应用程序

尚待开发，比过去40年构筑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多。凭目前的技术并不足以满足未来的需

求。华为云Astro能源源不断地为客户输出可观的最佳实践，同时领航国内低代码产业，

得益于华为云Astro鲜明的“个性”：以客户为根基，裒多益寡，开启想象，进而表现出

惊人的创造力，促进企业迸发勃勃生机！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社区为大家准备了《一站式低代码开发利器》 ，助您学习通过DMAX

能力，拖拉拽搭建数据大屏应用实操。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零代码搭建疫情防控数据大屏》，轻松

体验使用华为云低代码平台，拖拉拽快速搭建大屏应用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微认证推出《AppCube微认证》考试，通过

开发“园区访客应用”，带您体验华为云应用魔方AppCube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如果

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者们，点击链接即可享受5折优惠。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V061+Self-paced/about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thread-0246100596198267063-1-1.html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bf00f753f078459ab3b226f28b7b07bf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bf00f753f078459ab3b226f28b7b07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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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详解基于云原生技术的aPaaS的应用实践 

来源：华为云aPaaS服务产品部 

1. 云原生架构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云原生的概念和发展历史。 

1.1 云原生1.0 

2015年CNCF云原生基金会提出云原生1.0架构的定义，主要聚焦在技术标准上，其

代表技术为：容器、服务网格、不可变基础设施、声明式API。 

左下图中CNCF总结了云原生典型技术的演进历史，从服务器、虚拟化、IaaS、

PaaS、OpenStack到容器等，云原生技术是随着云技术栈逐渐迭代发展而来。 

右下图是不同阶段的产品开发和对云技术栈的使用，比如：自由开发、瀑布式开发、

敏捷开发、云原生开发等，对团队、架构、构建、分发、运维等诉求的适配技术。 

 

1.2 云原生2.0 

由华为云定义的云原生2.0：“云原生”是指应用或服务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云平台来

设计和构建的，而“基于云平台”是说利用云平台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设计和构建。应

用“生于云，长于云”才是“原生”的本意。Cloud Native是在云环境下构建、运行、管

理软件的新的系统实践范式。 

所以，基于这样的定义，云原生2.0白皮书列举的技术栈扩大了1.0技术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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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原生架构思考 

从传统架构到云原生架构，业务与基础周边的解耦一直是重点。 

六边形架构、洋葱架构、整洁架构殊途同归，都追求业务逻辑与基础周边分离。业务

逻辑与基础周边分离设计开发，可以实现松耦合的组装发布，把复用度高的基础周边提炼

出来，从而提升业务开发的效率。 

云原生时代提出的MultiRuntime（Mecha）、服务网格架构也是这个思路，通过周

边解耦来支持分布式基础特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应用也构建在基础设施上，实现“生

与云，长于云”。 

 

2. aPaaS架构与云原生的关系 

2.1 aPaaS定义 

云服务的传统分层划分为：IaaS（基础设施服务）、PaaS（平台服务）、SaaS

（软件服务），aPaaS其实是PaaS层的细分层。 

Gartner对aPaaS的定义：基于PaaS（平台即服务）的一种解决方案，支持应用程

序在云端的开发、部署和运行，提供软件开发中的基础工具给用户，包括数据对象、权限

管理、用户界面等。 

相比于tPaaS（技术平台服务），aPaaS（应用平台服务）强调的是“经验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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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在帮助汇聚各类行业经验服务的同时，提供了低代码的服务组装工具，支持行

业SaaS应用的高效开发。 

从这里可以看出，云原生技术栈中基础周边提供的都是技术特性，aPaaS扩大了特性

的范围，把可复用的行业经验也纳入进来了，比如：ID、搜索引擎、地图等，用户可复用

的物料更多了，开发行业特性不需要从零开始。 

  

2.2 aPaaS平台介绍 

aPaaS平台的目标是使能行业经验沉淀，使能行业应用创新。开天集成工作台具备了

零码、低码、全码的丰富工具链，配合丰富的领域API，重构了SaaS开发模式，降低了

软件开发门槛。元数据作为基础的资产标准规范，在工具中互认，实现基于元数据的规

范，使能开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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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开天aPaaS为开发者提供了行业经验的开放和使用平台，具体有哪些平台工具

呢？ 

华为云开天aPaaS主要有两个产品：开天集成工作台和开天企业工作台。 

⚫ 集成工作台主要面向开发者，开发者可以在集成工作台上基于行业经验来组

装、生产、发布行业经验或应用。 

⚫ 企业工作台面向企业用户，提供了行业应用的统一入口，供企业用户使用，

完成SaaS应用的典型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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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aaS在云原生技术的实践案例：应用集成编排框架 

云原生平台提供云环境下构建、运行、管理软件的能力，aPaaS的集成编排工具聚焦

于行业经验能力的组装集成，下面我们来看看设计实践及应用案例。 

3.1 设计实践：自助化编排能力 

aPaaS集成工作台提供了连接业务系统的能力，由数据驱动，可实现跨系统的自助化

编排。 

其核心功能包括：数据模型（ABM）、连接器、流编排。 

 数据模型(ABM)：提供数据/元数据驱动。相比于传统的技术工具，数据模型可

通过数据沉淀行业经验，提升了开发效率； 

 连接器：将每一个APP变成一组标准的API，实现APP的开放，提供可被编排的

能力，每个应用只需集成一次； 

 流编排：提供多系统的集成与编排能力，可实现多系统间的数据/能力打通；流也

可以发布为连接器供业务调用 

 

开天aPaaS集成工作台提供了图形化的流编排环境，可以实现零代码的开发；还预制

了丰富的连接器和流模板，流模板开箱即用；同时，还提供了AI相关的连接器，利用AI技

术让业务流程更加的高效。 

3.1.1 核心能力：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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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是应用集成编排工具的核心之一，它可以将每一个APP变成一组标准的API，

实现APP能力的标准化开放，以及提供被组装编排的能力。 

3.1.2 核心能力：流程 

连接器生产出来后，可以通过流程来组装使用。流程是指，多个业务步骤完成一个完

整业务行为的过程。流程有很多类型，包括控制流、工作流、业务流、数据流等。 

开天集成工作台主要解决的是将行业能力快速的组装起来，选择了基于流程编程

（FBP）的范式。这种编程范式将应用定义为网络，它们经过预先定义的连接，通过消息

传递来黑箱进程交换数据，而这里的连接是在“外部”指定给进程的。可以看到，流程节

点间不共享上下文、状态，仅仅通过消息来串联步骤和传递数据，流程节点内部是独立的

处理逻辑和状态，适合把黑箱节点灵活组织起来完成复杂的业务。 

 

基于流程（flow-based）编程（缩写为FBP） 

企业集成流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FBP，强调源端、通道、路由、转换器、目标端等功

能节点的参与，专注于完成企业应用间的集成，也是应用编排工具要重点支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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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成流程 

 

3.1.3 流程自动化 

流程自动化的部署运行是指，通过消息驱动启动停止流程、调度连接器、传递数据，

比如： 

 流程在云端自动被编译、检查、入库，供流程控制器调度； 

 流程开发态与运行态支撑服务解耦，流程运行引擎可以部署在不同的目标引擎

上； 

 流程引擎既支持流程部署在共享的流程引擎上，也支持部署在独立的函数

（ServerlessFunction）上，同时还支持部署在云端、边端上，适配不同的场景，从而

达到不同的安全隔离目标； 

 流程使用元数据描述，结合元数据描述的连接器，架构上既支持解释执行，也可

以编译到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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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流程开放生态 

用户在应用集成工具上开发出来的流程，可以通过连接器去引用、拓展应用能力，把

行业经验快速组装起来；也可以把组装好的流程发布为API，供开天集成工作台上的其他

开发工具调用。 

开天集成工作台为开发者提供了统一的开发入口，汇聚了各类行业应用及能力。工作

台上的工具既可以消费行业能力，也可以生产出新的行业能力，形成生态闭环。 

如下图所示，组装好的流程可以发布为API，然后通过开天集成工作台框架通知低代

码开发工具。因此，开发者在开发低代码应用时，就可以直接使用已发布的API，不需要

再去配置导入。当然，低代码应用工具也可以发布为API或其它类型的资产到开天集成工

作台，供所有工具使用。 

所以，开天集成工作台通过统一工具框架的方式，来管理行业经验、聚合不同开发工

具，从而支持开发者高效地完成端到端的应用开发。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27 

 

 

3.1.5 跨云、多端 

在边缘、手机等端节点部署流程引擎，支持下发多端流程，实现多端业务的闭环，方

便端到端业务的拉通及扩展。 

通过多个流程引擎的联动，实现跨端通讯及编排，完成复合业务流程。这种方法需要

统一的编辑管理平台来完成流程的设计开发、管理不同端流程引擎，并且能够识别流程部

署任务，实施流程的分布式部署。 

应用编排工具就可以支持不同流程工具的整合，协同完成跨云、端的开发部署。 

比如：在云端开发的所有流程，包括云端的设备监控告警、边端的设备温度数据定期

采集、手机端的工单提示等流程，多个流程协同完成业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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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流程运维 

首先要准确定位问题出处，并看到每一步的输入、输出及执行效率，这些全都可以通

过流程引擎统一实现，无需连接器来实现。 

在事件驱动调度的流程，运维模块可以松耦合的织入，类似“切面编程”，对原有流

程毫无入侵性，把和主业务无关的事情放到流程外面去做。这在企业集成模式里叫“Wire 

Tap”（线路分支）。 

比如：增加运维日志模块，订阅每一步的输入输出，记录执行时延等，业务流程无需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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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天aPaaS集成工作台操作演示 

开天aPaaS集成工作台提供了丰富的API和零码/低码开发工具，降低开发者应用开发

的门槛，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的运维工具，降低应用成本。 

 

4.1 应用场景：如何开发连接器，以及如何在流程中使用这个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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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空白开始创建连接器 

在开天集成工作台左侧选择连接器->我的连接器->创建我的连接器。（如果已有标

准的swagger 2.0文档，可以通过导入来创建连接器） 

 

填写连接器的基本信息，以心知天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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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知天气API介绍文档，填写协议（https）、主机地址

（api.seniverse.com）和验证方式（API key）。 

 

（2） 创建执行动作 

接口路径选择GET，输入 /v3/weather/daily.json，选择查询参数Query，添加子

节点location位置。 

 

从心知天气API接口文件中找到返回结果参数，在响应体中导入JSON文件，直接生

成响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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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连接器后，创建连接，填写验证信息。连接器就正式创建成功了。 

 

（3） 创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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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编排->我的流->创建流，从零开始创建流。 

 

添加计划->重复执行->设定流的运行时间，例如：每天早上8点。 

添加刚刚创建好的心知天气连接器，选择查询天气的执行动作，设置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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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发送邮件的连接器，填写邮件地址、主题和内容。 

 

（4） 发送运行结果 

选择保存并测试，查看流的运行状态。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每天早上8点自动发

送天气预报邮件的小工具。 

 

4.2 应用场景：基于CDM实现由X*Y*Z变成X+Y+Z的集成 

例如在销售订单同步集成场景，将金蝶ERP中的销售订单数据同步到纷享销客CRM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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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行业模板 

在开天集成工作台上选择应用模型->行业模型，找到对应的订单域。在行业模板信息

架构包中，将行业模板加载到租户下面。 

 

（2） 将金蝶ERP和纷享销客CRM开放为连接器后，打开已经创建好的

金蝶ERP连接器，找到执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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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函数来定义执行动作，输入函数代码 

 

通过CDM导入，生成函数的出参 

 

（4） 查看纷享销客CRM连接器，编辑好“保存销售订单”执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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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流程中快速实现应用集成。 

创建流，选择重复执行，设定运行时间。添加金蝶的“销售订单列表”连接器，设定

好运行时间。创建遍历集合元素，添加遍历金蝶销售订单列表，选择数据集合；添加纷享

销客CRM的“销售订单”连接器，自动完成智能映射。 

 

（6） 保存并查看运行情况。运行结束后，金蝶ERP中的销售订单就会按

照设定的时间自动将数据同步到纷享销客CRM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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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用场景：基于Flow编排开发新服务特性的API 

将组装好的流程发布为API。以心知天气为例。 

（1） 定义API 

提前准备：在连接器->我的连接器中，下载4.1中已创建好的心知天气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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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编排->我的流->创建流，在添加执行动作->内置中选择API流。API请求方式选

择GET，API认证方式选择无认证，填写API后端IAM认证信息。在API请求体架构中，

填写刚刚下载好的心知天气连接器文件中的参数。 

 

（2） 查询天气 

添加创建好的心知天气连接器，直接引用参数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40 

 

 

（3） 将结果用邮件形式发送出来 

在添加执行动作中选择邮件连接器，填写邮件地址、主题和内容。 

 

（4） 定义API的响应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41 

 

添加执行动作->API流，选择响应的执行动作。 

 

选择查询天气为响应体 

 

（5） 保存并测试，开启流程。在浏览器中粘贴刚刚生成好的URL，查看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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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用场景：将AppCube和开天集成工作台的流及连接器结合使用 

在AppCube（应用魔方）页面创建一个APP，选择aPaaS的业务模型。在

AppCube开发页面，可以选择在aPaaS集成工作台中开发好的连接器和流。 

 

5. 总结 

开天aPaaS集成工作台基于云原生技术，在传统云技术栈之上提供了行业能力，使能

应用开发；工作台上的丰富行业能力和组装工具，可以支持用户进行组装式应用开发；AI

识别能力的应用，加速了平台自动化进程，有效提高了应用开发效率。 

aPaaS平台开放生态标准，支持第三方参与行业经验的构建，欢迎广大的企业伙伴和

开发者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沉淀更多行业资产，加速资产的积累和行业应用的创新。 

开天aPaaS官网：经验即服务，使能行业应用创新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apa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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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aPaaS社区：欢迎大家来开发者社区交流讨论~ 

6.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半小时玩转开天集成工作台MSSI》，通过学习本

课程，使开发者了解什么是华为云开天集成工作台，熟悉集成工作台的产品优势和主要功

能，能够在合适的场景下应用集成工作台服务。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开天集成工作台MSSI 开通试用，体验基

于元数据、可配置的集成框架，试用连接器、流模板、业务模型等集成资产和开发工具。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1447-1.html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PX011+Self-paced/about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ss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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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流程机器人助你“聚划算” 

来源：华为云EI服务产品部 

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的数字员工非常火，比如我们中国的商飞上飞院三所的数字员工

“思睿”，还有他的专属工号：20952227、还有首位数字化员工，获得21年万科优秀奖

的新人奖获得者“崔筱盼” 

当然我们华为内部也有8000+的数字员工，在HR、供应链、物流、内审等行业工

作，是不是很厉害呢，聪明的同学这时候就要问了，那他们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呢，这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RPA 

1.  什么是智能流程机器人？ 

 

RPA能做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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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可以模拟人工进行操作，比如平时的登录，操作文件，抓取数据，调用api，与

数据库进行交互等操作，从而实现数据采集。文档制作，报表生成，业务审核、问题诊断

已经处理等一系列自动化的实现 

什么是华为 RPA? 

