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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ii 

声明 
本手册的用途在于帮助您正确地使用曙光公司软件产品(以下称“本产品”)，在安装和第一次使用本产品前，请您

务必先仔细阅读随机配送的所有资料，特别是本手册中所提及的注意事项。这会有助于您更好和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日后参阅。 
 

本手册的描述并不代表对本产品规格和软硬件配置的任何说明。有关本产品的实际规格和配置，请查阅相关协议、

装箱单、产品规格配置描述文件，或向产品的销售商咨询。 
 

如您不正确地或未按本手册的指示和要求安装、使用或保管本产品，或让非曙光公司授权的技术人员修理、变更本

产品，曙光公司将不对由此导致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本手册中所提供照片、图形、图表和插图，仅用于解释和说明目的，可能与实际产品有些差别，另外，产品实际规

格和配置可能会根据需要不时变更，因此可能与本手册内容有所不同。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本手册中所提及的非曙光公司网站信息，是为了方便起见而提供，此类网站中的信息不是曙光公司产品资料的一部

分，也不是曙光公司服务的一部分，曙光公司对这些网站及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不做任何保证。使用此类网站带

来的风险将由您自行承担。 
 

本手册不用于表明曙光公司对其产品和服务做了任何保证，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包括但不限于本手册中推荐

使用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适销性和适合某特定用途的保证）。对本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保证和保修承诺，应按可

适用的协议或产品标准保修服务条款和条件执行。在法律法规的最大允许范围内，曙光公司对于您的使用或不能使

用本产品而发生的任何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损害、商业利润的损失、业务中断、商业信息的遗失或

任何其他损失)，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对于您在本产品之外使用本产品提供的软件，或经曙光公司认证推荐使用的专用软件之外的其他软件，曙光公司对

其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 
 

曙光公司已经对本手册进行了仔细的校勘和核对，但不能保证本手册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和疏漏。为更好地提供服务，

曙光公司可能会对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软件和硬件及本手册的内容随时进行更正或改进，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您在

使用过程中发现本产品的实际情况与本手册有不一致之处，或您想得到最新的信息或有任何问题和想法，欢迎致电

400-810-0466 或登录曙光公司服务网站 www.sugon.com 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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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和版权 
“SUGON”及图标是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科曙光”及图标是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文中“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曙

光公司”。 
 

“Intel”、“Xeon”图标是 Intel 公司的注册商标。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Server”及“Windows Server System”是微软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上面未列明的本手册提及的其他产品、标志和商标名称也可能是其他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并由其各自公司、其

他性质的机构或个人拥有。 
 

在本用户手册中描述的随机软件，是基于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提供的，只能按照该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

规定使用和复制。 
 

版权所有©2020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利保留。 
 

本手册受到著作权法律法规保护，未经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士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手

册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抄录、删减或将其编译为机读格式，以任何形式在可检索系统中存储，在有线或无

线网络中传输，或以任何形式翻译为任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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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指南 

在本文档中，您可以了解到普通用户在 SothisAI 深度学习平台上进行深度学习网络训练的操作

方法。用户通过深度学习框架“Caffe”、“TensorFlow”、“PyTorch”和“SSH|Jupyter”容器等进

行训练和推理验证，并且可以管理自己的深度学习训练集、模型、网络和训练任务等，监控自己的

任务运行情况，获取深度学习网络参数等。 

目标读者：深度学习工程师和使用者。 

2 产品简介 

2.1 产品概述 

SothisAI V2.3.0 是基于 CPU、GPU 等多类型深度学习硬件，建立的专门面向深度学习的云平台。

本产品融合了 Caffe、TensorFlow 和 PyTorch 等深度学习框架，同时融合了任务调度系统，结合 docker

容器技术，为用户提供深度学习计算服务，集中了数据集管理、镜像管理、容器管理、模型管理、

文件管理、任务管理和资源管理，以及训练任务提交、资源状态监控等功能，实现对高性能计算资

源的调度分配。本产品充分利用容器技术来实现深度学习处理平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同时降低系统构建和运维成本；将高性能计算应用于深度学习开发环境的方式，提高面向深度学习

应用服务质量；在数据创建和模型配置方面，直观灵活的可视化界面，能够满足不同的深度学习场

景需求，提供深度学习集群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2 名词解释 

表 2-1 名词解释 

术语、缩略语 解释 

集群 包含调度器、计算节点等在内的资源的统称，名称与调度器相同。 

Slurm 一种作业调度系统（ Simple Linux Utilit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的简称。 

Kubernetes 

Google 开源的容器集群管理系统，其提供应用部署、维护、扩展机制等功能，

利用 Kubernetes 能方便地管理跨机器运行容器化的应用。主要实现语言为 Go

语言。 

Kubernetes 缩写为 K8s。 

作业 完成特定任务的命令序列。 

任务状态 
是指深度学习任务在调度系统中的状态标识，包括等待、部署、运行、停止、

完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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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状态 
是指计算节点在调度系统中的状态标识，包括空闲、已占用、繁忙、下线、

停机、未知。 

容器编排 
负责接收、分发、执行的分布式程序，运行在某个集群上。一般来说，作业

调度系统至少包含下面三个部分：管理进程、调度进程、执行进程。 

管理节点 
SothisAI 服务提供节点。同时作为运行作业调度的管理进程（通常还包含调度

进程）的节点。 

计算节点 运行执行进程的节点。 

docker 容器 Docker 是一个应用容器引擎，使用的是沙箱机制。 

2.3 使用说明 

本文主要介绍 SothisAI V2.3.0 版本的功能和使用，包括 Caffe、TensorFlow、PyTorch 和 Jupyter

的任务管理、应用中心、共享中心、文件管理等。用户通过 web 端提交深度学习训练任务，通过任

务管理页面可以实时查看深度学习训练任务的运行状态、模型详细信息、数据集详细信息、使用的

深度学习框架镜像版本、训练曲线和硬件资源使用情况等。 

3 操作说明 

3.1 登录 

步骤 1：访问系统 

用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http://ip:port(端口)（如管理节点 IP 为 192.168.1.122，端口为 6080，

则对应的 URL 为 http://192.168.1.122:6080），进入系统首页。 

【注意】浏览器推荐 Chrome，推荐分辨率：1366*768px，最小分辨率：1366*768px。  

 
图 3-1 系统首页 

步骤 2：登录 

http://i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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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登录系统。 

 
图 3-2 登录页面 

【注意】操作系统用户 root 不允许登录 SothisAI 系统，上述示例 URL 中 192.168.1.122 为部署

安装 SothisAI 的管理节点 IP，用户需根据实际情况输入；6080 为 SothisAI 系统访问端口。 

步骤 3：进入主页 

登录以后默认进入工作面板模块，上面一排为 SothisAI 导航栏，分别有“工作面板”、“任务

列表”、“应用中心”、“文件管理”、“共享中心”和“下载工具”六大模块。 

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名，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退出”可以退出系统。 

在任意界面点击左上角的 SothisAI 图标可返回到 SothisAI 主页。 

 

图 3-3 SothisAI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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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面板 

登录系统后，默认进入工作面板页，如图 3-4 所示。显示有“Caffe”、“TensorFlow”和“PyTorch”

三种系统预置的深度学习框架和“SSH|Jupyter”容器可分别点击进入不同的任务提交页面。 

图 3-4 的除了前三个预置应用以外的为个人 App 应用，黑色体为应用的名字，灰色字体为应用

的标签。可通过“SSH|Jupyter”固化正在运行中的应用或者应用中心订阅其他用户分享出来的应用

两种途径创建，分别详见 3.6 和 3.8 章节。 

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名，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退出”可以退出系统。 

 