⚫ 部署环境：Linux Windows UOS等操作系统部署 

⚫ 基础能力： 

✓ 自动化：Web页面、用户交互、触发感知、国产OS、桌面应用、数据服

务、逻辑控制、国产应用、Office、异常处理、文本处理等 

✓ 智能化： 

• 推理：OCR、NLP、机器视觉、ASR 

• 训练：Model Arts Pro(云上)、二次训练(本地) 

✓ 低代码：流程编排、API编排、BI报表、界面编排、终端编排、API 

Fabric、数据编排、数据模型等 

⚫ 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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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基础能力就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从需求的发现到设计，运行和

管理，以及对编排好的流程协作和运营 

场景解决方案： 

以下是根据具体业务场景的生成的一系列成熟的场景化解决方案 

⚫ 政务助手：一网通办、一网通管、智慧社区 

⚫ 企业财务助手：票据审核、智慧报销合同比对、合同录入     

⚫ 金融营销助手：用户分群、用户触达、营销分析     

华为RPA三件套 

华为RPA平台的组件由Studio(设计器)、Robot(执行器)、Management 

Center(管理中心)组成。 

 

Studio简介 

基于Python语言的流程自动化设计器。在Studio中，可以使用内置录制器，或拖放

活动，以可视化的方式构建自动化流程。 

Robot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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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管理中心 Robot就是一个计算机助手，随时待命执行编排好的流程。Robot可

以执行本地计算机的自动化流程包，也可以接收ManagementCenter的命令执行 

相应的自动化流程包。     

Management Center简介 

• 集中调度、管理和监控所有 Robot 的平台 

• 存储可重用组件，资产，以及进行任务管理和配置执行器 

• 提供低代码 APP 开发平台，方便设计人机交互场景 

三者的关系，可以从上图看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开发者通过studio进行开发，开

发完成后可以直接进行发布，如果是公司级别的话，开发流程就不是一两个了，需要管理

中心对所有的脚本和流程进行监控，管控，可以将开发好的脚本存到管理中心，操作人员

就可直接操作管理中心，进行对任务的管理调度 

1.3.1. 设计器介绍 

 

1. RPA机器人设计工具，为用户设计机器人业务流程     

2. 内置流程录制工具，通过拖拉方式构建自动化流程     

3. 集成RPA机器人助手，可调试、验证、执行自动化流程     

开发方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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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录制、编排和XML文件三种开发方式     

全面录制     

提供Web、Office、CS客户端全面录制能力 

预置多种控件     

可通过控件快速便捷调用网页、Java、Office    、数据库、系统文件、Citrix、本地

应用、控制台、OCR等自动化能力     

自定义控件     

提供自动插件快速开发，合作伙伴和用户可快速扩展自动化控件能力 

1.1.2 执行器介绍 

执行器，用于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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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分为三种，有人值守、无人值守、服务型机器人     

有人值守     

运行在员工的电脑上，根据员工的指令，可以完成即时触发、多次调度业务流程自动

化工作任务 

无人值守 

运行在独立工作站上，无需员工介入即可独立工作，根据员工定义的调度策略，实现

业务流程7x24自动运行 

服务型机器人     

用户使用人机交互界面完成输入，触发或多次调度业务流程自动化工作任务，同时将

机器人执行完成的结果返回人机交互界面 

 

1.3.3 管理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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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部署方式 

本地部署+云化部署 

管理能力强 

单管理中心可管理2000机器人，支持横向扩展 

数据开放 

支持客户自定义 

从上图管理中心的运营界面可以直观看出管理中心的执行器，脚本，运行情况和空间

占用率等情况。 

总结 

以上简单介绍了RPA是什么，RPA能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华为RPA，接下来会通过几

个小例子，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什么是华为RPA 

2．开发演示 

天气预报朗读 

新手快速开发数字机器人：天气预报朗读 

场景任务：从天气预报网站上获取温度数据并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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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RPA来实现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抓取一下今天的温度 

 

 

拿到今天的温度后，我们让他进行一下朗读，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天气预报朗

读，最后点击运行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天气预报朗读就已经实现了。 

发票识别 

这个功能只需要一个控件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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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创建一个脚本 

2.然后再选择我们的增值税发票 

 

3.然后我们需要填写我们的UserID，也就是我们的凭证，（之后会给大家介绍怎么获

取凭证，大家可以免费使用），然后我们设置文件的存储地址，点击保存，最后点击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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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等到运行完毕后，我们可以去刚刚设置的存储地址打开文件查看，可以看到我们可

以很直观的查看数据。 

京东秒杀信息一键获取 

首先我们打开京东秒杀的页面，然后对数据进行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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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获取到底数据，存到指定位置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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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就一个控件，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秒杀商品的详细信息 

 

这是我们紧扣主题的第一个案例，最后我们通过文档可以简洁明了的看到各个商品之

间的价格以及其他信息 

商品比价 

最后这个是一个需要大家自己来做的例子，除了京东的秒杀，我们在买商品的过程，

可能会进行比较，不止是京东，还可能会去淘宝，天猫，唯品会等购物平台去比较，找到

最低价 

那我们用RPA来做的话，可以直观来进行价格的比对，这个就作为这篇文章给大家留

的一个小作业，我们自己尝试做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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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使用的技术，是Excel自动化、Web自动化、和简单数据处理，我们可以参

考一下商品比价流程图 

总结 

通过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不知道大家对华为RPA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没有提起大

家学习华为RPA的兴趣，别急，通过接下来的介绍，相信你一定会对华为RPA有更深一

步的认识 

WeAutomate华为云官网： 

产品及方案介绍、软件下载与试用许可、产品购买等，上官网 

https://www.huaweicloud.com/solution/rpa.html 

WeAutomate RPA社区: 

技术干货、问题求助、培训赋能、热门活动等，上RPA社区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1407-1.html/ 

 

3.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实例讲解，不知道大家对华为数字机器人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有

https://www.huaweicloud.com/solution/rpa.html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14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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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起大家想学习的兴趣。华为云开发者社区为大家准备了《华为数字机器人7天训练

营》，0基础入门，7天晋升华为RPA工程师。面向高校学生和个人开发者，快速掌握

RPA编程能力。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EA002+Self-paced/about?isAuth=0&cfrom=hwc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EA002+Self-paced/about?isAuth=0&cfrom=h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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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华为云云原生产品及五大开源实践 

来源：华为云计算服务产品部 

今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云原生发展阶段和趋势，会涉及一些云原生领域的历

史发展进程和技术趋势。然后我会介绍5个华为云主要的云原生产品和五个华为在云原生

领域的开源项目。 

详解云原生技术发展 

 

简单来看，企业 IT 建设所依赖的基础资源经历了从服务器到云化资源的发展历程，正

在快速进入云原生阶段。 

服务器阶段的特点是以硬件设备为中心，业务应用随不同厂商设备、操作系统、虚拟

化软件的差异化进行定制； 设备的安装、调试，应用的部署、运维基本靠人力完成，自动

化程度低，缺乏统一的设备和应用管理能力。后期随着虚 拟化软件的出现，资源的利用

率、扩缩容器的灵活性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设施与软件割裂、 

运维复杂的难题。  

解决这些问题，在云化阶段，传统模式下分布离散的设备，被统一起来，实现了各类

资源如计算、存储、网络的池化，通过统一的虚拟化软件平台，为上层业务软件提供统一

的资源管理接口，实现资源管理能力的自动化，屏蔽一部分基础设施的差异， 使得应用的

通用性增强，但因为虚拟化软件平台差异化较大，尤其是各厂商的一些商业化增强，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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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商间进行能力 共享，应用还是无法以完全标准化的模式构建，应用部署还是以资源为

中心。  

以资源为中心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应用的管理是资源的视角，举个例子，我们在

Kubernetes管理中心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工作负载，只能划分出有状态负载、无状态负

载、任务等，没有一个应用的视角，因为应用通常包含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作负载。云原生

阶段这一阶段，企业的关注点从以资源为中心转移到以应用为中心，包括应用敏捷交付、

快速弹性、平 滑迁移、无损容灾等。因此，企业开始考虑如何将基础设施与业务平台融

合，为业务应用提供标准的运行、监控、治理平台， 并将业务的通用能力下沉到平台侧，

更好的帮助企业实现应用的自动化，云原生基础设施成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  

 

据Forerester对国内三百多个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充分认同未来市场变化和企

业发展的五大关键挑战包括：需求快速变化、市场不确定性、业务连续性、创新业务价

值、将本增效，其中让企业领导者最担忧的是需求的快速变化，这就要求企业未来的技术

架构必须能够满足敏捷交付、快速弹性这些特性，以适应需求和市场的变化。CNCF的亚

洲企业和云原基础设施使用率调研结果显示云原生已在企业内被广泛使用，超过54%的企

业正在使用云原生基础设施，14%的企业计划使用。Gartner预测，到2025年超过95%

的的数字化业务将基于云原生基础设施构建，可以看出云原生在未来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

间，云原生基础设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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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五大云原生产品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CCE Turbo。从名字上看，CCE Turbo是CCE的加强版，它主

要在计算、网络、调度和安全几个方面对CCE做了增强。 

在计算方面，基于擎天架构，将容器存储、容器网络和容器引擎百分之百卸载到擎天

卡上，服务器资源利用率可提升20%。 

在网络方面，深度整合了华为云VPC的弹性网卡和辅助弹性网卡的能力，直接从

VPC网段内分配容器IP地址、支持ELB直通容器、支持容器直接绑定安全组、支持容器配

置QoS、支持容器直接绑定弹性公网IP、支持安全容器VF直通等高阶能力，构建了业内

领先的深度融合云上虚拟私有云VPC的新一代容器网络方案，实现了虚拟机trunkport，

裸金属ENI流量直通容器，性能提升40%。 

在调度方面，实现了多类型业务智能混合调度，应用拓扑感知、分时复用等，缓存+

多调度器共享视图，调度速度达到1万 Pod/s。CCE Turbo的调度，使用的是批处理工具

Volcano，我们在之后开源项目中会详细介绍。 

在安全方面，支持裸金属节点部署安全容器，提供虚拟机级别的资源和业务隔离以及

基于VPC安全组提供容器网络访问控制能力和Qos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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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边缘平台IEF。智能边缘平台的全称是Intelligent EdgeFabric，它基于CCE构

建，可以支持接入边缘节点。接入Kubernetes集群的节点需要有VPC以及相同子网的约

束，IEF打破了这个约束，只需要在边缘节点上安装一个代理，EdgeCore，就能让用户

把已有的设备接入IEF管理。这些边缘节点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边缘节点

可组成节点组，同一个边缘节点可分属不同的节点组，这样应用就可按节点组调度。一个

典型的云边端协同场景是分布在全国的电塔或者通信塔上的摄像头，视频数据有着巨大价

值，可以作为森林防火、湿地监控、禁渔监控的数据输入，将全国可支持相同业务的摄像

头接入的边缘节点划到相同的节点组，这样一个算法就可以实现全国发放，全国的相同业

务都实现秒级更新。 

除了基本能力，IEF还提供边云协同通道，支持边缘节点提取价值数据上云。IEF作为

边云协同平台，它具备以下重要特性。海量设备接入能力，在物联网和web3.0的趋势

下，越来越多的数据需要在边缘处理，因此需要支持大规模边缘设备接入，当前IEF可支

持10万级节点接入，实际已交付过六万节点接入的项目。第二点是云边协同，为边缘应用

和云上服务提供互访的方式。第三点是离线自治，这是边缘场景下的基本特性，因为边缘

节点与数据中心的节点不同，没有稳定的风火水电供应，边缘节点可能部署在露天场所或

者仓库、汽车里，云边网络得不到保证，因此需要保障部署到边缘设备上的容器应用不被

驱逐，需要长期稳定运行，IEF支持边缘节点断连后边缘应用可稳定运行。最后一点是极

致轻量，IEF可支持内存低至百兆的设备接入，大大扩大了接入设备的类型，让更多的场

景可以实现云原生数字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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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容器实例（Cloud Container Instance，CCI）服务提供Serverless Container

（无服务器容器）引擎，让您无需创建和管理服务器集群即可直接运行容器。 

Serverless是一种架构理念，是指不用创建和管理服务器、不用担心服务器的运行状

态（服务器是否在工作等），开发者只需动态申请应用需要的资源，把服务器留给专门的

维护人员管理和维护，进而专注于应用开发，提升应用开发效率、节约企业IT成本。传统

上使用Kubernetes运行容器，首先需要创建运行容器的Kubernetes服务器集群，然后

再创建容器负载，如果使用CCI来部署容器应用，用户就无需在CCI集群绑定虚拟机，直

接部署应用即可，CCI会根据应用申请的资源为用户提供足够的资源运行应用。除了这个

基本能力，CCI还提供了其他能力。 

第一是CCI拥有极致的性能，基于华为云Vessel容器平台，批量调度引擎Volcano，

Yangtse容器网络和Everest容器存储，在计算、网络、存储各方面做了深度优化，让

CCI单实例启动耗时小于3秒，在30秒内可完成8000核可扩容。 

第二点是使用容器Serverless相比于保持固定量资源运行应用，成本更低，因为容器

Serverless按需申请资源并及时释放，支持秒级计费，相比与按小时计费的容器集群

CCE费用更省。 

第三点是极简运维，用户无需关心底层的节点资源和Kubernetes容器集群，CCI会

根据业务自适应容器管理规模以及管控面自动升级，开发者只需专注应用管理。第四点是

支持多元算力，CCI下面的计算资源可支持X86、鲲鹏、AMD、昇腾、GPU等多种算力

形态，可根据容器应用的架构自动申请对应的资源，用户无需关心异构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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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网格ASM 全称是Application Service Mesh，在开源的微服务治理平台