图 3-4 工作面板页面 

3.3 Caffe 深度学习框架 

Caffe 深度学习框架提交作业包括四个环节：数据集、模型、训练以及推理。 

3.3.1 Caffe 数据集 

在“SothisAI 主页”点击“Caffe”图标，进入 Caffe 深度学习主页面，如图 3-5 所示，有“训练”、

“模型”、“数据集”和“推理”四个标题页，分别对应“训练任务管理”、“模型管理”、“数

据集管理”和“创建推理”。默认展示“数据集管理”标题页，若当前用户已具备可供训练任务所

使用的数据集及模型，则默认进入“训练任务管理”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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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Caffe_数据集管理页面 

数据集管理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数据集，列表数据分为“名称”、“类型”、“数据格式”、

“状态”、“提交时间”以及“操作”六列： 

名称：表示创建数据集所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类型：表示数据集类型，分为两种，“Raw”和“Processed”。其中，“Raw”类型数据集是利

用转换工具将原始数据集（jpg、png、tiff 等格式）及其标签生成特定格式的数据集（leveldb、lmdb

格式）；“Processed”类型数据集是引用转换完成的 leveldb 或 lmdb 格式文件所产生的数据集； 

数据格式：表示 Caffe 框架支持的数据集格式，分为 leveldb 和 lmdb 两种； 

状态：表示数据集的状态，分为四种。其中，“等待”表示创建任务尚未开始；“创建中”表

示正在执行创建任务；“成功”表示创建任务执行完成，并生成了 lmdb 或 leveldb 格式的数据集；

“失败”表示创建任务执行失败。 

提交时间：表示创建数据集的时间，列表支持按时间正、倒序进行排列； 

操作：表示可以对数据集进行的操作，支持创建模型、查看日志和删除。 

 

图 3-6 Caffe_数据集管理页面（操作功能概览） 

如图 3-6 所示，“添加数据集”按钮用于创建数据集任务；“删除”按钮用于将选中的数据集进

行批量删除。 “搜索”按钮支持“数据格式”、“状态”字段的精准查询以及“数据集名称”的模

糊查询，“重置”按钮用于清空查询条件。 

3.3.1.1 创建 Raw 类型数据集 

通过点击“添加数据集”按钮，进入创建数据集页面，该页面支持“Raw（原始数据集）”、“Processed

（引用数据集）”两种创建方式，默认向用户展示“Raw”类型创建方式，可通过“类型”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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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切换。如图 3-7 所示： 

 

图 3-7 创建 Raw 类型 Caffe 数据集 

相关选项说明： 

数据集名称：表示创建数据集所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训练数据集：表示训练样本集，点击右侧“文件夹”按钮选择训练样本集所在的文件夹； 

测试数据集：表示验证样本集，点击右侧“文件夹”按钮选择验证样本集所在的文件夹； 

训练标签：表示训练集样本与类别对应关系的标签文件，点击右侧“文件”按钮选择标签文件； 

测试标签：表示验证样本和类别对应关系的标签文件，点击右侧“文件”按钮选择标签文件； 

图像尺寸：表示转换后，数据集样本的期望宽度与高度； 

图像类型：表示选取数据集样本的格式，包括“jpg”、“png”、“tiff”三种格式； 

灰度：表示数据集样本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包括“gray”和“color”两种类型； 

数据格式：表示期望的数据集转换格式，包括“lmdb”和“leveldb”两种格式。 

3.3.1.2 创建 Processed 类型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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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创建 Processed 类型 Caffe 数据集 

相关选项说明： 

数据集名称：表示创建数据集所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已转换训练数据集：表示经转换的 lmdb 或 leveldb 格式训练数据集，点击右侧“文件夹”按钮

选择数据集所在文件夹； 

已转换测试数据集：表示经转换的 lmdb 或 leveldb 格式验证数据集，点击右侧“文件夹”按钮

选择数据集所在文件夹； 

均值文件：表示图像均值文件，点击右侧“文件”按钮选择均值文件； 

类别数量：表示数据集所涵盖类别的总数； 

训练集数量：表示选取的训练数据集样本总数； 

测试集数量：表示选取的验证数据集样本总数； 

图像尺寸：表示数据集的宽度和高度； 

灰度：表示数据集的灰度，包括“gray”和“color”两种类型； 

点击“文件”及“文件夹”按钮显示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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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文件路径选择页面 

3.3.1.3 查看数据集详细信息 

在 Caffe 数据集列表页面，点击“名称”列下对应的数据集名称即可查看详细信息，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查看 Caffe 数据集详情 

3.3.1.3.1 Raw 类型数据集详情 

 

图 3-11 Raw 类型 Caffe 数据集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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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转换结果集：由原始数据集经转换后所生成的数据集存储路径。 

3.3.1.3.2 Processed 类型数据集详情 

 

图 3-12 Processed 类型 Caffe 数据集详情 

3.3.1.4 创建模型 

如图 3-13 所示，点击数据集对应行的“添加模型”按钮，携带该数据集信息，跳转至“添加模

型求解器”界面，基于此数据集，组织求解参数且构建网络以便创建模型。该按钮仅在数据集状态

为“成功”时支持点击。 

 
图 3-13 创建 Caffe 模型 

3.3.1.5 查看日志 

如图 3-14 所示，点击数据集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创建数据集任务所生成的日志。状态

为“等待”或类型为“Processed”的数据集，不支持点击。 

 
图 3-14 查看创建数据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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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数据集转换日志 

3.3.1.6 删除数据集 

如图 3-16 所示，点击数据集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删除数据集。 

 
图 3-16 删除数据集 

3.3.2 Caffe 模型 

数据集创建完成后，用户可针对其设置适配的模型求解器和网络。 

模型页面显示创建完成的模型，列表数据分为“名称”、“提交时间”以及“操作”三列：  

 
图 3-17 Caffe_模型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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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创建模型时使用的名称，该名称不允许重复； 

提交时间：模型的创建时间，列表支持按时间正、倒序进行排列； 

操作：可执行的操作，分别有“创建训练任务”、“克隆”和“删除”。 

 
图 3-18 Caffe_模型管理页面（操作功能概览） 

如图 3-18 所示，“添加模型”按钮用于创建模型；“删除”按钮用于将选中的模型进行批量删

除。“搜索”按钮支持“模型名称”的模糊查询，“重置”按钮用于清空搜索条件。 

3.3.2.1 创建模型 

1.  点击“添加模型”进入“添加模型求解器”页面，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模型求解器参数设置页面 

模型求解器中相关选项说明： 

模型名称：表示创建模型所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迭代测试次数：表示每一次测试的轮数； 

迭代总数：表示训练迭代的最大次数； 

基础学习率：即通常意义的 base lr； 

学习率调整策略：表示 lr 的变化函数，默认为 fixed； 

Momentum：表示梯度下降更新权重； 

权重衰减：即通常意义的 weight decay，防止过拟合（正则化项）； 

训练图像数量/迭代：表示在对训练集训练时的 batchsize 大小； 

测试图像数量/迭代：表示在对交叉验证集训练时的 batchsize 大小； 

算法类型：表示使用的算法，默认为 SGD； 

数据集：表示待训练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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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表示学习率变化指数（Lr Policy 为 step、exp、inv、sigmoid 时需要填写）； 

Step Size：表示学习率变化频率（Lr Policy 为 step、sigmoid 时需要填写）； 

Power：表示调节学习速率所需参数（Lr Policy 为 inv、poly 时需要填写）。 

2. 点击“下一步”进入“添加模型网络”页面，选择一种网络后，点击“完成”按钮，完成网

络的创建。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添加模型网络页面 

默认提供三种预置的网络，分别为：“LeNet”、“AlexNet”和“GoogleNet”。用户还可以通

过点击“自定义”按钮自行编写网络。当需要在预置网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时，点击各网络标签中

的“自定义”按钮即可。 

【注意】网络文件编写的过程中，不需要用户键入数据层的部分，平台会基于用户选择的数据

集，对其进行补充。 

3.3.2.2 查看模型详细信息 

在 Caffe 模型列表页面，点击“名称”列下的模型名称可以查看详情。展示该模型的求解器参数

和网络信息，如图 3-21，3-22 所示： 

 
图 3-21 查看模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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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模型详细信息 