Istio的基础上提供了八大商业能力。 

第一点增强是提供端到端的图形化控制台，内置包括金丝雀/蓝绿发布不同的应用灰度

发布模式，在服务治理方面，支持按流量比例、请求内容、源IP等维度治理。 

第二点增强是提供微服务级的可观测性，传统的监控服务提供的是单应用的监控，服

务拓扑和调用链的支持采用的是侵入式的，ASM可支持非侵入式的日志、拓扑和调用

链，只需要用户把微服务相关的Service接入ASM的网格中。 

第三点增强是提供性能更高的数据面，除了与Istio社区一样支持Pod Sidecar部署

外，还支持Node级的Sidecar部署。Node级的数据面资源开箱相比于Istio降低30%，

时延降低30%。第四点增强是管理规模，ASM的单一网格可支持十万级的Pod实例，实

现高密度大规模的实例统一治理。 

第五点增强是支持多种基础设施治理，意思是网格可接入在容器、虚机或者物理机上

部署的服务，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平滑迁移，不需要大刀阔斧地将整个服务从非容器架构迁

移容器。 

第六点增强是升级能力的提升，控制面和数据面的服务可以实现一键升级，支持数据

面随业务滚动和独立升级。 

第七点增强是管理面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增强，控制面支持跨AZ部署，用户无需担

心控制面的单点故障，影响数据面的服务治理，降低用户的运维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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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点是提供专家服务，相比于Istio开源社区，ASM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完整的咨询

和服务支持，帮助开发者更快地构建解决方案。 

  

UCS的全称是Ubiquitous Cloud-Native Service，是华为云2021年重磅发布的一

个服务。要理解UCS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分布式云和云原生，大家对云原生可能已经耳

熟能详，但是分布式云是最近两年才起来的概念。何为分布式云？分布式云指的是将公有

云服务(通常包括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分布到不同的物理位置（即边缘），而服务的所有

权、运营、治理、更新和发展仍然由原始公有云提供商负责，这也意味着，公有云由原来

的几朵“大云”，转变为“大云”加“小云”的分布模式。分布式云解决了因地理空间所

造成的“硬件”难题，云原生则是从业务视角出发，解决企业应用云计算的“软件”难

题。 

UCS分布式云是一个资源和应用的统一管控平台，可接入4类区域的Kubernetes集

群，分别是华为公有云，自建IDC，边缘集群和第三方云。华为云公有云包括中心

region，智能边缘云IEC以及智能边缘小站IES上的CCE集群。这里简单解释一下IEC和

IES，IES可理解为中心region拉远的一个区域，IES是内置了计算、存储和计算资源的一

体化机柜，可搬到用户机房，连接上华为云后可被华为云统一管理。IES和IES距离客户

更近，云服务或者应用部署到IEC和IES后，数据可在IES和IEC上处理，提供缩短业务时

延。 

第二类场景是自建IDC，用户在自己的数据中心或者机房自建K8s集群或者使用华为

云的Kubernetes敏捷安装版本CCE敏捷版创建的K8s集群，可手工注册到UCS。第三

类场景是边缘集群，即通过智能边缘平台IEF纳管的边缘设备组成的集群可被UCS管理。

最后一类是第三方云上的Kubernetes集群，比如AWS的EKS集群，Google的GKE，

Azure的AKS集群，都可以注册到UCS。除了从华为云直接创建的集群，手工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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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的集群只需要在集群上配置UCS的集群管理的配置文件即可注册到UCS，实现云端

到边缘，跨云多集群的统一管理，实现集群生命周期统一管理、配置策略统一管理、应用

和资源可视化监控洞察等。 

除了基本的集群管理能力，UCS还提供了三大竞争力，应用算力供给、应用流量治

理、应用与数据协同。 

应用算力供给新模式，新供给模式支持百万级分布式节点资源协同供给以及1K分布式

集群的统一调度，秒级响应。UCS实现全局资源视图，通过对每个分布式站点的实时故障

探查感知故障资源，一旦出现故障，秒级将应用迁移到其他健康站点。UCS通过全局应用

调度屏蔽位置带来的复杂性，将全域的算力打通，根据资源分布和业务特点，结合地理位置、

网络Qos、资源均衡度等条件，实现全域资源的最优化协同部署。 

应用流量治理新模式，在分布式云中，流量互通是业务协同的根本，UCS通过提供全

局服务能力，可以提供管理分布式云中的南北东西向流量策略，实现全局服务流量的智能调

度，以及实现了网络QoS优先级调度、地理亲和、动态路由算法等调度能力。 

数据与应用协同新模式。在分布式云的布局下，数据的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应用和数据

的割裂会为容灾、迁移、弹性等场景带来很大的困难。华为分布式云原生UCS围绕应用的

数据模型进行了建模，并对不同类型数据进行分层管理，实现存储层、容器层、中间件层等

不同层次数据的实时联动，使数据能够更好地随应用在分布式云场景中进行通信和流转，支

撑应用容灾、扩容、迁移的应用场景。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华为云的UCS致力让企业使用云原生时感受不到地域的限制、流

量的限制、跨云的限制，充分保证应用在多个场景下的使用。 

在三大能力之上，是统一的云原生服务市场OSC，可以理解为云厂商的Marketplace，

不过这里面是Marketplace的子集，只包含容器部署的服务。OSC可支持服务提供商发布

商品，服务提供上需要按照OSC的服务规范改造服务，充分利用UCS、CCE、IEF等基础

服务提供的跨云、跨集群的调度能力、调度能力和数据协同能力，达到服务的真正云原生化。 

简单总结一下，华为云云原生团队提供了三个基础设施管理服务CCE、CCI和IEF，

分别管理华为云资源和用户接入华为云的边缘资源，这些被管理的资源为应用提供了部署

环境。还提供了三个软件服务，SWR、UCS、ASM。SWR这次没有展开讲，因为它当

前的功能比较简单，可提供镜像的生命周期管理功能。ASM为微服务提供了非侵入式的

容器化服务治理能力，UCS则包罗万象，以CCE、CCI、IEF、ASM为基础，在这些服

务之上构建了跨集群、跨云的统一治理和调度能力。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67 

 

华为云云原生开源贡献和实践 

  

一直以来，华为云都是开源社区和基金会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 

在基金会贡献方面，CNCF基金会2015年成立伊始，华为云便成为基金会亚洲唯一创

始成员、白金会员，一直到今年，华为云已向CNCF贡献多个首创开源项目，包括云原生

边缘计算平台项目KubeEdge，云原生批量计算项目Volcano，云原生多云容器编排项目

Karmada，今年，华为云又开源了两个云原生领域的项目Kurator和Kappital，收到广

大开发者的追捧。 

在社区贡献方面，K8S和ISTIO两个社区成立之初华为云就加入该项目，并开始贡献

代码至今，目前无论是维护者席位还是代码贡献在亚洲都是排名前列。 

总体上，华为云在云原生领域，一直都保持高投入，高贡献，持续多年排名第一位。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针对华为云在云原生领域的开源策略做一次庖丁解牛，总结过

去，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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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Edge是业界首个云原生边缘计算框架、云原生计算基金会内部唯一孵化级边缘

计算开源项目，在全球已拥有900+贡献者和70+贡献组织，在Github获得超过5.4k 

Stars和1.6k Forks 。近年来，KubeEdge社区持续开拓创新，完成业界最大规模云原生

边云协同高速公路项目（统一管理10万边缘节点/50万边缘应用）、业界首个云原生星地

协同卫星、业界首个云原生车云协同汽车、业界首个云原生油田项目，开源业界首个分布

式协同AI框架Sedna及业界首个边云协同终身学习范式。 

以云原生卫星为例： 

“天算星座”计划由北京邮电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天仪研究院共同发起，以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探索为目标，通过对卫星智能化、服务化、开放化设计，构

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开放开源平台，为推动我国6G网络、卫星互联网等

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华为云作为首批合作共建单位，将边缘计算与卫星计算平台融合，云原生边缘计算平

台KubeEdge及其边缘AI子项目Sedna为天算星座提供统一的资源、应用管理、分布式

应用协同能力和在轨AI推理能力，使得卫星在太空中可同时调用边缘和中心云的资源并具

备AI能力和多任务处理能力，有效降低空天计算实验门槛。测试数据表明，通过卫星与地

面站协同推理，计算精度提升了50%以上，卫星回传数据量可减少90%。 

“天算星座”首席科学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王尚广：云原生边缘计算平台

KubeEdge及其边缘AI子项目Sedna为天算星座提供统一的资源、应用管理、分布式应

用协同能力和在轨AI推理能力。结合北邮开发的卫星网络系统、基础通信组件，可为空天

实验提供按需使用的计算能力，有效降低空天计算实验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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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ano 是一个基于Kubernetes的云原生批量计算平台，也是 CNCF 首个容器批

量计算项目，并已正式成为CNCF孵化级项目。Volcano主要用于 AI、大数据、基因、渲

染等诸多高性能计算场景，对主流通用计算框架均有很好的支持。Volcano社区已吸引

2.6万全球开发者，并获得2.4k Star和550+ Forks。目前，Volcano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基因测序等海量数据计算和分析场景已得到快速应用，并构建起完善的上下游生态。 

  

Karmada是华为云2021年4月开源的云原生多云容器编排项目，沉淀了众多企业在

多云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可构建无限可扩展的容器资源池，让开发者像使用单个K8s集

群一样使用多云。目前，Karmada已正式捐赠给CNCF(云原生计算基金会)，也是

CNCF首个多云容器编排项目。Karmada 项目的加入，将CNCF 的云原生版图进一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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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分布式云领域。自开源以来，Karmada已拥有2.3k+stars，450+forks，120+贡

献者，极具潜力，工商银行、VIPKID等企业也基于Karmada进行了容器化改造。 

  

今年，华为云开源团队贡献了两个开源项目： 

一是云原生服务中心OSC的核心能力开源，推出分布式云原生服务Kappital，旨在帮

助开发者快速构建云原生服务，为云原生服务提供统一的打包、部署、管理标准和一致性

使用体验，加快云原生服务的落地，Kappital主要提供统一的服务生态、全场景的部署，

全生命周期治理，开箱即用的运维能力四个方面能力。 

华为云希望通过Kappital项目，能够帮助广大开发者和生态伙伴轻松快速地构建健壮

可扩展的云原生服务，丰富云原生服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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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于华为云在分布式云原生领域的多年优秀实践，华为云开源团队构建了开源的

分布式云原生套件Kurator，Kurator是业界首个分布式云原生开源套件，整合了

Karmada、Istio、Kubeedge、Prometheus等业界主流开源技术栈，同时包括新增的

开源分布式云原生服务中心 Kappital。 

Kurator致力于打造开箱即用、开源开放的分布式云原生平台，提供多云、多集群统

一编排，统一调度，统一流量治理，边云协同，统一监控运维等核心能力，可以帮助广大

开发者、生态伙伴实现云原生应用服务化，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分布式云原生平台，实现企

业业务跨云、跨边分布式化升级开发。 

面向未来，华为云将继续秉持携手创新、成就共享的理念，深耕云原生领域，基于云

原生领域开源的已有的成功经验和优秀实践，以分布式云原生套件Kurator为核心，协同

开发者持续打磨增强，在南向生态方面，主动参与各生态资源对接开源，主动开源华为云

自身各类资源插件，打造K8S南向标准生态。在北向生态方面，加强CNCF现有优势社区

集成，开源大数据、数据库、AI、中间件、UI等场景化工具套件，降低开发者使用门槛，

使能开发者生态。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华为云云原生王者之路集训营》 ，从云原生基础知

识介绍到最佳实践讲解、底层原理和方案架构深度剖析，层层深入，满足不同云原生技术

基础和学习目标人群的需求。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基于云容器引擎部署NGINX应用》，

本实验指导用户基于华为云云容器引擎CCE快速部署NGINX容器应用，并管理该容器应

用的全生命周期的技能锻炼，使用户具备将云容器引擎应用到实际项目中的能力。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推出《云原生入门级开发者认证》

考试，面向云原生开发者，深度解析云原生技术，探究应用容器化、微服务网格化及多云

部署管理等技术应用。感兴趣的开发者们可点击优惠申请，填写信息，即可获得1元认证资

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programs/63384278-52ab-42e9-8e67-5dff5a9f37fd/about
https://lab.huaweicloud.com/testdetail_381?ticket=ST-531087-gNiUdYguGJNkiIUpYbYLFv25-sso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049800d20efe4dc2bc16ce826bebe0a7
https://devcloud.huaweicloud.com/expertmobile/qtn?id=9dafb2bca6074233a0f49ff6811f46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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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华为云微认证还推出了《基于ServiceStage托管和治理天气预报应用》微认

证，本认证将基于华为云应用管理与运维平台ServiceStage搭建天气预报应用，非常适

合对应用托管和微服务管理感兴趣的社会大众和高校师生。如果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

者们，请点击申请链接，申请微认证代金券，系统每周一、四将自动向申请账号发放3折

优惠代金券，不需手动领取。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e032b7ac37d84f908b67a021955c2f51
https://edu.huaweicloud.com/activity/coupons-week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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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Box：一个快速提升AI应用性能的神器 

来源：华为云EI服务产品部 

随着AI技术和计算能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学会用TensorFlow、PyTorch等

引擎训练模型并开发成AI应用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在开发初期开发者往往聚焦在模型的

精度上，性能关注较少。但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加，AI应用的性能往往会成为瓶颈，此时对

于没有性能优化经验的开发者来说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做性能优化，本文介绍一些常用

的优化方法和经验，希望能提升开发者的优化效率。本文首先介绍什么是AI应用性能优

化，以及常用的性能优化手段，然后介绍华为云ModelBox开源框架，最后结合实际业务

为例，详细讲解如何利用ModelBox框架快速提升AI应用性能以及背后的原理。 

一、AI应用常用性能优化方法 

1、什么是AI应用性能优化 

什么是AI应用性能优化？ AI应用性能优化是指保证结果正确的情况下，提升AI推理

应用执行效率。AI应用性能优化的目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比如门

禁系统刷脸场景，对推理时延比较敏感，识别速度直接影响用户感官，再比如自动驾驶场

景，对时延要求非常高；另一种是为了降低硬件成本，相同的硬件设备如果可以支撑更多

的业务，当部署节点数具有一定规模时，节省的硬件成本就相当可观了。 

如何去衡量性能的好坏？我们通常使用吞吐量和时延来衡量。吞吐量反映系统可能承

受的最大压力，吞吐量在不同场景也有不同衡量指标，比如HTTP请求场景，一般使用

qps作为吞吐量的指标，即每秒钟处理的HTTP请求个数。在视频流场景，则一般使用视

频并发路数来衡量。 时延是指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中间的处理时间差。正常来讲吞吐量越