3.3.2.3 创建训练 

如图 3-23 所示，点击模型对应行的“添加训练”按钮，将跳转至“添加训练”页面。 

 
图 3-23 创建训练任务 

3.3.2.4 克隆模型 

如图 3-24 所示，点击模型对应行的“克隆”按钮，将以该模型为母版创建新的模型，并支持重

新调整求解参数和网络。 

 
图 3-24 克隆模型 

3.3.2.5 删除模型 

如图 3-25 所示，点击模型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删除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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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删除模型 

3.3.3 Caffe 训练任务 

Caffe 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训练任务，如图 3-26 所示分为“名称”、“镜像版本”、

“状态”、“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六列： 

 
图 3-26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 

名称：表示创建训练任务时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镜像版本：训练任务所使用镜像的版本信息； 

状态：训练任务在执行过程中状态分为以下六种，“等待”表示训练尚未执行；“部署”表示

正在部署执行训练的环境；“运行”表示正在执行训练；“完成”表示训练已完成；“失败”表示

训练执行失败；“停止”表示训练被终止； 

提交时间：训练任务的提交时间； 

持续时间：训练任务运行的总时长； 

操作：支持“推理”、“克隆”、“查看日志”、“查看原因”、“停止”和“删除”等操作。 

 
图 3-27 Caffe_训练管理页面（操作功能概览） 

如图 3-27 所示，“添加训练”按钮用于创建训练任务；“删除”按钮用于将选中的训练任务进

行批量删除；“搜索”按钮支持“镜像版本”、“状态”字段的精准查询以及“训练任务”的模糊



 

15 

查询；“重置”按钮用于清空查询条件。 

3.3.3.1 创建训练任务 

点击“添加训练”进入训练任务的创建页面，如图 3-28 所示。 

 
图 3-28 创建 Caffe 训练任务页面 

相关选项说明： 

训练名称：表示创建训练任务所使用的名称，不允许重复； 

模型：选取待训练的模型； 

资源分组：选取适合做深度学习的资源分组； 

框架版本：选取 Caffe 镜像的版本； 

G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所申请 GPU 的数量； 

C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所申请 CPU 的数量； 

内存：表示训练任务所申请内存容量； 

超时限制：表示训练任务的最长运行时间； 

模型调整： 

caffemodel：键入预先训练好的权重路径来调整模型；（选填） 

solverstate：键入训练任务的快照，以便从快照中恢复训练。（选填） 

点击“重置”按钮，恢复“添加训练”页面各参数的初始值。 

点击“运行”按钮，执行训练任务，并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3.3.3.2 训练任务详情 

如图 3-29 所示，“训练详情”页面上半部分展示当前训练任务所申请的 GPU、CPU 数目及内

存容量，所使用的数据集以及当前训练任务的状态。右上角 5 个按钮从左至右提供的功能分别为：

查看求解器参数、查看网络详情、查看训练日志、通过 Web Shell 连接执行训练所在的容器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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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详情的功能。 

页面中部展示训练任务在运行阶段 GPU、CPU 和内存占总申请量的百分比，当前训练任务的训

练进度、当前迭代次数和模型权重的存放位置，且“caffemodel/solverstate”按钮提供下载训练结果

集的功能。 

页面下部展示训练曲线，曲线展示 accuracy、loss 和 lr 等指标的变化趋势。 

 
图 3-29 Caffe 训练任务详情 

点击“求解器”按钮可以查看详细的求解器参数，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求解器参数详情 

点击“网络”按钮可以查看详细的网络信息，如图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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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网络参数详情 

点击“日志”按钮可以查看该训练任务的实时日志输出信息，如图 3-32 所示。 

 
图 3-32 网络训练任务日志 

点击“SSH”按钮可以通过 Web Shell 访问执行训练任务的容器，如图 3-33 所示。 

 

图 3-33 Web Shell 访问训练任务所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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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Docker 详情”按钮可以查看执行训练任务容器的详细信息，包括申请的资源份额、IP、

端口和挂载点等信息。如图 3-34 所示。 

 
图 3-34 训练任务所在容器的详细信息 

【注意】训练任务执行完成后，容器便被销毁，因此对于“SSH”、“Docker 详情”两个按钮，

仅在训练任务状态为“运行”时支持点击。 

3.3.3.3 创建推理 

点击训练任务对应行的“推理”按钮，以该训练任务为对象，进入到“创建推理”页面。 

 
图 3-35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创建推理） 

3.3.3.4 克隆任务 

点击训练任务对应行的“克隆”按钮，以该训练任务的参数为母版创建新的训练，并支持重新

调整训练参数。 

 
图 3-36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克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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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查看任务日志 

点击训练任务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训练任务日志。  

 
图 3-37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图 3-38 Caffe_查看训练任务日志页面 

3.3.3.6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点击任务对应行的“原因”按钮，查看该任务处于“等待”或“失败”状态的原因。 

 
图 3-39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看原因） 

3.3.3.7 停止任务 

点击任务对应行的“停止”按钮，停止此任务（仅“等待”、“部署”和“运行”状态的任务

可执行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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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 

3.3.3.8 删除任务 

点击任务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删除该训练任务。 

 
图 3-41 Caffe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删除任务） 

3.3.4 Caffe 推理任务 

对于已完成的训练任务，支持基于 caffemodel 的推理验证，以检测其对图像的识别能力。 

3.3.4.1 创建推理任务 

 

图 3-42 Caffe_添加推理页面 

相关选项说明： 

训练任务：选择已完成的训练任务。 

Caffemodel：选择用作推理的 caff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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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 代码：用于推理的网络结构（当使用 LeNet、AlexNet、GoogleNet 等三种预置网络训练

模型时，会为用户生成相应的 Deploy 代码）。 

场景：表示模型适配的推理场景（目前 caffe 仅支持图像分类）。 

输出层名称：Deploy 代码中输出层的名称。 

类别详情：用于将推理输出映射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类别信息。（类别顺序需和创建数据集使用

的标签文件保持一致） 

规模：表示待推理的图像数量。 

图像文件：图像或图像所在文件夹的路径。 

3.3.4.2 查看推理结果 

推理结果页根据待推理图像的规模不同，分为“单张”和“批量”结果页，如下图所示。 

 
图 3-43 图像分类推理结果（单张） 

“图像分类推理结果（单张）”页面上半部分展示：任务名称、状态、caffemodel 的存储路径

等信息，并提供查看推理日志的功能。 

页面中部展示：推理耗时，概率前 5 的类别名称及对应的概率。 

 
图 3-44 图像分类推理结果（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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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类推理结果（批量）”页面上半部分展示：任务名称、状态、caffemodel 的存储路径

和推理用时等信息，并提供查看推理日志的功能。 

页面中部展示：概率最大的类别名称及对应的概率。 

3.4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 

点击“SothisAI 主页”的“TensorFlow”按钮，进入 TensorFlow 模块，TensorFlow 模块支持训

练、调优、推理三种任务。 

3.4.1 TensorFlow 训练任务 

进入 TensorFlow 模块，默认访问 TensorFlow 的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如图 3-45 所示： 

 
图 3-45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 

TensorFlow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TensorFlow深度学习训练任务，分为“名称”、

“镜像版本”、“状态”、“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六列： 

名称：表示创建的 TensorFlow 训练任务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镜像版本：表示使用的 TensorFlow 镜像版本； 

状态：表示当前任务的状态，有以下 6 种：“等待”表示训练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

资源，“部署”表示正在部署执行训练的环境，“运行”表示训练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训

练任务终止，“完成”表示训练任务已经完成，“失败”表示训练任务执行失败； 

提交时间：表示 TensorFlow 训练任务的创建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 TensorFlow 训练任务的运行时长； 

操作：表示的是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推理”、“克隆”、“日志”、“原因”、“停止”和