大越好，时延越小越好，但在不同场景对吞吐量和时延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于某些时延不

敏感的场景，我们可以牺牲时延来提升吞吐量。所以我们在做性能优化前需要先明确优化

指标，针对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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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性能优化过程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一些系统资源指标，如内存、显存、CPU占

用率、GPU占用率等。这些指标可以帮忙我们判断当前资源使用情况，为我们做性能优化

提供思路，比如GPU利用率较低时，说明GPU资源没有很好利用起来，就需要针对性分

析瓶颈尽可能提升GPU利用率。 

2、AI应用性能优化方法 

一个典型AI应用可以分为工程逻辑和模型，AI应用的优化方法也可以从上到下进行划

分，其中应用流程优化和应用工程优化为工程方面的优化，模型编译优化和模型算法优化

则为模型优化。 

 

应用流程优化：主要是对业务逻辑进行调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操作以达到性能提升

的目的，业务逻辑的优化有时是最快捷最有效的，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没有较通

用的方法，需要具体场景具体分析。 

应用工程优化：主要是软件工程方面的优化，如多线程、内存池、硬件加速等等， 其

中模型batching是AI推理最常见的优化手段，原理是通过多线程共享队列组batch以充分

利用模型的batching性能。应用工程优化方法较为通用，ModelBox框架提供的主要为应

用工程优化能力。 

模型编译优化：主要针对模型内部的算子计算做优化，常用手段有低精度量化、混合

精度、算子融合等，此类优化一般需要对模型进行转换，会对模型精度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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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算法优化：主要是对模型网络结构进行优化，减少模型计算量，如模型剪枝、模

型蒸馏等，此类优化对精度影响较大，需要重新训练。 

 

本文重点介绍AI应用工程优化的常用手段，常用优化手段如下： 

模型Batching: 原理主要是通过共享队列的方式将多个线程的推理数据合并成一批数

据进行GPU推理，相比单数据推理，batching推理可以降低Gpu Kernel Launch次

数，充分利用多个GPU计算单元并发计算，从而提高整体吞吐量。batching推理一次处

理的数据个数叫batchsize，batchsize的大小直接影响推理性能，但batchsize不一定

是越大越好，它和模型结构的稀疏程度有关系 ，所以需要具体模型具体分析。 

Pipeline并行:将业务的处理划分为几个阶段，使用多线程通过流水线的方式让不同数

据并行起来。如上图所示，同一时间数据1在执行操作C的同时，数据2在执行操作B，数

据3在执行操作A。流水线并行后，单个请求处理时延不变，但吞吐量会提升。 

多线程并发:当某个操作单线程处理成为瓶颈时，如有空余资源可以采用多线程并发执

行。多线程并发后，会使数据乱序，所以一般还需要对多线程执行结果做保序。 

硬件加速：使用硬件的加速能力替代原有的耗时操作，如Cuda、Ascend 、SIMD

等，与此同时，硬件的加速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主机到硬件设备的数据拷贝开销。 

显存拷贝/申请优化: 不同于内存，硬件上显存的拷贝和申请耗时较长，频繁的申请和

拷贝会影响整体性能。我们可以通过显存池的管理减少内存申请的时间，也可以通过调整

业务逻辑，尽量减少HtoD，DtoH的拷贝次数，以此提升性能。 

Cuda/Ascend Stream 异步: 基于cuda或者ascend硬件时，可以使用带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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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步接口进行加速，使得多个cuda/ascend操作可以并行处理，进一步提升硬件加速能

力。 

异构计算加速:使用多个或者多种硬件进行加速，比如使用多个GPU进行推理，再比

如使用CPU+GPU多硬件同时推理,并且能做到负载均衡。 

以上这些常用的AI应用工程优化需要根据当前业务瓶颈合理选择。同时上述方法的实

现通常需要耗费大量工作，同时对软件能力要求较高。为此华为云开源了ModelBox框

架，集成了上述优化手段，希望能够帮忙开发者快速提升AI应用性能。 

二、ModelBox开源框架介绍 

1、什么ModelBox开源框架 

一个典型场景AI算法的商用落地除了模型训练外，还需要进行视频图片解码、HTTP

服务、预处理、后处理、多模型复杂业务串联、运维、打包等工程开发，往往需要耗费比

模型训练多得多的时间，同时算法的性能和可靠性通常随开发人员的工程能力水平高低而

参差不齐，严重影响AI算法的上线效率。 

ModelBox是一套专门为AI开发者提供的易于使用，高效，高扩展的AI推理开发框

架，它可以帮助AI开发者快速完成从模型文件到AI推理应用的开发和上线工作，降低AI算

法落地门槛，同时带来AI应用的高稳定性和极致性能。ModelBox框架当前已经在github

和gitee开源，可详见ModelBox官网。 

ModelBox框架主要特点有： 

高效推理运行性能：集成常用应用工程优化手段，高效的智能调度引擎，相比原生推

理框架性能成倍提升。 

全场景灵活开发模式：支持图编排模式、SDK模式、Serving模式等多种使用方式，

适用于新业务快速开发、业务迁移、单模型推理等不同开发场景。 

一次开发端边云部署：支持屏蔽底层操作系统、加速硬件、推理框架差异，一次代码

开发，端边云多处部署。 

https://modelbox-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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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多语言开发：支持C++、Python两种语言开发，也支持混合使用。 

 

ModolBox框架采用图编排的方式开发AI应用，图编排是将应用执行逻辑通过有向图

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图上的每个节点叫做ModelBox功能单元，是应用的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ModelBox的执行单元。在ModelBox中，内置了大量的高性能基础功能单元库，开

发者可以直接复用这些功能单元减少开发工作。除内置功能单元外，ModelBox还支持采

用C++、Python、配置文件等多种方式开发自定义功能单元。除此之外，ModolBox提

供了运维安全、开发调试等配套的组件用于快速服务化。 

ModolBox逻辑架构如下图： 

 

ModelBox提供了两种开发模式：标准模式和SDK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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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这种模式下AI应用的主入口由ModelBox进程管理，应用的全部逻辑承载

编排在流程图中。开发者首先通过流程图描述整个应用的数据处理过程，然后实现流程图

中缺少的功能单元，完成整个应用。此模式优点是并发度高，性能好，配套组件丰富，缺

点是需要把全部业务逻辑拆分为图，在存量复杂业务场景切换工作量较大。 

 

SDK模式：这种模式下，开发者业务进程通过ModelBox SDK API管理流程图的初

始化、启动及数据交互， 此模式可以选择性的将部分逻辑切换为ModelBox图编排。优

点是改动少，优化工作量少，可以逐步优化。缺点相对于标准模式只能获得部分性能收

益。 

两种模式适用于不同场景。标准模式适用于整体业务逻辑清晰，比较容易通过流程图

方式表达的场景，和新开发业务场景。SDK模式适用场景于应用逻辑不能全部进入流程图

中，控制逻辑较为复杂的场景；已有业务迁移场景等。本文后续讲解的AI应用性能优化实

践主要通过SDK模式进行优化。 

三、AI应用性能优化实践 

1、图像分类业务介绍 

下面以一个图像分类业务AI应用为样例，介绍如何使用ModelBox框架进行性能优

化。 

该业务原始代码使用Python语言开发，采用flask框架作为Http Server对外提供

Restful API 对输入图像进行识别分类。该业务模型为ResNet101网络，训练引擎为

TensorFlow。具体业务流程和性能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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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业务场景和性能测试情况看，推理阶段耗时占比大，导致整体性能较差。对照

前面讲解的AI应用软件工程优化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做优化： 

1)     一次请求携带一张图片，只能单batch推理，多个请求多次单bacth推理，

虽然GPU利用率达100%，但实际效率低，可通过模型batching优化推理性能。 

2)     模型推理时间优化后，预处理、推理、后处理可以通过pipeline并发优化。 

3)    图片decode、resize、mean等CPU的预处理操作可以通过cuda、多线

程加速 

4) 我们使用ModelBox框架可以快速尝试上述模型和预处理优化，测试效果。 

2、模型推理优化 

我们首先尝试使用 ModelBox SDK API 优化模型推理部分性能。针对纯模型优化，

ModelBox 提供了 Model 接口，只需几行代码即可完成优化。优化步骤如下： 

1) 环境准备 

下载 TensorFlow 引擎的 ModelBox 开发镜像。下载方法可见 ModelBox 文档，在

代码中引入 modelbox 包，设置日志级别。 

# modelbox 

import modelbox 

modelbox.set_log_level(modelbox.Log.Level.DEBUG) 

2) 配置推理功能单元 

https://modelbox-ai.com/modelbox-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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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classify_infer.toml配置文件，根据模型实际情况填写模型配置，如模型文件路

径、推理引擎类型、输入Tensor名称、输出Tensor名称等。配置如下： 

# 基础配置 

[base] 

name = "classify_infer" # 功能单元名称 
device = "cuda" # 功能单元运行的设备类型，cpu，cuda，ascend等。 

version = "0.0.1" # 功能单元组件版本号 
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 功能单元功能描述信息 

entry = "../model/resnet_v1_101.pb" # 模型文件路径 
type = "inference" #推理功能单元时，此处为固定值 

virtual_type = "TensorFlow" # 指定推理引擎, 可以时TensorFlow, tensorrt, atc 
 

[config] 
plugin = "" # 推理引擎插件 

 
# 输入端口描述 

[input] 
[input.input1] # 输入端口编号，格式为input.input[N] 

name = "input" # 输入端口名称 
 

# 输出端口描述 
[output] 

[output.output1] # 输出端口编号，格式为output.output[N] 

name = "resnet_v1_101/predictions/Softmax" # 输出端口名称 

3) 模型初始化 

在业务初始化阶段使用Model接口进行模型推理实例初始化，接口如下： 

modelbox.Model(path, name, batch_size, device_type, device_id)  

输入参数说明： 

path： 推理功能单元配置文件路径，即classify_infer.toml路径 

name：模型实例名称 

batch_size：一次batching推理的batchsize最大值，当不足时，采用动态batch。 

device_type：加速硬件类型，可取值cuda、cpu、ascend等，也可设置多硬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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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0,1,2;cpu:0” 等； 

device_id：单加速类型时，表示加速设备号； 

模型实例初始化成功后再启动实例，同时注释掉原有TensorFlow不再使用的代码，模型

实例初始化代码如下： 

def __init__(self) 

    ... 

    # modelbox 
    self.model = modelbox.Model("/home/code/image_classify/classify_infer/", 

"classify_infer", 8, "cuda", "0") 

    self.model.start() 

4) 模型推理替换 

使用Model.infer接口替换掉原始TensorFlow的session.run接口，接口说明如下： 

output = model.infer([input_port1_data, input_port2_data,  … ]) 

输入参数说明： 

input_port1_data、 input_port2_data : 模型每个输入Tensor数据。 

输出参数说明： 

output: 模型的推理结果列表，,可以通过下标获取每个Tensor输出结果。结果类型为

modelbox::Buffer，通常需要通过numpy接口转换为numpy类型进行后处理。 

具体代码修改如下： 

def process(self, img_file): 

   image = self.preprocess(img_file) 

   ... 
   #TensorFlow代码，对image进行推理，batch为1 

   # infer_output = self.sess.run(self.output,feed_dict={self.input: 
np.expand_dims( image,0 )}) 

   # probabilities = infer_output[0, 0:] 
   #mode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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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_list = self.model.infer([image.astype(np.float32)]) 
   output_buffer = output_list[0] 

   probabilities = np.array(output_buffer) 
   ... 

   self.postprocess(probabilities, resp) 

至此，推理的优化代码已修改完毕，进行功能调试后，即可对性能进行测试。同时还可以

通过ModelBox性能工具Profiling进行性能数据打点，分析推理执行性能详细情况，具体

使用方法可见ModelBox官方文档。前面我们讲到bacth_size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实

际测试，我们可以通过调整bacth_size参数测试性能情况。该业务实测数据如下： 

性能数据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性能优化效果十分明显，吞吐量整体提升257%，同时在batch_size 为16

时性能最佳。至此，模型推理优化完成。 

为什么经过简单几行代码即可完成性能的显著提升呢? 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原理： 

平均时延
（sec)

吞吐量
（/sec）

CPU利
用率

GPU利用
率

GPU显
存

优化前
（batchsize=1）

2.0 70 350% 100% 14G

模型推理优化
（batchsize=8）

0.88 160 310% 95% 8G

模型推理优化
（batchsize=16）

0.8 180 220% 93% 8G

模型推理优化
（batchsize=32）

0.78 170 200% 90% 8G

模型推理优化
（batchsize=64）

0.82 170 200% 90% 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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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每个请求单独处理， 每次推理一份数据，使用ModelBox后，会有单独

ModelBox线程和队列将多个线程的推理请求合并，通过bacthing推理一组数据。 

推理模型切换到ModelBox后，除了收获性能收益外，还可以获得如下收益： 

a）软硬件引擎适配能力：修改到其他引擎或者硬件无需修改代码，只需要修改模型配置

文件即可； 

b）多卡、多硬件能力：可以通过配置至此单进程多卡，或者多类型硬件异构能力。 

3、预处理优化 

模型优化完成后，如果瓶颈转移到模型预处理，我们还可以通过ModelBox对AI应用的预

处理进行优化。下面介绍下如何通过ModelBox SDK API进行推理加预处理优化。 

1) 构造流程图 

基于上一章节推理优化步骤的环境准备、配置推理功能单元后，我们需要将预处理和

推理流程构造为ModelBox流程图。 原始业务逻辑中：图片解码、resize、mean、

推理以上这些操作都是相对耗时，并且可以通过GPU加速的。本次我们对上述操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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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程图构建如下： 

 

代码层面，ModelBox框架提供了两种方式构建流程图： 

a) 通过图配置文件构建 

创建graph.toml, 并编写配置文件如下： 

[driver] 
skip-default = false 

dir=["/home/code/image_classify/classify_infer/"]   # path for user c++ 
flowuint, python flowuint, infer flowunit 

[profile] 
profile=false 

trace=false 
dir="/home/code/image_classify/test/"   

[log] 
level="INFO"  

[graph] 
format = "graphviz" 

graphconf = '''digraph weibo_sample { 
    queue_size=64 

    batch_size=8 
    input[type=input, device=cpu] 

    img_decoder[type=flowunit, flowunit=image_decoder, device=cpu, 
deviceid=0,batch_siz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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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_resize[type=flowunit, flowunit=resize, device=cpu, deviceid=0, 
image_height=224, image_width=224,batch_size=18] 

    img_mean[type=flowunit, flowunit=mean, device=cpu, deviceid=0, 
mean="123.68,116.78,103.94",batch_size=8] 

    classify_infer[type=flowunit, flowunit=classify_infer, device=cuda, 
deviceid="1",batch_size=16] 

    output[type=output, device=cpu] 
 

    input -> img_decoder:in_encoded_image 
    img_decoder:out_image -> img_resize:in_image 

    #input -> img_resize:in_image 
    img_resize:out_image -> img_mean:in_data 

    img_mean:out_data ->  classify_infer:input 
    classify_infer:"resnet_v1_101/predictions/Softmax" -> output 

} 

''' 

配置文件编写完成后通过ModelBox Flow接口加载该文件并运行： 

def __init__(self） 

   ... 