“删除”。 

3.4.1.1 查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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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深度学习训练任务主页面可输入查询条件对任务进行精确查询，可单独或综合使用

“镜像版本”、“任务状态”和“任务名称”（该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作为查询条件；点击“搜

索”按钮，根据查询条件查询任务记录；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图 3-46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询任务) 

3.4.1.2 创建任务 

点击“创建训练”进入 TensorFlow 任务添加页面，如图 3-47 所示： 

 
图 3-47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分布式） 

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支持分布式提交、非分布式提交两种提交方式。 

3.4.1.2.1 提交分布式任务 

如图 3-47 所示，创建分布式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时的所需参数包括： 

任务名：表示该任务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Python 代码：表示训练所需要的 python 程序的路径地址，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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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3.4.1.2.1.2章节）、和本地文件上传（详见 3.4.1.2.1.3 章节）等三种输入方式，可以点击“预

览”按钮预览选中的 python 程序（详见 3.4.1.2.1.4 章节）；  

Python 参数：表示 python 代码所需要的参数；（选填） 

工作空间：表示 python 程序执行时所在的工作目录，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夹浏览按钮选择工作

空间的地址；  

框架版本：表示用来进行训练的 TensorFlow 镜像版本； 

TB 日志路径：表示用于 TensorBoard 的日志文件输出目录，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夹浏览按钮选

择生成日志所在的文件夹；（选填） 

环境变量：表示训练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变量，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浏览按钮、文件上传按钮

进行环境变量文件的集群选取和本地上传；（选填） 

任务类型：表示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提交分布式任务选中“分布式”； 

资源分组：表示训练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默认以 GPU 型号作为分组）；  

Parameter Server：表示参数服务器节点的数量；  

Worker：表示工作节点的数量。 

CPU 数量：表示一个 PS 或 Worker 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一个 PS 或 Worker 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一个 Worker 占用的内存大小； 

超时限制：表示该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所需要的最长运行时间。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注意】在分布式任务中 Parameter Server 只使用 CPU 资源，不占用 GPU。对于 TensorFlow 的

分布式代码，需要按照以下规则对参数进行设置： 

tf.flags.DEFINE_string('job_name', '', 'One of "ps", "worker", "".  Empty for local training') 

tf.flags.DEFINE_string('ps_hosts', '', 'Comma-separated list of target hosts') 

tf.flags.DEFINE_string('worker_hosts', '','Comma-separated list of target hosts') 

tf.flags.DEFINE_integer('task_index', 0, 'Index of task within the job') 

3.4.1.2.1.1 创建数据集 

点击“创建训练”进入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添加页面。 

点击“创建数据集”按钮，开启新的标签页通过 WebShell 访问数据集容器，在操作窗口执行创

建数据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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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创建数据集） 

 
图 3-49 TensorFLow_WebShell 页面（TF_Dataset） 

【注意】首次访问数据集容器时将会创建一个 TF_Dataset 任务（长服务），可在 Task List 中查

看 TF_Dataset 任务信息，如图 3-45 所示，详见 3.8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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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任务列表_任务管理页面（TF_Dataset） 

3.4.1.2.1.2 选取集群文件 

以“Python Code”为例： 

点击文件浏览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 python 代码文件

“mnist_dist.py”，点击“确认”按钮确认完成文件选取。 

 
图 3-51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选取集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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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TensorFlow_选取集群文件页面 

3.4.1.2.1.3 上传本地文件 

以“Python Code”为例： 

点击文件上传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的 python 代码文件

“mnist_dist.py”，点击“打开”按钮开始上传文件，文件上传成功后输入框自动填充文件保存目录。 

【注意】Python Code 只支持上传以“.py”为后缀的文件，文件大小超过 20MB 建议使用 WinSCP

上传；ENV 只支持上传小于 10KB 的文件。 

 
图 3-53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上传本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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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TensorFlow_上传本地文件页面 

3.4.1.2.1.4 预览 Python 代码 

在 Python 代码输入框中填写 python 代码所在的地址（也可通过文件集群选取或本地上传进行

自动填充）后，点击预览按钮预览 python 代码。 

 
图 3-55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预览 Python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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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TensorFlow_ Python 代码预览页面 

3.4.1.2.2 提交非分布式训练任务 

如图 3-127 所示，创建非分布式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提交相对简单，左侧参数与分布式任务完

全相同，请参照 3.5.1.2.1 章节。右侧参数包括： 

任务类型：表示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提交非分布式任务选中“非分布式”；  

资源分组：表示训练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默认以 GPU 型号作为分组）； 

C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内存大小； 

超时限制：表示该 Pytorch 训练任务所需要的最长运行时间。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图 3-57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非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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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查看任务详情 

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点击列表中“名称”列中对应的任务名称可以进入任务的详

情页面。 

 
图 3-58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详情） 

 
图 3-59 TensorFlow_训练任务详情页 

训练详情页面包含了：  

1) 任务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平均利用

率； 

2) 任务参数信息：包括“任务名”、“Parameter Server”、“Worker”、“资源分组”、

“GPU数量”、“CPU 数量”、“内存”、“Python 代码”、“Python 参数”、“工作空

间”、“框架版本”、“TB 日志路径”、“超时限制”、“环境变量”的值； 

3) 任务状态：“等待”表示训练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资源；“部署”表示训练任

务已获取计算资源，正在部署实例；“运行”表示训练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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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终止；“完成”表示训练任务已经完成；“失败”表示训练任务执行失败； 

4) 持续时间：表示 TensorFlow 训练任务当前的运行时长； 

5) 实例列表：任务创建的实例列表，分为“实例状态”、“实例名称”、“SSH”、“日志”； 

6) 容器详情：容器详细信息。 

3.4.1.3.1 查看容器详情 

点击“实例列表”中实例所在行，即可在“容器详情”中显示该实例容器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所示： 

  
图 3-60 TensorFlow_训练任务容器详情页 

容器详情： 

容器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利用率； 

名字：实例名称； 

IP：容器 IP； 

端口：容器服务端口； 

挂载：容器挂载目录信息； 

内存:容器内存大小； 

CPU 数量：容器 CPU 数量； 

GPU 数量：容器 GPU 数量。 

3.4.1.3.2 SSH 访问容器 

点击运行状态下实例对应行的“SSH”按钮，打开新的标签页，通过 WebShell 访问该实例对应

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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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TensorFlow_训练任务详情页(SSH) 

 
图 3-62 TensorFlow_WebShell(TF_Task) 

3.4.1.3.3 查看容器日志 

点击实例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该实例的容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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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TensorFlow_训练任务详情页（日志） 

 
图 3-64 TensorFlow_查看容器日志页面 

3.4.1.3.4 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 

当“TB 日志路径”不为空时，在任务详情页该字段右侧存在“TensorBoard”按钮，点击

“TensorBoard”按钮将会打开新的标签页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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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5 TensorFlow_训练任务详情页（TensorBoard） 

 
图 3-66 TensorFlow_TensorBoard 页面 

【注意】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时若该 TensorFlow 任务未关联 TensorBoard 任务将会创建一个

与该 TensorFlow 任务关联的 TensorBoard 任务（长服务），可在 Task List 中查看 TensorBoard 任务

信息，如图 3-62 所示，详见 3.8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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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7 任务列表_任务管理页面（TensorBoard） 

3.4.1.4 克隆任务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克隆”按钮，复制此任务参数创建新的训练任务，支持重新调

整任务参数。 

 
图 3-68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克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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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9 TensorFlow_创建训练任务页面（克隆任务） 

3.4.1.5 查看任务日志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 TensorFlow 任务运行日志。  

 
图 3-70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37 

 
图 3-71 TensorFlow_查看任务日志页面 

3.4.1.6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任务处于异常状态：长时间等待或任务失败）对应行的“原因”按钮，

查看任务的具体异常信息。 

 
图 3-72 TensorFlow 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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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3 TensorFlow 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任务原因详情） 

3.4.1.7 停止任务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状态为等待、部署或运行）对应行的“停止”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