   # modelbox 
   self.flow = modelbox.Flow() 

   self.flow.init("/home/code/image_classify/graph/image_classify.toml") 

   self.flow.start_run() 

b)通过代码构建 

通过FlowGraphDesc对象构建流程图，并加载运行。 

def __init__(self） 

   ... 
   # modelbox 

   self.graph_desc = modelbox.FlowGraphDesc() 
   

self.graph_desc.set_drivers_dir(["/home/code/image_classify/classify_infer/"]) 
   self.graph_desc.set_queue_size(64) 

   self.graph_desc.set_batch_size(8) 
   input = self.graph_desc.add_input("input") 

   img_decoder = self.graph_desc.add_node("image_decoder", "cpu",input) 
   img_resize = self.graph_desc.add_node("resize", "cpu", 

["image_height=224", "image_width=224"],img_decoder) 
   img_mean = self.graph_desc.add_node("mean", 

"cpu",["mean=123.68,116.78,103.94" ], img_r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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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ify_infer = self.graph_desc.add_node("classify_infer", "cuda", 
["batch_size=32"], img_mean) 

   self.graph_desc.add_output("output", classify_infer) 
 

   self.flow = modelbox.Flow() 
   self.flow.init(self.graph_desc) 

   self.flow.start_run() 

需要说明的是，本业务需要优化的功能单元图片解码、resize、mean都是

ModelBox预置功能单元，并且支持硬件加速，如果不在预置库中时，可以通过功能单元

开发接口开发自定义功能单元。 

不管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通过配置调整每个功能单元的batch_size、

queue_size、设备类型，设备ID等功能参数来调整执行策略。比如通过设置

device=cuda则指定该功能单元通过GPU加速，batch_size=8， 则表示一次处理8个

数据，queue_size =32 ，则代表该功能单元会使用queue_size/batch_size = 4个线

程同时并行计算。 

2) 业务逻辑替换 

将原有预处理和推理的代码替换为ModelBox Flow的运行接口。 

def process(self, img_file): 

   # image = self.preprocess(img_file) 
 

  # 原有TensorFlow推理，对image进行推理，batch为1 
  # infer_output = self.sess.run(self.output,feed_dict={self.input: 

np.expand_dims( image,0 )})  
  # probabilities = infer_output[0, 0:] 

 
  #modelbox 

  stream_io = self.flow.create_stream_io() 
  buffer = stream_io.create_buffer(img_file) 

  stream_io.send("input", buffer) 
  output_buffer = stream_io.recv("output") 

  probabilities = np.array(output_buffer) 
  ... 

  self.postprocess(probabilities, resp) 

send()输入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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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图的输入端口名称 

buffer：输入数据，类型为ModelBox::Buffer 

recv()输出参数说明： 

“output”: 图的输出端口名称 

output_buffer：输出结果数据，类型为ModelBox::Buffer 

至此，预处理加推理的优化代码已修改完毕，进行功能调试后，即可对性能进行测

试。同样可以通过ModelBox 性能工具Profiling进行性能分析。我们分别设置预处理全

为cpu和全为gpu分别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同为batchsize为16时，优化预处理后性能较之前有所提升，同时全为cpu

预处理时反而比gpu预处理性能好。这是因为一方面cpu预处理采用了多线程并发处理，

另一方面GPU预处理抢占了GPU资源，影响了推理速度，从而影响整体性能。所以并不

推荐所有操作都使用硬件加速，需要具体场景具体分析，保证资源计算的合理分配。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88 

 

 

通过ModelBox优化后的数据执行情况如上，优化收益主要如下： 

1、 流程图每个节点都是独立线程执行，多个数据通过pipeline并行 

2、 除推理功能单元外，其他cpu预处理采用多线程执行，每个功能单元线程数可以

灵活配置 

3、 不仅推理，其他功能单元的执行也可以是采用多硬件异构加速 

AI应用的性能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所有方法都有效，开发者需要结合

自身业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实际业务的优化实践，希望

大家对如果使用ModeBox框架优化AI应用性能有一些初步了解，同时也能理解优化原

理。如果对ModelBox感兴趣可以进入ModelBox官网详细了解，同时我们也欢迎感兴趣

的开发者可以参与贡献代码。 

四、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ModelBox课程学习》 ，通过本门课程可以了解

ModelBox的作用、特点和应用场景，以及熟悉ModelBox端云协同AI开发套件的环境准

备。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AI让你遇见10年后的自己》，本实验指

导用户订阅并部署ModelArts中的模型来完成图片识别任务。 

认证考试 

https://modelbox-ai.com/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develop/aigallery/activity/detail?id=3f78eff5-984e-44f7-807b-06fc5fac571a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thread-02131006894358160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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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推出《人工智能入门级开发者认

证》，面向AI初学者，培训与认证AI基础理论及基于华为云EI服务的AI应用开发能力。感

兴趣的开发者们可点击优惠申请，填写信息，即可获得1元认证资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 

同时，华为云微认证还推出了《抖音小视频背景歌名识别》微认证，本认证结合云数

据库和Python，配合语音处理相关技术完成背景歌名的快速识别，非常适合短视频及音

乐发烧友，同时对人工智能声纹识别方向感兴趣的社会人群。如果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

发者们请点击申请链接，申请微认证代金券。系统每周一、四将自动向申请账号发放3折

优惠代金券，不需手动领取。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aaabf9760a3f4578aa620155e1fcae86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index/developer/aaabf9760a3f4578aa620155e1fcae86
https://devcloud.huaweicloud.com/expertmobile/qtn?id=9dafb2bca6074233a0f49ff6811f46e9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728fe3c3f88b44689775aa3d2f356246
https://edu.huaweicloud.com/activity/coupons-week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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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E.ADC：开发者，一起来探索低代码新世界 

来源：华为全球技术服务部•GDE开发者生态运营 

走进GDE.ADC低码平台 

运营商数字化转型已是趋势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数字化转型。向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了企业和组织特别重视的一项

变革行动。数字化正在推动整个社会飞跃的发展，数据统计：数字化已成为80%企业

CEO的第一战略、80%的企业加大数字化方面的投资、65%的大企业将转型成为信息与

数据服务企业、通过数字化企业盈利增长15%。 

数字技术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它在颠覆众多行业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机会。在

这场变革中，电信行业也不例外。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运

营商自身需要数字化转型，同时运营商也是众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使能者，为各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移动宽带等数字连接服务，助力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GDE为运营商提供“1+4+N”的战略平台 

为应对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挑战，华为发布了“1+4+N”的平台战略——GDE数智

平台，来帮助电信运营商们积极拥抱变化。 

GDE（General Digital Engine），是面向用户的统一数字化作业平台，提供给业

务平台+智能+敏捷的通用引擎，支撑运营商企业实现能力开放、敏捷创新、网络智能。 

GDE提出1+4+N体系，实现服务应用：共部署，共数据，共能力，共编排，其中： 

➢ 1 是指一个云原生技术底座：解决原先对独立的系统向面向业务融合运维平台的转

变，服务 AUTIN，Smartcare，ADO, ISDP 等会基于统一的云原生技术底座，统

一的数据平台，统一集成/对接网关，支撑实现单点垂直进入，横向拓展； 

➢ 4 是指 4 个关键能力： 

⚫ GDE.Model（主题域数据模型）实现数据共享，基于对网络，业务，客户理解形

成不同应用场景数据模型（包括单域和跨域 O+B 的数据模型），实现跨部门数据

安全有效的共享，打通流程断点； 

⚫ GDE.AI（AI 智慧体系）实现 AI 进生产流，分析基于 ICT 行业理解的 AI 与自动

化能力； 

⚫ GDE.Block（云网资源与业务能力 API）实现能力共享，对网络知识经验知识资

产化与网络能力资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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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E.ADC（一体化低代码开发平台与管理体系）使能客户自开发，而这些能力都

可以以 API 的形式，通过一体化低代码开发中心进行应用开发。 

➢ N 是指 N 个场景：能力应用到运营商规建维优营的每个环节，使能不同的场景，在把

运营商当前流程升级为智能工作流的同时，也能更好的使能现有服务产品

（Smartcare，AUTIN，ADO）的协同演进，不仅仅局限在当前的 UC 上，而是能

力数据共享与开放，更好的支撑业务，形成更好的体验，形成更好的客户粘性； 

您的数字化转型好帮手 - 华为GDE低代码开发平台ADC 

 

GDE.ADC低代码平台，是GDE最核心的能力。GDE.ADC（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是一个低代码、多体验的开发平台，提供面向业务开发者的全场

景开发平台，以及完整的资产生命周期工具链，解决传统开发门槛高、周期长的问题，形

成以业务资产为核心的高效开发和复用的新开发模式。 

➢ 低代码开发平台：由简单易用的可视化设计器和部署灵活的服务器构成，能帮助开发

者快速构建美观易用、架构专业、安全可控的多终端应用，并随需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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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体验开发平台：提供跨平台 APP，支持与多开放平台的深度集成，帮助开发者快

速构建跨平台应用，实现一站式完成系统开发工作。 

 

GDE.ADC是一个低门槛，高效率的开发平台： 

⚫ 可视化开发：托拉拽方式开发，编排元素丰富，设计界面所见即所得 

⚫ 多技术一体化编排：各类技术编排无缝集成，可跨域资产统一编排 

⚫ 业务模板：基于业务卡片、模板快速开发新的资产，复用现有开发能力 

⚫ 在线调试：提升编排服务开发调测效率，单个服务编排效率提升 100% 

GDE.ADC是一个高质量安全可信的平台。ADC2.0的平台里面内置了可信工具链，

构建APP端到端可信能力，基于APP开发生命周期的开发工具链，实现“一步入场，编完

即走”的高效可信开发体验： 

⚫ 提供自动化测试和质量评估保障机制，减少 APP 带病上线，现网问题降低

20%+； 

⚫ 通过流水线把开发、构建、自动化测试、质量评估、发布集成起来，实现开发过

程 E2E 自动化，开发效率提升 20%+； 

⚫ 开发过程融入可信使能机制，支撑业务应用开发过程可信。  

GDE.ADC是个一体化全场景的开发平台，提供八大编排能力：UI编排、流程编排、

集成编排、数据编排、RPA编排、AI编排、网络操作编排、函数编排。多技术一体化编排

使得各类技术编排无缝集成，可跨域资产统一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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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 编排：提供丰富的界面设计组件，通过拖拽式实现前端界面快速开发，并支持

多终端界面开发，降低开发门槛，提升开发效率。 

➢ 界面设计器：通过流程图的界面设计器预置了 100+个常用组件，可通过拖

拉拽形式进行页面编排，开发过程中可随时进行页面预览； 

➢ 支持多终端界面开发，强大的页面 js 定制能力，终端灵活适配； 

➢ 报表编排：提供基于 eCharts 的报表编排能力，可在页面设计器中进行报

表和页面联合编排。图形控件 31+、控件全部可调参数按配置树开放、模拟

数据在线调测机制、JS 脚本扩展 

⚫ 流程编排：管理自动化的重要工具，提供面向用户协同的流程开发，如审批流

程、自动化流程。帮助客户图形化方式完成流程的配置开发，减少文档传递需求

导致的信息丢失，降低流程配置难度。 

⚫ RPA 编排：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可

以使软件机器人像人一样，在不同系统之间进行数据的录入、提取和验证等操

作。RPA 主要针对高度手动、重复、基于规则、系统异常率低的标准数字输入

的流程。RPA 又可称为“数字员工”，是一种智能化软件，用于代替人工在用

户界面完成高重复、标准化、规则明确、大批量的日常事务操作; 

Gartner分析，RPA全球市场规模小（20亿+美元），处于发展早期，但增长快速

（复合增长60%+）；Gartner2020-2021战略技术超级自动化，RPA是关键组件。 

⚫ 集成编排：即 API 编排，API Fabric 作为云平台解决方案开放接口网关，面向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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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开放、定制开放、能力开放，使能 SI/DSV/ISV 基于 OpenAPI 进行系统集成、

编排定制和业务创新。一站式、全在线、低门槛完成开放接口的调研、开发、测试、

运维、治理。 

⚫ 数据编排：数据引擎以算子形式开放，灵活串接编排数据。DataFactory 提供低门槛

拖拽配置式的数据编排服务，支持数据集成、批流处理、建模存储、策略编排等大数

据处理场景，使能传统业务人员快速开发自己的大数据应用，基于数据编排分析业务

数据得到结果，用于进一步的 Web 简单报表呈现、专业 BI 呈现等。 

⚫ AI 编排：区分三类建模诉求，降低 AI 应用开发门槛。提供样本标注与数据管理，内

置丰富算法，交互式与导航式模型开发，降低 AI 应用开发门槛，面向不同的 AI 应用

开发者。 

⚫ 网络操作编排：提供网络操作指令的在线编排能力，支撑运维人员将其运维经验固化

成自动化流程，实现网络巡检、网络变更等工作自动化。 

网络管理类APP可配置：APP＝①EMS网管 API+②领域服务API+③API目录+④

场景化编排。 

⚫ 函数编排：提供原生 Python 的函数编排能力解决原有低代码表达能力有限问题以及

降低擅长 Python 工程师的开发门槛，如图形处理、复杂数据解析等，打通编排最后

一公里。 

如何快速上手学习GDE.ADC 

为了帮助开发者快速的了解我们平台能力，并且在学习、开发、发布等阶段都能够获

得足够的支持，我们围绕整个开发旅程提供了端到端的服务，。同时在开发完应用之后，

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社区沙龙、开发者大赛、社区活动等，让大家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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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阶段：统一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1) 官网链接：https://gde.huawei.com/ 