点击“是”按钮，停止此任务。 

 
图 3-74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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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停止任务） 

 
图 3-76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成功） 

3.4.1.8 删除任务 

单个删除：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

删除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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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7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删除任务） 

 
图 3-78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删除任务） 

批量删除：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复选框选中多个任务，点击列表上方“删除”按钮，

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删除多个 TensorFlow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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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9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批量删除任务） 

 
图 3-80 TensorFlow_训练任务管理页面（确认批量删除任务） 

3.4.2 TensorFlow 调优任务 

点击“调优”标签页按钮，访问 TensorFlow 的调优任务管理页面，如图 3-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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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 

TensorFlow深度学习调优任务主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TensorFlow深度学习调优任务，分为“名

称”、“镜像版本”、“状态”、“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六列： 

名称：表示创建的 TensorFlow 调优任务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镜像版本：表示使用的 TensorFlow 镜像版本； 

状态：表示当前任务的状态，有以下 6 种：“等待”表示训练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

资源，“部署”表示正在部署执行训练的环境，“运行”表示训练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训

练任务终止，“完成”表示训练任务已经完成，“失败”表示训练任务执行失败； 

提交时间：表示 TensorFlow 调优任务的创建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 TensorFlow 调优任务的运行时长； 

操作：表示的是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 “克隆”、“日志”、“原因”、“停止”和“删除”。 

3.4.2.1 查询任务 

  TensorFlow 深度学习调优任务主页面可输入查询条件对任务进行精确查询，可单独或综合使

用“镜像版本”、“任务状态”和“任务名称”（该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作为查询条件；点击

“搜索”按钮，根据查询条件查询任务记录；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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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 TensorFlow_调优管理页面(查询任务) 

3.4.2.2 创建任务 

点击“创建调优任务”进入 TensorFlow 调优任务创建页面， 调优任务以分布式的方式执行，

Master 负责发布、统计迭代次数和数据记录，Worker 用于具体执行调优任务。 

 
图 3-83 TensorFlow_创建调优任务页面 

如图 3-83 所示，创建分布式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时的所需参数包括： 

任务名：表示该任务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Python 代码：表示调优任务所需要的 python 程序的路径地址，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

（详见 3.4.1.2.1.2章节）、和本地文件上传（详见 3.4.1.2.1.3章节）等三种输入方式，可以点

击“预览”按钮预览选中的 python 程序（详见 3.4.1.2.1.4 章节）；  

Python 参数：表示 python 代码所需要的参数；（选填） 

工作空间：表示 python 程序执行时所在的工作目录，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夹浏览按钮选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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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地址；  

框架版本：表示用来进行调优任务的 TensorFlow 镜像版本； 

环境变量：表示调优任务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变量，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浏览按钮、文件

上传按钮进行环境变量文件的集群选取和本地上传；（选填） 

超参数名称：表示调优任务需要查找的最优超参数；（最多支持 5 个超参数同时查找） 

超参数范围：表示对应超参数的取值范围； 

资源分组：表示训练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默认以 GPU 型号作为分组）；  

Master：表示负责发布、统计迭代次数和数据记录的管理节点数量；（默认为 1）  

Worker：表示工作节点的数量。 

CPU 数量：表示一个 PS 或 Worker 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一个 PS 或 Worker 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一个 Worker 占用的内存大小； 

超时限制：表示该 TensorFlow 训练任务所需要的最长运行时间。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注意】Master 默认节点数量为 1，资源使用 CPU 数量默认为 1、内存默认为 1G，Worker 的

资源使用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分配。调优代码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1) 使用命令行参数定义要优化的超参数 

   Eg:tf.app.flags.DEFINEamet_float('learning_rate', 0.1,"Name of hyperparameter") 

2) 打印 tuning_loss 的值，用于评估超参数最佳值 

   Eg: print("tuning_loss:%g" %(loss)) 

3.4.2.3 查看任务详情 

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点击列表中“名称”列中对应的任务名称可以进入任务的详

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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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4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详情） 

 
图 3-85 TensorFlow_调优任务详情页 

 
图 3-86 TensorFlow_调优任务详情页参数显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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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优详情页面包含了：  

1) 任务信息：包括“任务名称”、“任务状态”、“任务持续时间”和“任务详细参数”； 

点击“详情”按钮查看任务详细参数，如图 3-86 所示。 

2) 任务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平均利用

率； 

3) 调优参数信息：包括“超参数名称”、“超参数最优值”、“超参数取值范围”、“loss

最优值”； 

4) 任务迭代记录：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示迭代过程 loss 值的变化曲线，可详细查看每次迭代超

参数的取值情况； 

5) 实例列表：任务创建的实例列表，分为“实例状态”、“实例名称”、“SSH”、“日志”，

功能使用详见 3.4.1.3 章节。 

6) 容器详情：容器详细信息，功能使用详见 3.4.1.3 章节。 

3.4.2.4 克隆任务 

点击 TensorFlow 调优任务对应行的“克隆”按钮，复制此任务参数创建新的调优任务，支持重

新调整任务参数。 

 
图 3-87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克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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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8 TensorFlow_调优任务页面（克隆任务） 

3.4.2.5 查看任务日志 

点击 TensorFlow 调优任务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 TensorFlow 调优任务运行日志。  

 
图 3-89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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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0 TensorFlow_调优任务查看日志页面 

3.4.2.6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任务处于异常状态：长时间等待或任务失败）对应行的“原因”按钮，

查看任务的具体异常信息。 

 
图 3-91 TensorFlow 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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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 TensorFlow 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任务原因详情） 

3.4.2.7 停止任务 

点击 TensorFlow 任务（状态为等待、部署或运行）对应行的“停止”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

点击“是”按钮，停止此任务。 

 
图 3-93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 



 

50 

 
图 3-94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停止任务） 

 
图 3-95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成功） 

3.4.2.8 删除任务 

单个删除：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

删除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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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6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删除任务） 

 
图 3-97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删除任务） 

批量删除：点击 TensorFlow 任务对应行的复选框选中多个任务，点击列表上方“删除”按钮，

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删除多个 TensorFlow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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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8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批量删除任务） 

 
图 3-99 TensorFlow_调优任务管理页面（确认批量删除任务） 

3.4.3 TensorFlow 推理任务 

3.4.3.1 创建推理任务 

创建 Tensorflow 推理任务有以下两个入口： 

（1） 如图 3-100 对于已完成的 Tensorflow 训练任务可以点击对应行的“推理”按钮进行推理

任务创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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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0 TensorFlow _任务管理页面（进入推理创建页） 

（2） 如图 3-101 所示，点击“推理”标签页按钮进入推理任务创建页面。 

 
图 3-101 TensorFlow _任务管理页面（标签页进入推理创建页） 

进入TensorFlow任务添加页面，如图 3-102 所示，创建 TensorFlow推理任务时的所需参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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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2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 

模型路径：表示保存模型的路径地址，模型需要用“saved_model.builder”方式保存，以便

解析模型。 

签名：表示从模型包含的各种网络签名； 

场景：表示推理场景（目前 TensorFlow 支持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语义分割）； 

图像类型：表示模型输入层需要的图像类型（支持彩色或者黑白两种类型）； 

图像尺寸：表示模型输入层需要的图像尺寸（选填）； 

类别详情：用于将推理输出映射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类别信息，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和

本地文件上传三种输入方式； 

预处理脚本：对推理图片进行的预处理操作，支持“生成脚本”（详见 3.4.3.1.1 章节）、“浏

览文件”（详见 3.4.3.1.2 章节）、“撤销”（详见 3.4.3.1.3 章节）、“保存脚本”（详见 3.4.3.1.4

章节）、“全屏显示脚本”（详见 3.4.3.1.5 章节）和自定义修改等操作； 

后处理脚本：对推理后的图片进行后处理操作，支持“生成脚本”（详见 3.4.3.1.1 章节）、“浏

览文件”（详见 3.4.3.1.2 章节）、“撤销”（详见 3.4.3.1.3 章节）、“保存脚本”（详见 3.4.3.1.4

章节）、“全屏显示脚本”（详见 3.4.3.1.5 章节）和自定义修改等操作； 

规模：表示待推理的图像规模； 

图像文件：图像路径或图像所在文件夹的路径，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和本地文件上传