2) 了解产品能力及最新资讯：在线资源、开发平台、远程实验室、支持服务、互动社

区、信息发布、资产市场、开发者学院 

3) 涵盖丰富的产品开发能力：应用开发中心 ADC、园区智慧运营平台 M+、

WeAutomate RPA、精品网服务、智能运维 OWS、数智咨询，这些平台的能力

优势以及优秀作品实践案例都可以在官网上面详细了解。 

⚫ 体验阶段：在线体验馆，快速了解平台能力 

1) 体验馆链接：https://gde.huawei.com/#/group/help-center/experience-

center 

2) 在线体验环境，申请即可体验 

3) 10+经典体验案例，配套相应指导，助快速上手实践。 

⚫ 学习阶段：开发者学院，支持一站式在线学习与实践 

开发者学院链接：

https://edu.gde.huawei.com/portal/1381863525944913921?sxz-lang=zh_CN 

1) 学习路径：多种学习路径，循序渐进的学习体系 

2) 闯关实战课程：游戏化趣味学习，学习中通关，成就感满满 

3) 样例代码：丰富的样例代码和最佳实践，供你快速参考 

4) 在线实验室：交互式课程、实验手册，支撑快速动手实践 

5) 云直播：大咖齐相聚，一起探索低代码新世界 

6) 考试认证：多层次认证体系，助力提升专业技能。 

⚫ 开发阶段：提供详细的产品文档和多种技术支持方式，助力应用开发  

1) 产品文档：各个模块详细介绍、操作步骤、使用技巧，及专业名词定义。链接：

https://beta.gde.huawei.com/#/group/help-center/doc-center 

2) 技术支持：提供了自助查询及在线技术支持，帮助快速解决问题。链接：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1371-

1.html?filterCondition=1&topicClassId=2079 

https://gde.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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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阶段：GDE Store-提供资产市场，方便资产发布和复用 

1) GDE Store 链接：https://store.gde.huawei.com/#/  

2) 丰富的可复用资产 

3) APP 发布/使用指导 

4) 各种体验活动，有趣有用又有奖。 

⚫ 交流阶段：开发者社区- 与同路人交流、互助、分享、成长  

1) GDE 官方社区链接：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1371-

1.html 

2) 场景式课程，深入浅出 

➢ 从入门到进阶：直播讲堂、入门短视频、交互式课程……满足多样化学

习需求。 

➢ 课程更新及时：紧跟产品版本，最新技能抢先 GET。 

3) 专家支持，有问必答 

➢ 累计 1000+问答知识库，80%问题一天内解决。 

➢ 提供 FAQ、技术案例、经验交流等技术干货，助力成长。 

4) 活动多样，奖品丰富 

➢ 开发者大赛、开发者嘉年华、优秀实践分享，与业内大咖、专家、开发

者同场切磋； 

➢ 了解各行各业最新玩法与实践； 

➢ 参与有趣的话题互动，赢取奖品。 

GDE全球开发者大赛专题 

为什么举办GDE全球开发者大赛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的规则、无人跟随的困

境。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

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数万专家与工程师加强交流，思想碰撞，一杯咖啡吸收别人的火花与能量，把战略

技术研讨会变成一个‘罗马广场’，一个开放的科技讨论平台，让思想的火花燃成熊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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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 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 

“为了全方位展现GTS业务与平台开放能力，践行数智化转型战略，推动合作创新，

支撑开发者拓展及优质资产积累，实现双赢，GTS将继续举办GDE全球开发者大赛。” 

 “激发创意，快速孵化创新方案，推动优秀作品推广和转化，帮助开发者实现业务创

新落地，成就开发者梦想，助力客户、伙伴与华为实现数字化转型。” 

——华为全球技术服务部《关于举办GDE全球开发者大赛的通知》 

GDE开发者大赛的回顾与展望 

GDE全球开发者大赛，是一场面向全球GDE开发者的行业盛会。大赛以解决业务实

际问题、挖掘优秀项目/应用、推动各领域创新成果转化为主要目的，致力于帮助开发者激

发活力创意，探索低代码在各行各业加深实践的更多可能性。 

大赛一般分为报名投稿、海选、预选赛和决赛四个阶段，每年9月-12月，与大家相

约。 

 

⚫ 启航- 2019 年/2020 年 

2019年：举办首届GTS大赛，GDE平台推广起步，孵化了一批优秀作品，参赛选手

1100 /作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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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举办了GTS首届伙伴大会，发布了GDE&ADC 2.0 八大编排能力，参赛选

手1800 /作品 1100； 

⚫ 扬帆- 2021 年 

面向全行业发布了GDE数据&AI能力及低码一体化开发与服务体系； 

报名团队共900个，参赛人数共2050个，提交作品1300个，对比2020年提升

20%；其中外部参赛人数200+，参赛作品70个，提升100%。 

⚫ 远航-2022 年 

赛事全新升级，多领域全面覆盖； 

汇聚科技之力，招募全球精英；； 

以匠心之力筑城，点燃无限可能 

⚫ 展望-未来 

诚邀全球开发者同台竞技，一起极简开发，惠享未来。 

当前华为GDE已有31万注册用户、21000开发者、其中3000多认证开发者、GDE

平台已经服务全球12个区域、170多个国家、400多个运营商。面向未来、华为服务将把

GDE数智平台作为战略进行持续投资、致力于将数智技术带入规、建、维、优、营的每个

环节、使能运营商运维运营数字化转型、赋能运营商与伙伴创新、共创新价值。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实例讲解，不知道大家对GDE.ADC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没有

提起大家想学习的兴趣。华为云开发者社区为大家准备了《GDE.ADC基础和UI编排入门

课程》，以“学-测-练”结合的方式，助你快速掌握基础入门知识和界面编排基础概念，

具备基础编排能力。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开发者认证最近推出了《华为认证GDE低代码

开发工程师HCSA-Development-Low Code @GDE》，为您提供清晰的认证路径及

全方位的培训资料，助力您通过认证提升专业技能。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V063+Self-paced/about?isAuth=0&cfrom=hwc
https://educatio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CNXV063+Self-paced/about?isAuth=0&cfrom=hwc
https://07b529048c14409da736be5be232ea8a.shixizhi.huawei.com/portal/1381863525944913921?pageId=1513434207983493122&activeIndex=5&subIndex=-1&sxz-lang=zh_CN
https://07b529048c14409da736be5be232ea8a.shixizhi.huawei.com/portal/1381863525944913921?pageId=1513434207983493122&activeIndex=5&subIndex=-1&sxz-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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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腾CANN：为你开启机器人开发的Buff加成 

来源：华为昇腾CANN生态团队 

人类在最近1万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互联网时

代，21世纪，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 

每一次科技浪潮都通过某一项先进生产力要素的突破，进而引起大多数行业的变革：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迄今已逾70年，整个将全球GDP提升约60倍，其中

1950年－1990年，是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推动了大型计算机向个人PC的小型

化；1990年至今是近30年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技术作为过去30年最先进的生产

力要素，改变了全球的所有人、所有产业、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军事、宗教。 

那么接下来到底什么样的革命性技术可以引领人类社会，推动全球经济向上增长？我

们的答案是，我们早已处于人工智能时代之中。 

就像直到2010年iphone4发布，绝大多数人也并未意识到移动互联网革命早已开始一

样，如今人工智能其实也已广泛应用，比如到处遍布的摄像头和手机人脸识别，微信语音

和文本转换，抖音动态美颜特效、推荐算法，家庭扫地机器人和餐厅送餐机器人，背后都

是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在过去十年不断取得的巨大突破。 

 

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的实体化，也将拥有广泛的产业应用。机器人普遍存在的意义是

“为人类服务”的可运动智能设备，包括机器人对于人类劳动的替代、完成人类所无法完

成任务的能力延伸以及情感陪伴等价值。 

面对人类对于物质及精神永不停止的需求增长，相比于元宇宙，机器人将会是“现实

宇宙”中的最佳供给方案。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100 

 

今年，各科技巨头都推出了机器人方案，比如马斯克推出人形机器人，并表示可以把

特斯拉堪称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公司，百度也发布了汽车机器人概念车，并计划量产，其

他各公司也在各自垂直领域推出自己的机器人产品。AI加持，将会带给机器人两大质变。 

（1）智能化大幅提升 

可软件升级：智能化机器人能够通过软件算法的迭代持续提升性能；这让机器人的能

力理论上是没有上限的 

规模效应：机器人应用规模越大，收集数据越多，算法迭代越完善，机器人越好用 

可适用性大幅增加：机器人智慧程度线性增加，可适用的场景及价值将会指数增加 

（2）智能化带来的场景适用性提升  

其中AI技术将会是机器人全面爆发的最大变量，机器人产业的爆发极有可能是新物种

引领；例如近三年全面爆发的机器人项目，在10年前几乎不存在（例如九号公司、石头科

技、普渡、擎朗、云迹、高仙、梅卡曼德、极智嘉等）。 

 

如何评判一个新技术是否能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看它能否从本质上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 

蒸汽机之所以推动了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因为其极大的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并将大量

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农业的低级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第二产业工业。电力加速了这一过

程，并推动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信息技术将更多的人口从第一、二产业中释

放，进入第三产业，于是形成了如今全球第三产业GDP占比55％，中国第三产业劳动人

口占比50％的格局。机器人即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硬件形态，在可见的未来，将第一二三产

业的劳动人口从低级劳动中大比例释放和替代，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全球GDP继续百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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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人工智能从模块上可分为 感知、计算 和 控制 三大部分，由表及里可分为 应用层、

数据层、算法层、算力层 。对此，我们昇腾AI提供了全栈技术和产品。 

 

昇腾AI提供了全栈技术和产品，构筑人工智能的算力基座，赋能上层应用： 

1. 作为算力的基础，昇腾AI提供了一系列的硬件产品，这些硬件覆盖端、边、

云场景。 

2. 在硬件之上，就是AI异构架构CANN。它是昇腾AI硬件的使能层，也是芯片

澎湃算力得以释放的关键。CANN对下适配不同形态的硬件，提供统一的编程接口，

并将多样化的计算模式分配到不同特性的处理器上（CPU/NPU），充分发挥硬件的

计算性能；CANN对上适配不同的AI框架，以使能多样的算法和应用需求，发挥着承

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3. 在AI框架这一层，华为提供了昇思MindSpore框架，更好的适配昇腾硬件

架构；此外，还支持TensorFlow、PyTorch等第三方框架。 

4. 在AI框架之上，昇腾AI全栈中提供了供应用使用的各类SDK，以便应用到各

行各业，例如面向智能制造、工业质检等场景的Mind X SDK，优选的训练和推理模

型库Model Zoo，和AI云服务ModelArts，等。 

5. 最后，昇腾AI全栈软件也提供了全流程的工具链MindStudio，全方位辅助

开发者进行业务开发、模型开发、算子开发，以及相关的调试调优；在昇腾社区，可

以获取更多的文档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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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昇腾全栈中，提供了适配训练、推理场景的昇腾AI处理器，基于不同的昇腾AI处理

器，使能一系列的昇腾产品，包括面向数据中心的集群、训练服务器、推理服务器等，面

向边缘场景的AI加速模块、智能小站等。 

通过这些昇腾系列产品，使能全场景AI，包括AI计算中心、智能巡检等。 

 

昇腾AI异构计算架构CANN 

有了昇腾AI的硬件，还需要有相应的软件使能层，才能将计算系统有效运转起来。接

下来介绍一下昇腾AI异构计算架构 CANN(Compute Architecture for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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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作为最接近昇腾AI系列硬件产品的一层，通过软硬件联合设计，打造出适合昇

腾AI处理器的软件架构，充分使能和释放昇腾的澎湃算力。把CANN内部结构打开来看： 

首先，整个异构计算架构对上要提供统一的面向应用的编程语言，充分体现昇腾AI基

础软硬件的能力，满足上层的业务开发需求，如深度学习框架对接、推理应用开发等。为

此，CANN提供了一套标准的AscendCL（昇腾计算语言）开发接口，覆盖算子开发、图

开发、应用开发的需求。它可以屏蔽底层多种芯片的差异，提升整个编程的易用性，也使

得代码在不同型号的昇腾AI处理器上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复用，降低开发者的重复劳动。 

接口层之下是昇腾计算服务层（Ascend Computing Service Layer），这一层提

供了高性能的算子库AOL，以及昇腾调优引擎AOE，是昇腾AI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多样

的人工智能算法、并优化执行性能的基础。 

再往下是昇腾计算编译层（Ascend Computing Compilation Layer），主要是完

成计算图和算子的编译，将用户的模型和算子编译成可以在昇腾AI处理器上执行的格式。

编译的结果由昇腾计算执行层（Ascend Computing Execution Layer）运行，通过

Runtime和图执行器，实现各硬件单元的高效调用，完成计算任务。 

最后是昇腾计算基础层（Ascend Computing Base Layer），提供操作系统、

SVM共享虚拟内存、主从通信等基础服务。 

在一个推理业务的典型开发流程中，往往会先进行模型压缩处理，再进行模型编译优

化，然后是代码开发，最后在硬件平台运行。CANN对整个开发过程提供了完备的支持： 

• 对于模型压缩需求，CANN提供压缩工具AMCT，实现模型的瘦身； 

• 在模型编译阶段，CANN提供编译工具ATC和智能调优引擎AOE，完成模型的

编译和自动调优； 

• 在代码开发阶段，基于CANN的ACL统一开发接口，实现多样算力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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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了运行环境，CANN通过ACE执行引擎，调度异构资源，高效执行业务。 

 

AscendCL是昇腾计算开放编程框架，是对昇腾CANN各层计算服务的封装，支撑用

户开发应用、构建模型、开发算子。 

1、在应用开发场景下，通过AscendCL的应用开发接口，可调用深度学习推理计

算、图像图像预处理、单算子计算加速能力，实现业务逻辑。 

典型的场景是，用户可以基于训练好的模型，调用AscendCL提供的接口，开发各类

推理应用，简单的如目标检测、图像分类，复杂的如自动驾驶、视频智能解析。 

除此之外，基于AscendCL的应用开发接口，还能通过单算子调用的方式，实现

Pytorch等第三方框架的对接；用户也可以基于AscendCL的接口，开发第三方lib库和插

件，调用昇腾AI处理器的能力加速业界流行的计算库。 

需要指出的是，AscendCL编程接口屏蔽了不同型号的昇腾AI处理器的差异，使得一

套应用代码可以运行在多款昇腾AI硬件上，最大限度的保护用户开发的资产。当然，针对

昇腾AI处理器硬件的演进，AscendCL接口也会有相应的演进，包括在不同硬件上有规格

的差异，在不同款型的硬件上迁移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优工作，以取得最佳的性能表