三种输入方式。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推理任务的详情页面。 

3.4.3.1.1 生成脚本模板 

当填写完模型路径、签名、场景、图像尺寸（选填）、类别详情后，可以点击“生成脚本”按

钮生成默认的预处理或者后处理脚本模板，用户有自定义需求亦可在脚本内容中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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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3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生成预后处理脚本） 

3.4.3.1.2 浏览文件 

以“预处理脚本”为例： 

点击“浏览文件”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预处理脚本文件

“process.py”，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文件选取。 

 

图 3-104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选取集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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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5TensorFlow_推理任务选取集群文件页面 

3.4.3.1.3 撤销脚本内容 

用户在脚本输入框中进行自定义修改，点击输入框上方的“撤销”按钮进行撤销操作，脚本内

容回滚到上一次保存时的内容。 

 
图 3-106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撤销预后处理脚本） 

3.4.3.1.4 保存脚本 

用户在脚本输入框中进行自定义修改，点击输入框上方的“保存脚本”按钮进行脚本保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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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7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保存预后处理脚本） 

3.4.3.1.5 全屏显示脚本 

预、后处理脚本输入框太小，显示不全时，点击输入框右上角的“全屏”按钮进行网页全屏显

示，显示效果如图 3-109 所示。 

 
图 3-108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全屏显示预后处理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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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9 TensorFlow_创建推理页面（全屏显示脚本） 

3.4.3.2 查看推理结果 

点击推理创建页的“运行”按钮进入对应场景的推理结果页，也可以点击“任务列表”中对应

推理任务行的“查看结果”按钮进行推理结果的查看。 

 
图 3-110 任务列表管理页面（TensorFlow Inference） 

3.4.3.2.1 查看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 

如图 3-111 所示，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面包含了： 

（1） 推理任务名称； 

（2） 推理任务状态； 

（3） 推理任务的模型文件路径； 

（4） 图像分类的最佳结果、推理用时和推理结果 TOP5 的类别名称及对应的概率； 

（5） 图像分类的推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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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推理任务的日志。 

 

图 3-111 TensorFlow _推理结果页面（单张图像分类） 

3.4.3.2.2 查看批量图像分类推理结果 

如图 3-112 所示，和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批量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省略了 TOP5 的

类别和概率。 

 
图 3-112 TensorFlow_推理结果页面（批量图像分类） 

3.4.3.2.3 查看目标检测推理结果 

如图 3-113 所示，和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页面中部展示推理后的图片并在该图片中框出

检测到的目标，鼠标浮到图片上可以进行放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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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3 TensorFlow_推理结果页面（目标检测） 

3.4.3.2.4 查看语义分割推理结果 

如图 3-114 示，和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页面中部的右侧为推理前的原始图片，左侧为推

理后的图片，图片下部为推理后图片中的类别图例。 

 
图 3-114 TensorFlow_推理结果页面（语义分割） 

3.5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 

点击“SothisAI 主页”的“PyTorch”按钮，可以进入 PyTorch 的任务管理页面，如图 3-11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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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5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 

PyTorch 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 PyTorch 深度学习训练任务，分为“名称”、“镜

像版本”、“状态”、“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六列： 

名称：表示创建的 PyTorch 训练任务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镜像版本：表示使用的 PyTorch 镜像版本； 

状态：表示当前任务的状态，有以下 6 种值：“等待”表示训练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

算资源；“部署”表示训练任务已获取计算资源，正在部署实例；“运行”表示训练任务正在运行；

“停止”表示训练任务终止；“完成”表示训练任务已经完成；“失败”表示训练任务执行失败； 

提交时间：表示 PyTorch 训练任务的创建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 PyTorch 训练任务的运行时长； 

操作：表示的是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推理”、“克隆”、“日志”、“原因”、“停止”

和“删除”。 

3.5.1 PyTorch 训练任务 

3.5.1.1 查询任务 

PyTorch 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可输入查询条件对任务进行精确查询，可单独或综合使用“镜像

版本”、“任务状态”和“任务名称”（该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作为查询条件；点击“搜索”

按钮，根据查询条件查询任务记录；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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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6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查询任务) 

3.5.1.2 创建任务 

点击“创建训练”进入 PyTorch 任务添加页面，如图 3-117 所示： 

 

图 3-117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分布式） 

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支持分布式提交、非分布式提交两种提交方式。 

3.5.1.2.1 提交分布式任务 

如图 3-117 所示，创建分布式 PyTorch 训练任务时的所需参数包括： 

任务名：表示该任务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Python 代码：表示训练所需要的 python 程序的路径地址，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详

见 3.5.1.2.1.2 章节）、和本地文件上传（详见 3.5.1.2.1.3 章节）等三种输入方式，可以点击“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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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预览选中的 python 程序（详见 3.5.1.2.1.4 章节）；  

Python 参数：表示 python 代码所需要的参数；（选填） 

工作空间：表示 python 程序执行时所在的工作目录，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夹浏览按钮选择工作

空间的地址；  

框架版本：表示用来进行训练的 PyTorch 镜像版本； 

TB 日志路径：表示用于 TensorBoard 的日志文件输出目录，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夹浏览按钮选

择生成日志所在的文件夹；（选填） 

环境变量：表示训练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变量，可以通过右边的文件浏览按钮、文件上传按钮

进行环境变量文件的集群选取和本地上传；（选填） 

任务类型：表示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提交分布式任务选中“分布式”； 

资源分组：表示训练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默认以 GPU 型号作为分组）；  

Worker：表示工作节点的数量，单机“Worker”后面的箭头可以对单个 Worker 作资源配置； 

CPU 数量：表示一个 Worker 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一个 Worker 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一个 Worker 占用的内存大小； 

超时限制：表示该 PyTorch 训练任务所需要的最长运行时间。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注意】在分布式任务中，SothisAI 只支持 TCP 连接模式。对于 PyTorch 的分布式代码，需要

按照以下规则对参数进行设置： 

parser.add_argument('--rank', type=int, help='Rank of the current process.') 

parser.add_argument('--world-size',type=int, help='Number of proces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job.') 

parser.add_argument('--ip', type=str, default='127.0.0.1', help='IP of the current rank 0.') 

parser.add_argument('--port', type=str, default='20000', help='Port of the current rank 0.') 

3.5.1.2.1.1 创建数据集 

点击“创建训练”进入 PyTorch 任务添加页面。 

点击“创建数据集”按钮，打开新的标签页通过 WebShell 访问数据集容器，在操作窗口执行创

建数据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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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8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创建数据集） 

 

图 3-119 PyTorch_WebShell 页面（PyTorch Dataset） 

【注意】首次访问数据集容器时将会创建一个 PyTorch Dataset 任务（长服务），可在“任务列

表”中查看 PyTorch Dataset 任务信息，如图 3-120 所示，详见 3.8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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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0 任务列表管理页面（PyTorch Dataset） 

3.5.1.2.1.2 选取集群文件 

以“Python 代码”为例： 

点击“浏览文件”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 python 代码文件

“mnist_distributed.py”，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文件选取。 

 

图 3-121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选取集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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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2 PyTorch_选取集群文件页面 

3.5.1.2.1.3 上传本地文件 

以“Python 代码”为例： 

点击“上传”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的 python 代码文件

“mnist_distributed.py”，点击“打开”按钮开始上传文件，文件上传成功后输入框自动填充文件保

存目录。 

【注意】Python 代码只支持上传以“.py”为后缀的文件，文件大小超过 20MB 建议使用 WinSCP

上传；“环境变量”只支持上传小于 10KB 的文件。 

 