现。 

2、在模型构建场景下，AscendCL提供了统一的中间表达和网络构图接口，可以表

达多种框架的计算图，支持用户在昇腾芯片上快速部署神经网络业务。 

例如，用户可基于这套构图接口和算子原型进行构图，并编译为离线模型，用于在昇

腾AI处理器上进行离线推理。 

另外，也可以通过框架解析功能将主流的模型格式转换成CANN模型格式，从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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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框架的差异，当前主要支持对Caffe/Tensorflow/ONNX原始框架模型的解析。 

3、在算子开发场景下，AscendCL提供了多种算子开发方式，包括DSL

（ Domain-Specific Language ，基于特性域语言）、TIK（ Tensor Iterator 

Kernel， 张量嵌套内核）、AI CPU等，基于不同的开发语言，满足不同开发者的需求。

这一部分将在后续的关键特性介绍章节详细说明。 

 

对典型应用，可以抽象出主要的接口和调用流程，如图所示。其中模型推理、单算子

调用走不同的接口调用流程。 

1. 首先是调用初始化接口，完成系统初始化；然后申请内存等必备的运行资源； 

2. 对于模型的推理，需要调用接口加载事先转换好的离线模型om文件； 

3. 如果模型对输入图片的宽高要求与用户提供的源图不一致，则需要媒体数据处理，将

源图裁剪成符合模型的要求； 

4. 对于模型推理的输出，需要从推理结果中查找最大置信度的类别标识对图片分类，这

里可以用单算子调用接口进行加速； 

5. 工作结束后，需要卸载模型、释放运行资源，最后是调用接口实现系统的去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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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CANN提供的推理开发工具、开发流程等已经有所了

解。而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任务，CANN也提供了完备的工具和支持，包括开源模型下

载，自动化模型迁移，高度工具化调测，智能性能调优，最终在昇腾上运行。经过长期积

累，CANN 5.0已经全面支持了业界的主流AI模型，并在昇腾社区的Model Zoo提供500

多个经过性能优化的模型下载。 

对于用户私有的网络，CANN也提供了模型迁移工具，可以自动完成脚本的迁移转

换，而不需要手工修改代码。 

此外，CANN还提供了多种自动化的调测工具，支持数据异常检测、融合异常检测、

整网数据比对，帮助开发者定位问题。再结合前面提到的AOE工具，可以对算子和模型进

行自动化的搜索优化，帮助用户取得极致性能。 

昇腾CANN机器人开发项目 

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些基于昇腾软硬件开发的机器人项目。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107 

 

 

（轮式巡检机器人  入住公司展厅、参展WAIC、MWC、HC、HDC） 

 

（沙漠植树机器人  CCTV、上海电视台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微博视频发布） 

 

（华为研究所室外机器狗送咖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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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规划控制算法 跨越不连续地形） 

基于昇腾AI，我们做了一些机器人项目。 

 

（四足机器人+ 机械臂复合机器人 危险场景巡检处置 江苏电视台报道 ） 

昇腾创想日的机器狗+机械臂的复合机器人现场直播展示，这里面我们是模拟了一个

发行险情的封闭室内环境，机器狗进入室内，查看险情，并用机械臂切断电源的一个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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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路地形） 

 

（上斜坡 下阶梯） 

 

（草地 石板路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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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强化学习机器狗控制这块，这个项目的来源也是来自廖博，在

我们做传统控制方法，并给廖博做了相关的汇报。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南京，昇腾创想日的机器狗+机械臂的复合机器人的现场展示，可

能线上有一些朋友是在现场看过，这里面我们是模拟了一个发行险情的封闭室内环境，机

器狗进入室内，查看险情，并用机械臂切断电源的一个演示。 

 

（四足机器人硬件） 

好的，看完这几个视频的演示，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的内容，说到机器人，肯定离

不了和硬件打交道，首先从机器人的硬件开始介绍，大家可以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其中传

感器、执行器、通信模块、计算单元。 

 

（计算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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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昇腾CANN的智能复合机器人方案） 

机器人控制算法 

接下来我以四足机器人的控制为主，分享相关算法。 

 

（基于模型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算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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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定位、导航数据流图） 

 

（传统运动控制流程） 

 

（基于事件的步态调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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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腿规划与控制） 

 

（四足机器人动力学模型） 

其中，一个是平移动力学模型，一个是角动量模型。表示机器人位置：fi表示机器人

受到反作用力，cg表示机器人重力，m是机器人的身体质量，nc是接触的数量，I是转动

惯量张量，w是躯干的角速度，ri是第i个接触点相对于到机器人的CoM，相当于接触力的

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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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腿控制器） 

 

（位姿调整） 

根据接触模式切换，预测支撑域，并调整质心位置。多边形质心偏离接近其结束的

stance腿，和朝向即将触地的腿。 

 

（Whole Body Control） 

WBC 的英文全称为 Whole Body Control。为了降低运动控制算法的复杂性，控

制任务通常会被分解为一组较为简单的任务，如保持平衡的躯干姿态控制，摆动相的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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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跟随，或者用于防止滑动的接触力约束。每一个任务往往都需要多个驱动关节配合完

成，同时每一个驱动关节又同时服务于多个任务，适应这种任务分解的理论框架是全身控

制（WBC）。一般来说，为实现一组任务，所有驱动关节都能得到控制信号的控制系统

都可以称作全身控。 

 

（端到端强化学习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算法框图） 

同时 我们也在尝试端到端的强化学习机器狗控制方法。 

 

（强化学习+模仿学习） 

用RL训练一个在随机生成地形上受随机扰动仍能以随机目标速度行走的教师策略。 

训练一个能在不用特权信息下复现教师策略动作的学生策略。学生策略使用循环编码

器构造一个信念状态来捕获未观察到的信息，并基于该信念状态输出一个动作。将学习到

的学生策略转移到物理机器人上，并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机载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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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Modulating Trajectory Generators） 

 

（域随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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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机制） 

 

（传统 vs RL机器人底层控制对比） 

同时 我们也在尝试端到端的强化学习机器狗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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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训练营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大咖讲堂、超能大赛、互动好礼等各种精彩等你

来。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玩转CANN训练营，做硬核AI开发者！》，免费高

品质AI课程，零基础实践昇腾AI应用、模型、算子开发，资深专家手把手讲解，助力开发

者从0基础学习到AI技术落地，在线体验实训环境，报名即体验昇腾澎湃算力，结业证

书，无人机等多重大奖！ 

 

https://www.hiascend.com/developer/activities/details/f7e50914e9f545dcaf0c8e15d270bd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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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微认证推出了《使用昇腾弹性云服务器实现目

标检测应用》相关考试，一站式在线学习、实验、考试，快速获取昇腾AI核心技能认证。

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者们请点击申请链接，申请微认证代金券，系统每周一、四将自

动向申请账号发放3折优惠代金券，不需手动领取。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9ae7f78ffeb94c83a0a48a2c114113e3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9ae7f78ffeb94c83a0a48a2c114113e3
https://edu.huaweicloud.com/activity/coupons-week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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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0W+行代码贡献经验，带你了解如何参与
OpenHarmony开源 

来源：华为OpenHarmony项目群 

截至2022年11月，深开鸿共计参与共建OpenAtom OpenHarmony（以下简称

OpenHarmony）社区16个SIG，其中4个为深开鸿主导，并累计贡献代码量超过百万

行。巴延兴作为开源共建团队成员，深度参与开源共建，并将在本次分享中介绍深开鸿的

共建经验，在根技术、垂直领域、生态扩展等多方位参与开源贡献的实践与思考，以及辅

助工具SIG和内核SIG两大板块的贡献方式、价值与用途，希望带动更多开发者参与开源

共建，为OpenHarmony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如何通过SIG进行开源贡献 

什么是SIG？ 

SIG全称Special Interest Group，即特别兴趣小组，专注一个特定的技术领域，负

责该领域技术竞争力分析和关键技术识别及决策，引领技术演进的方向，也是共建单位及

个人开发者进行开源贡献的基本单位。 

通过SIG组参与开源共建的两种方式 

一、参与到已有 SIG 的共建 

参与者需要注册自己的官方账号，签订协议后，才能通过认领SIG leader发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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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承接共建任务。领完需求后是标准的开发过程，包括需求分析、功能设计、代码开发、

功能测试、功能交付等步骤；任务开发完成后，需要提交PR，将代码、文档等提交到社

区，完成最终的开源贡献。 

二、主导 SIG 组 

1、成立SIG 

选取共建技术领域并给出规划 → 向PMC例会提交议题并通过评审 → 通过架构SIG

例会评估后建立新的代码仓。 

2、孵化SIG 

启动需求澄清、特性梳理方案设计、代码开发、单元测试、功能测试等流程，完成

SIG项目开发 → 对照Check List，完成法务、门禁、OAT等问题自检。 

3、毕业SIG 

向架构SIG申请新SIG毕业 → 向QA SIG会申请新SIG准出 → 仓库owner移仓。 

 

辅助工具SIG实践经验分享 

成立辅助工具SIG组的宗旨是“降低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 NAPI框架代码生成工具、IDL转换工具和开机动画工具都是围绕着这个宗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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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 

一、NAPI框架代码生成工具 

NAPI是标准设备上的JS API实现方式，实现了JS语言到框架C++层的调用，在

OpenHarmony系统中，APP调用是调用JS语言的接口函数，最终具体功能是用C++语

言来实现。 

NAPI存在三个开发痛点需要解决： 

1) NAPI 框架代码的重复率高：面对不同的 JS 接口，开发者要实现相似度高的框架

代码。 

2) NAPI 框架的学习成本高：框架机制涉及 JavaScript、C++语言，以及编译脚本

工具。 

3) NAPI 需求量大：OpenHarmony 系统功能均是通过 NAPI 接口体现，目前已经

支持 1 万多个 NAPI 接口。 

针对以上三个痛点，NAPI框架代码生成工具将C++ 、JavaScript接口类型转换等

代码抽取公共模块，并且自动生成编译脚本。开发者使用工具自动生成NAPI框架代码，

只需实现业务代码调用即可，避免了大量重复的工作。 

 

二、IDL转换工具 

OpenHarmony使用的是HDF驱动框架，驱动相应的硬件信息需要IDL文件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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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L存在两大开发痛点需要解决： 

1) HDI 开发难度大：HDI 开发者比较熟悉 C 语言，习惯在.h 文件中定义 HDI 接口，

而对于 IDL 文件结构、语法并不是很熟悉，学习曲线相对较长。 

2) HDI 工作量大：HDI 接口是驱动对外提供服务的必要条件，各个子系统均涉及，故

HDI 工作量较大。 

针对以上痛点，深开鸿设计的IDL转换工具将开发者熟悉的.h文件自动转换为idl文

件，开发者只需要在头文件中定义自己的接口即可，工具自动实现.h头文件到IDL文件转

换，开发者不需要关心IDL语法，大大降低工作量。 

 

三、开机动画工具 

开机动画工具是我们最早针对OpenHarmony 2.0版本存在的问题做的一个辅助工

具。 

OpenHarmony 2.0版本在开机动画方面有两个问题： 

1) OpenHarmony 2.0 版本开机动画只支持 raw 文件，不利于开发者在发行版和定

制版进行直接展现。 

2) 因为产品的形态不一，对于不同的产品，其开机动画的需求也是不同。 

通过开机动画辅助工具使以上两个问题得到了更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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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机动画工具支持图片集或者 mp4 等多种文件生成开机动画，且支持设置开机

动画的分辨率等操作，更加方便开机动画的制作。 

2) 做到一键生成开机动画文件，并且支持在 windows 平台上查看其效果，不需要

每次都去烧录到开发板上，大大降低了演示的工作量。 

 

四、辅助工具SIG共建方向 

目前深开鸿主导的辅助工具SIG组主要提供给开发者文档资料、测试用例和工具开发

3个共建方向。 

如果你擅长文档编撰，那么可以参与到社区的文档贡献，撰写文档可以不需要有很强

的开发能力。 

如果你是测试人员，擅长自动化测试，那么通过测试用例也可以参与到社区的建设。 

另外也欢迎各位开发者参与到各种工具的建设中来。SIG组的工具可以是独立的工

具，也可以通过插件的方式集成到IDE开发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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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辅助工具SIG贡献的具体方式 

1、提交问题单。无论是文档的 bug、测试用例的 bug、还是代码的 bug，提交了问题单

就是对社区做了贡献，那么辅助工具 SIG 组如何提交问题单呢？ 

首先找到对应的仓库并登录，例如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napi_generator/issues。 

提交过程中要注意格式要求，必须写清楚提单过程中问题出现的条件，预期的结果和

错误的结果，问题的定位信息等，有了这些信息后，领取这个问题单的开发也方便定位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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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找到想要认领的问题单的页面，在评论中表达出想要承接这个需求的意愿，SIG

的负责人会定期跟踪这些问题单并做出答复。 

 

2、认领需求后进行开发流程 

领到一个需求后要进行正常的开发，核心分为以下6步： 

1) 通常开发者已经配置好配置码云账号、个人邮箱和签署 DCO（签署 DCO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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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贡献者原创），有了这些前置工作以后，我们可以操作代码仓库进行需求的开

发。 

2) Fork 代码到私仓。 

3) 克隆 fork 出来的仓库到自己的主机上。 

4) 在本地开发代码开发和功能验证。 

5) 开发完毕后向官方原始仓提交 Pull Request，提交代码后会触发门禁等常规检查。 

6) 如果这个 sig 组是你自己主导的，那么作为 Committer，需要评审别人提交的代

码，如果只是参与共建，提交完代码通过门禁就完成任务。 

内核SIG参与共建经验 

关于深开鸿内核SIG共建经验，下面将以文件系统的优化为实例向大家分享具体的贡

献过程。 

内核共建的方向比较多，体系架构有各个硬件平台的移植，内核模块中功耗管理、时

间管理、任务调度、中断管理、文件系统、三方库相关的内核shell命令移植，目前深开鸿

主要在文件系统和第三方库方面做社区共建。深开鸿希望将来展开更多方向的优化工作，

并向外提供具体场景下内核系统移植方案。 

 

littlefs文件系统的共建过程： 

1) 了解社区需求，社区目前对 littlefs 文件系统随机读写的速度不满意。 

2) 了解到社区文件系统对随机读写需求的前提下，对 littlefs 随机读写 IO 性能瓶颈

进行分析，找到能优化的代码点，采用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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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逐步优化的思路，明确方案后和社区负责人沟通，得到了社区负责人认可