图 3-123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上传本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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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4 PyTorch_上传本地文件页面 

3.5.1.2.1.4 预览 Python 代码 

在 Python 代码输入框中填写 python 代码所在的地址（也可通过文件集群选取或本地上传进行

自动填充）后，点击“预览”按钮预览 python 代码。 

 

图 3-125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预览 Python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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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6 PyTorch_ Python Code 预览页面 

如图 3-126 所示，可以在预览页面进行代码编辑操作，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对该

文件进行实时保存。 

3.5.1.2.2 提交非分布式任务 

如图 3-127 所示，创建非分布式 PyTorch 训练任务提交相对简单，左侧参数与分布式任务完全

相同，请参照 3.5.1.2.1 章节。右侧参数包括： 

任务类型：表示训练任务的提交方式，提交非分布式任务选中“非分布式”；  

资源分组：表示训练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默认以 GPU 型号作为分组）； 

C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训练任务占用占用的内存大小； 

超时限制：表示该 PyTorch 训练任务所需要的最长运行时间。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训练任务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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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7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非分布式） 

3.5.1.3 查看任务详情 

在 PyTorch 深度学习任务主页面，点击列表中“名称”列中对应的任务名称可以进入任务的详

情页面。 

 

图 3-128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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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9 PyTorch_任务详情页 

训练详情页面包含了：  

1) 任务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平均利用

率； 

2) 任务参数信息：包括“任务名”、“Python 代码”、“Python 参数”、“工作空间”、“框

架版本”、“TB 日志路径”、“超时限制”、“环境变量”、“Worker”、“GPU 数量”、

“资源分组”、“CPU 数量”和“内存”的值； 

3) 任务状态：“等待”表示训练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资源；“部署”表示训练任

务已获取计算资源，正在部署实例；“运行”表示训练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训练

任务终止；“完成”表示训练任务已经完成；“失败”表示训练任务执行失败； 

4) 持续时间：表示 PyTorch 训练任务当前的运行时长； 

5) 实例列表：任务创建的实例列表，分为“实例状态”、“实例名称”、“SSH”、“日志”； 

6) 容器详情：容器详细信息。 

3.5.1.3.1 查看容器详情 

点击“实例列表”中实例所在行，即可在“容器详情”中显示该实例容器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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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0 PyTorch_容器详情页 

容器详情： 

容器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利用率； 

名字：实例名称； 

IP：容器 IP； 

端口：容器服务端口； 

挂载：容器挂载目录信息； 

内存:容器内存大小； 

CPU 数量：容器 CPU 数量； 

GPU 数量：容器 GPU 数量。 

3.5.1.3.2 SSH 访问容器 

点击运行状态下实例对应行的“SSH”按钮，打开新的标签页，通过 WebShell 访问该实例对应

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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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1 PyTorch_任务详情页(SSH) 

 

图 3-132 PyTorch_WebShell(PyTorch_Task) 

3.5.1.3.3 查看容器日志 

点击实例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该实例的容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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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3 PyTorch_任务详情页（日志） 

 

图 3-134 PyTorch_查看容器日志页面 

3.5.1.3.4 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 

当“TB 日志路径”不为空时，在任务详情页该字段右侧存在“TensorBoard”按钮，点击

“TensorBoard”按钮将会打开新的标签页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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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5 PyTorch_任务详情页（TensorBoard） 

 

图 3-136 PyTorch_TensorBoard 页面 

【注意】访问 TensorBoard 服务时若该 PyTorch 任务未关联 TensorBoard 任务将会创建一个与该

PyTorch任务关联的PyTorch TensorBoard任务（长服务），可在“任务列表”中查看PyTorch TensorBoard

任务信息，如图 3-137 所示，详见 3.8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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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7 任务列表管理页面（PyTorch TensorBoard） 

3.5.1.4 克隆任务 

点击 PyTorch 任务对应行的“克隆”按钮，复制此任务参数创建新的训练任务，支持重新调整

任务参数。 

 

图 3-138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克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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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9 PyTorch_创建任务页面（克隆任务） 

3.5.1.5 查看任务日志 

点击 PyTorch 任务对应行的“日志”按钮，查看 PyTorch 任务运行日志。  

 

图 3-140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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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 PyTorch_查看任务日志页面 

3.5.1.6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如图 3-142 点击 PyTorch 任务（状态为等待或失败）对应行的“原因”按钮，弹出任务等待或

者失败的具体原因。 

 

图 3-142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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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3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任务原因详情） 

3.5.1.7 停止任务 

点击 PyTorch 任务（状态为等待、部署或运行）对应行的“停止”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

点击“是”按钮，停止此任务。 

 

图 3-144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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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5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停止任务） 

 

图 3-146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成功） 

3.5.1.8 删除任务 

单个删除：点击 PyTorch 任务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

删除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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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7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删除任务） 

 

图 3-148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确认删除任务） 

批量删除：点击 PyTorch 任务对应行的复选框选中多个任务，点击列表上方“删除”按钮，弹

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删除多个 PyTorch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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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9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批量删除任务） 

 

图 3-150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确认批量删除任务） 

3.5.2 PyTorch 推理任务 

3.5.2.1 创建推理任务 

创建 PyTorch 推理任务有以下两个入口： 

（1） 如图 3-151 对于已完成的 PyTorch 训练任务可以点击对应行的“推理”按钮进行推理任

务创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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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1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进入推理创建页） 

（2） 如图 3-152 所示，点击“推理”标签页按钮进入推理任务创建页面。 

 

图 3-152 PyTorch_任务管理页面（标签页进入推理创建页） 

如图 3-153 所示，创建 PyTorch 推理任务时的所需参数包括： 

模型代码：表示定义模型结构的 Python 代码，一般保存在训练代码中，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

件选取和本地文件上传三种输入方式，可以点击“预览”按钮预览选中的 python 程序； 

权重文件：表示保存训练结果的权重文件，通常为.pt、.pth 或者.tar 文件，支持手动输入、集群

文件选取和本地文件上传三种输入方式； 

模型名称：表示从模型代码中定位到的模型的类名； 

场景：表示推理场景（目前 PyTorch 支持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语义分割）； 

图像类型：表示模型输入层需要的图像类型（支持彩色或者黑白两种类型）； 

图像尺寸：表示模型输入层需要的图像尺寸（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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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详情：用于将推理输出映射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类别信息，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和

本地文件上传三种输入方式； 

均值：表示模型输入前对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和训练时用的均值保持一致会有较好的推理结

果）（选填）； 

方差：表示模型输入前对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和训练时用的方差保持一致会有较好的推理结

果）（选填）； 

预处理脚本：对推理图片进行的预处理操作，支持“生成脚本”（详见 3.5.2.1.1 章节）、“浏

览文件”（详见 3.5.2.1.2 章节）、“撤销”（详见 3.5.2.1.3 章节）、“保存脚本”（详见 3.5.2.1.4

章节）、“全屏显示脚本”（详见 3.5.2.1.5 章节）和自定义修改等操作； 

后处理脚本：对推理后的图片进行后处理操作，支持“生成脚本”（详见 3.5.2.1.1 章节）、“浏

览文件”（详见 3.5.2.1.2 章节）、“撤销”（详见 3.5.2.1.33.5.2.1.2 章节）、“保存脚本”（详见

3.5.2.1.4 章节）、“全屏显示脚本”（详见 3.5.2.1.5 章节）和自定义修改等操作； 

规模：表示待推理的图像规模； 

图像文件：图像路径或图像所在文件夹的路径，支持手动输入、集群文件选取和本地文件上传

三种输入方式。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进入推理任务的详情页面。 

 

图 3-153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 

3.5.2.1.1 生成脚本模板 

当填写完模型代码、权重文件、模型名称、图像尺寸（选填）、类别详情、均值（选填）和方

差（选填）后，可以点击“生成脚本”按钮生成默认的预处理或者后处理脚本模板，用户有自定义

需求亦可在脚本内容中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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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4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生成预后处理脚本） 