后，展开具体的代码工作。 

 

由于文件系统优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下面分享了一套社区共建流程。 

1) 从社区认领需求后，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和社区负责人沟通并澄清需求。 

2) 从技术上分析需求并制定优化方案，再次和社区负责人沟通，做方案讨论并得到

认可。 

3) 具体任务开发，包括任务拆解、编码实现、测试，最后提交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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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littlefs文件系统优化过程中修改涉及的相关文件，包括littlefs文件代码，也就是

点c和点h文件；也有编译相关的文件，即.gn文件gni文件，之所以修改编译相关的文件是

为了测试littlefs的优化后的代码，我们团队增加了相关的测试用例，这些测试用例会调用

内核文件系统的API，涉及到这些编译相关的文件。 

 

littlefs第三方库代码完成后提交到社区的过程 

1) littlefs 第三方库 repository 路径，并 fork 到用户仓库。 

2) git clone 用户仓到本地。 

3) 提交修改到用户仓。 

4) 点击提交 PR。 

5) 填写 PR 单，PR 单页需要按照既定模板填写，写清楚原始需求，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具体修改点。 

6) 在评论中添加“start build”点亮 PR。这里有一个特别注意的点，需要在评论

中是手动填写“start build”这 2 个英文单词，目的是触发后续的门禁检测。这

是 OpenHarmony 社区比较特别的一点，其它开源项目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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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感兴趣的开发者多方位参与OpenHarmony开源贡献，成为OpenHarmony 

Contributor，也欢迎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为OpenHarmony贡献一份力量。 

附：文章中涉及的链接汇总： 

⚫ NAPI 框架代码生成工具代码仓地址：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napi_generator 

⚫ IDL 转换工具代码仓地址：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drivers_hdf_core/tree/master/framewo

rk/tools/idl-gen 

⚫ 开机动画工具代码仓地址：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graphic_graphic_2d/tree/master/frame

works/bootanimation/data/bootanimation_tool 

本期直播（观看地址：

https://bbs.huaweicloud.com/live/DevRun_live/202211011700.html）深圳开

鸿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开鸿”）资深OS框架开发工程师巴延兴将带

来《如何多方位参与OpenHarmony开源贡献》主题分享。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认证考试 

华为云微认证还推出了《HarmonyOS分布式协同办公应用开发》微认证，本认证通

过为一款备忘录应用添加跨设备流转功能，快速实现“分布式协同办公”应用体验。通过

本微认证的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操作，了解HarmonyOS系统架构与技术特点，掌握

HarmonyOS分布式应用开发能力。非常适合HarmonyOS应用开发工程师，以及对鸿

蒙生态感兴趣的个人开发者，高校师生。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者们请点击申请链接，

申请微认证代金券，系统每周一、四将自动向申请账号发放3折优惠代金券，不需手动领

取。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napi_generator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drivers_hdf_core/tree/master/framework/tools/idl-gen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drivers_hdf_core/tree/master/framework/tools/idl-gen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graphic_graphic_2d/tree/master/frameworks/bootanimation/data/bootanimation_tool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graphic_graphic_2d/tree/master/frameworks/bootanimation/data/bootanimation_tool
https://edu.huaweicloud.com/certifications/24e94957537444ca974f8373a959768a
https://edu.huaweicloud.com/activity/coupons-week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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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五大功能，解锁鲲鹏开发新发现 

来源：鲲鹏高校&开发者生态 

本文主要介绍鲲鹏开发框架插件工具能力和使用方法，还会将鲲鹏编译调试的新特性

和功能也和大家同步一下，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鲲鹏开发框架整体介绍和鲲鹏编译调

试工具。 

解读鲲鹏开发框架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内容，目前鲲鹏应用开发面临的问题： 

 

随着鲲鹏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有诉求在鲲鹏进行原生开发，使用好鲲鹏算力。通过

广泛的调研，我们了解到开发者开发鲲鹏架构应用主要痛点是：不了解鲲鹏架构的特点，

不知道在应用中，怎么样可以使用出最大算力。 

1. 开发阶段：缺乏鲲鹏亲和开发的实时引导、缺乏对鲲鹏特点检查工具、依赖库生

态难以快速获取； 

2. 编译调试阶段：难以充分利用微架构性能优势、无多样算力编译和调试能力； 

3. 测试阶段：存在兼容性测试工作量大、应用的安全性、稳定性、性能及功耗等问

题难以保障。 

为了解决开发者的痛点，我们推出了鲲鹏亲和开发框架，帮助开发者降低学习成本和

入门门槛，提高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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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鲲鹏亲和开发框架提供：场景化SDK、启发式编程、鲲鹏亲和分析、鲲鹏调试

器、远程实验室等功能，降低开发应用难度，方便开发者使用鲲鹏架构提供的软硬协同能

力，提升开发效率。 

⚫ 通过鲲鹏亲和开发框架，用户方便获取线上实验资源、编程指南、指导手册资

料；通过快速学习，赋能开发者鲲鹏应用开发能力，开发者通过工程向导创建代码工程，

并利用鲲鹏场景化 SDK，快速学习鲲鹏架构特性，开发鲲鹏亲和代码。 

⚫ 开发过程中，通过启发式编程，可以智能提示近万条优化函数和百万级依赖文

件。 

⚫ 通过静态检查工具，屏蔽底层的硬件差异，大大提高软件设计和开发效率。 

⚫ 提供多样化调试工具，通过鲲鹏调试器，用户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应用

类型，对通用应用程序进行调试，方便定位代码问题。 

⚫ 提供远程实验室，免费向开发者提供远程功能，可以随时随地体验鲲鹏多样算

力。 

鲲鹏开发框架5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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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开发框架主要是提供给开发者：开发体验好、架构自亲和、应用高性能、多算力

兼容的框架，降低开发者学习和开发鲲鹏应用的难度。 

 

场景化SDK包括：提供安全计算，高性能计算和通用计算三大类，以及二十余种应用

场景的Demo工程的创建和管理支持对应SDK的下载、部署和检查，零成本学习鲲鹏开发

框架，助力开发者快速进行工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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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操作系统复杂性提升，攻击窗口也在变大，如果没有安全加固，漏洞会被利用，

有些应用被设置为可信应用，具有较高特权，但也存在固有安全漏洞，被黑客能够获取到

用户数据。 

而鲲鹏开发框架基于机密计算TrustZone套件，向开发者提供了安全计算SDK，从

硬件架构上提供可信运营环境TEE，在应用被系统攻破后，黑客也无法获取用户环境，保

护了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性。 

安全sdk提供了CA工程、TA工程、RSA工程、机密数据保存、匿名投票和证书签发

6个参考实现，帮助开发者快速学习安全计算SDK的使用。 

1、 CA工程主要是运行在业务环境下的应用程序工程，展示的是CA工程如何调用TA

工程。 

2、 TA工程主要是运行在可信执行环境下的TEE应用程序，主要是TEE环境工程接

口调用。 

3、 RSA工程包含了CA工程和TA工程，是基于RSA加解密、签名和验签的工程。 

4、 机密数据保存工程使用TEE安全存储接口，保存机密数据，可以支持将敏感数据

进行加密操作，不再需要从软件层进行加密工作。 

5、 匿名投票系统可以在保证数据隐私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匿名投票，可在业务执行

环境中，可以查看用户是否投票，但是无法获取其投票选项。 

6、 证书签发工程主要是用户签发X509场景，主要功能是创建证书，对用户提交的证

书请求文件进行签名，生成X509证书，使用TEE对证书的私钥加密保存，保证

证书私钥不会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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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SDK包含两个内容： 

1、高性能通信库 

高性能计算简称HPC，是一个计算机集群系统，通过互联技术将多个计算机系统连在

一起，运用所有系统的综合算力来处理单个系统无法完成的数据密集型任务，包括：仿

真、建模、渲染等。HPC整合多个单元计算能力，将大规模运算任务拆分在各个服务器上

运行的能力，再将计算结果汇总，得到最终结果，从而实现强大计算功能。 

鲲鹏亲和开发框架面向HPC场景提供Hyper MPI和数学加速库，助力开发者构建高

性能应用。 

2、数学库 

提供基于鲲鹏平台优化的高性能数学库，包括：基础数学运算库、线性代数运算库、

基础线性代数库、稀疏线性代数库、快速傅里叶变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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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计算SDK包含三个内容： 

1、 硬件加速应用：基于鲲鹏硬件加速的压缩、国密加解密工程。 

2、 加速库应用：正则表达匹配、压缩、加解密、信息摘要、循环校验。 

3、 同构加速应用：注解形式实现JAVA程序远程卸载，从而实现代码的加速效

果。 

 

鲲鹏开发框架向开发者展示SDK模块架构图，可以清晰了解到所需要组件以及在系统

中位置，选择自动部署或者下载后手动部署SDK到远程服务器，用户可以根据组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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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示，查看部署是否完成。 

 

工程创建完成后，鲲鹏开发框架会展示下载的模板工程、代码和目录数，用户通过阅

读和调试样例代码，了解鲲鹏架构特性，学习和使用场景化SDK来提供鲲鹏软硬件能力，

并基于这些代码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图示是RSA工程运行结果。 

 

借助启发式编程搜索功能，提高应用开发效率和质量，用户可以获得相关函数在线说

明文档和使用介绍。智能联想补全主要针对是开发代码编写过程，函数搜索主要是针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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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了解一个函数的使用。 

 

鲲鹏亲和开发框架提供鲲鹏亲和分析的功能，帮助开发阶段使用更高效鲲鹏加速库，

检查应用软件的鲲鹏亲和性，更高效的使用鲲鹏算力。 

 

之前介绍的是通用应用程序的编译调试功能，今年增加本地/远程调试、GPU程序调

试、HPC并行调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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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开发场景中，开发者经常需要在服务器上进行开发、编译、调试和运行操作。

由于绝大多数开发者更喜欢在本地windows环境上使用IDE编码，需要开发者编写好代码

后，手动上传到远端服务，在服务器上进行编译调整等一系列操作，若编译调试报错，这

还需要在本地修改代码再继续上传；若运行报错，则需要开发者在远端服务器进行跟踪定

位，最后在本地修改代码再上传编译运行。 

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效，为解决因开发编译调试环境分离，造成的开发效率低

下问题，鲲鹏亲和开发框架提供了鲲鹏编译调试功能，该功能可以简化程序开发流程，提

高开发效率，可以在本地IDE中实现开发同步、代码远程编译和远程调试功能。 

在编译之前，用户可以使用一键部署编译器功能，将选择的编译器一键部署到目标服

务器，目前可选部署的编译器支持：毕昇编译器，毕昇JDK还有GCC for openEuler的

部署，在部署完成后，可创建一个编译任务，通过一键同步代码功能，将我们的代码同步

到远端节点，代码同步完成后，点击按钮执行远程编译操作。编译过程中的结果，可以在

终端显示，整个过程无需我们频繁在IDE和远端服务器之间进行切换，实现了我们IDE一

站式部署开发，远程编译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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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亲和开发框架提供的编译调试插件，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了CUDA程序调试器。可

以在本地ID上调试，远程服务器上的CUDA应用程序。通过图形化页面的方式向用户提供

CUDA程序调试能力，功能更加贴近开发习惯，简单易用，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和学习

成本，提升了代码调试效率。 

CUDA调试器支持两种模式，一种是Launch，还有一种是attach，其中 launch模

式支持选择GPU设备进行调试。CUDA支持多线程调试，在调试过程中可以进行线程切

换，支持对应线程的堆栈变量等信息的一个展示。 

 



2022华为开发者宝典   

142 

 

接下来介绍是一个重点功能。编译调试针对大规模MPI应用集群的调试能力，目前现

状是：HPC并行程序具有复杂逻辑、并发量大、计算节点多、进程数多、状态切换迅速且

复杂等特点，难以进行一个集群调试。针对这个问题，鲲鹏调试器提供HPC并行调试功

能，支持launch模式启动，最多支持256个本地或远程的MPI集群应用进行调试。 

在调试过程中，开发者可实时查看每个进程的全局rank排序，所在计算节点IP和

PID，方便开发者查找指定进程。同时开发者可以通过按键切换显示源文件目录数，查看

被调用程序的源代码列表，切换不同源代码阅读，能够直接对应匹配上源码位置。 

开发者还可以点选分组列表中不同进程进行切换，查看不同进程运行位置，在调试信

息区可以看到调用站，支持变量修改断点、添加和删除。鲲鹏调试器支持按照全局单进程

或单通信组方式进行同步调试。当程序执行到某一关键步骤时，开可以选择单独调试执行

关键的一个或者一个组的进程，排除其余进程对该调试干扰，在非关键步骤情况下，再切

回全局进行调试。 

 

可以看到通信组变化界面，鲲鹏调试器支持通信组生命周期的展示。当开发者点开详

情页面后，鲲鹏调试器会在时间轴上展示每一个通信组程序时间段，方便用户了解对应时

间段执行通信组的情况，帮助开发者去更好的定位问题，提高调试效率。 

学练考一站式进阶 

在线课程 

华为云开发者学堂为大家准备了《鲲鹏DevKit工具基础知识》 ，课程主要介绍鲲鹏

https://www.hikunpeng.com/learn/courses-list/detail/155657322355342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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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套件DevKit产生的背景以及全部工具链，让开发者快速熟悉鲲鹏DevKit中每个工具

的主要功能和特色。 

产品体验 

如果想进行产品体验的开发者们，可以前往《基于鲲鹏亲和开发框架进行原生开

发》，指导用户通过鲲鹏开发框架插件，从0到1完成原生开发的基本开发过程。 

认证考试 

想考证的小伙伴们，福音来了！华为云微认证推出《鲲鹏软件迁移实践》考试，一站

式在线学习、实验与考试，零基础也可学习前沿技术，快速获得场景化的技能提升，考取

权威认证证书。对此微认证感兴趣的开发者们，可前往鲲鹏微认证页面下方领取每周的代

金券福利，即可免费考取鲲鹏微认证。 

  

https://www.hikunpeng.com/learn/experiments/detail/T220414002
https://www.hikunpeng.com/learn/experiments/detail/T220414002
https://www.hikunpeng.com/learn/micro-certification/detail/56d8af68942444cba3417807accbc308
https://www.hikunpeng.com/zh/learn/micro-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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