3.5.2.1.2 浏览文件 

以“预处理脚本”为例： 

点击“浏览文件”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中选中需要使用预处理脚本文件

“process.py”，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文件选取。 

 

图 3-155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选取集群文件） 

3.5.2.1.3 撤销脚本内容 

用户在脚本输入框中进行自定义修改，点击输入框上方的“撤销”按钮进行撤销操作，脚本内

容回滚到上一次保存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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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6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撤销预后处理脚本） 

3.5.2.1.4 保存脚本 

用户在脚本输入框中进行自定义修改，点击输入框上方的“保存脚本”按钮进行脚本保存操作。 

 

图 3-157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保存预后处理脚本） 

3.5.2.1.5 全屏显示脚本 

预、后处理脚本输入框太小，显示不全时，点击输入框右上角的“全屏显示脚本”按钮进行脚

本全屏显示，效果如图 3-1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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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8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预后处理脚本全屏显示） 

 

图 3-159 PyTorch_创建推理页面（预后处理脚本全屏显示效果） 

3.5.2.2 查看推理结果 

点击推理创建页的“运行”按钮进入对应场景的推理结果页，也可以点击“任务列表”中对应

推理任务行的“查看结果”按钮进行推理结果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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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0 任务列表管理页面（PyTorch Inference） 

3.5.2.2.1 查看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 

如图 3-161 所示，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面包含了： 

（1） 推理任务名称； 

（2） 推理任务状态； 

（3） 推理任务的模型代码路径和权重文件路径； 

（4） 图像分类的最佳结果、推理用时和推理结果 TOP5 的类别名称及对应的概率； 

（5） 图像分类的推理图片； 

（6） 查看推理任务的日志。 

 

图 3-161 PyTorch_推理结果页面（单张图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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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2 查看批量图像分类推理结果 

如图 3-162 所示，和单张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批量图像分类结果页省略了 TOP5 的类别

和概率。 

 

图 3-162 PyTorch_推理结果页面（批量图像分类） 

3.5.2.2.3 查看目标检测推理结果 

如图 3-163 所示，和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页面中部展示推理后的图片并在该图片中框出

检测到的目标，鼠标浮到图片上可以进行放大查看。 

 

图 3-163 PyTorch_推理结果页面（目标检测） 

3.5.2.2.4 查看语义分割推理结果 

如图 3-164 所示，和图像分类推理结果页相似，页面中部的右侧为推理前的原始图片，左侧为

推理后的图片，图片下部为推理后图片中的类别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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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4 PyTorch_推理结果页面（语义分割） 

3.6 SSH|Jupyter 

点击主页的“SSH|Jupyter”按钮，可以进入 Jupyter 的任务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65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 

Jupyter 任务主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 Jupyter 任务，分为“实例名”、“镜像版本”、“状态”、

“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六列： 

实例名：表示创建的 Jupyter 任务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镜像版本：表示使用的 Jupyter 镜像版本； 

状态：表示当前任务的状态，有以下 5 种：“等待”表示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资源，

“部署”表示正在部署实例所需的环境，“运行”表示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任务终止，“失

败”表示任务执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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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时间：表示 Jupyter 任务的创建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 Jupyter 任务当前的运行时长； 

操作：表示的是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 SSH 访问、Jupyter 服务、容器固化、查看异常原因、

停止和删除。 

3.6.1 查询任务 

Jupyter 任务主页面可输入查询条件对任务进行精确查询，可单独或综合使用“镜像版本”、“任

务状态”和“任务名称”（该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作为查询条件；点击“搜索”按钮，根据查

询条件查询任务记录；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图 3-166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查询任务) 

3.6.2 创建任务 

点击“创建实例”按钮进入 Jupyter 任务添加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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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7 Jupyter _创建任务页面 

相关选项说明： 

实例名：表示该实例的名称（实例名称为 Name+’_’+index,如：Jupyter_2001096479_0）且不允

许重复； 

应用环境：选择实例的应用环境； 

资源分组：表示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 

C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内存大小； 

实例数量：表示本次提交创建的实例个数。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创建任务成功后跳转到 Jupyter 任务管理页面。 

3.6.3 查看任务详情 

在 Jupyter 任务管理页面，点击列表中“实例名”列下对应的任务名称可以查看任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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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8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详情） 

 

图 3-169 Jupyter_任务详情页（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任务详情页面字段说明：  

任务资源监控信息：包括“GPU”、“GPU-Mem”、“CPU”和“memory”的利用率； 

实例名：表示实例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应用环境：表示任务使用的 Jupyter 镜像版本； 

容器：表示容器的名称； 

IP：表示容器的 IP； 

端口：表示 Jupyter 服务的端口； 

挂载：表示容器的挂载信息； 

资源分组：表示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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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GPU 数量； 

C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CPU 数量； 

内存：表示任务占用的内存大小。 

 

图 3-170 Jupyter_任务详情页（非运行状态） 

非运行状态任务详情页面字段说明：  

实例名：表示实例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应用环境：表示任务使用的 Jupyter 镜像版本； 

资源分组：表示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 

G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GPU 数量； 

C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CPU 数量； 

内存：表示任务占用的内存大小。 

3.6.4 SSH 访问容器 

点击运行状态下实例对应行的“SSH”按钮，开启新的标签页，通过 WebShell 访问该实例对应

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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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1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SSH) 

 
图 3-172 Jupyter_WebShell 页面 

3.6.5 访问 Jupyter 服务 

点击运行状态下实例对应行的“Jupyter”按钮，开启新的标签页，访问对应容器的 Jupyt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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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3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访问 Jupyter 服务) 

 
图 3-174 Jupyter_Jupyter 服务页面 

3.6.6 容器固化 

点击运行状态下实例对应行的“固话”按钮，弹出固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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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5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容器固化) 

 
图 3-176 Jupyter_容器固化页面 

创建 App 页面字段说明：  

名称：表示应用的名称； 

标签：表示应用的标签； 

图标：表示应用的图标，支持集群浏览和本地上传两种选取方式。 

输入参数，点击“固化”按钮，容器固化成功后可在应用中心中的“私有库”中查看到应用信

息，也可在工作面板页面进入该应用的任务管理界面。 

3.6.7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点击 Jupyter 任务（实例处于异常状态：长时间等待或任务失败）对应行的“原因”按钮，查看

任务的具体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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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7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查看任务异常信息） 

3.6.8 停止任务 

点击 Jupyter 任务（实例处于等待、部署、运行状态）对应行的“停止”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

后，点击“是”按钮，停止此任务。 

 
图 3-178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停止任务） 

3.6.9 删除任务 

单个删除：点击 Jupyter 任务对应行的“删除”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删

除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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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9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删除任务） 

批量删除：点击 Jupyter 任务对应行的复选框选中多个任务，点击列表上方“删除”按钮，弹出

确认提示框后，点击“是”按钮，删除多个 Jupyter 任务。 

 
图 3-180 Jupyter_任务管理页面（批量删除任务） 

3.7 自定义应用 

点击应用对应的按钮，可以进入该应用的任务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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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1 工作面板页面(自定义应用) 

 
图 3-182 自定义应用_任务管理页面 

自定义应用主页面显示已经创建过的任务，分为“实例名”、“状态”、“提交时间”、“持

续时间”和“操作”五列： 

实例名：表示创建的自定义应用任务名称； 

状态：表示当前实例的状态，有以下 5 种值：“等待”表示任务已创建成功，正在等待计算资

源，“部署”表示正在部署实例所需的环境，“运行”表示任务正在运行，“停止”表示任务终止，

“失败”表示任务执行失败； 

提交时间：表示自定义应用实例的创建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自定义应用实例当前的运行时长； 

操作：表示的是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 SSH 访问、Jupyter 服务、容器固化、查看异常原因、

停止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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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查询任务 

自定义应用主页面可输入查询条件对任务进行精确查询，可单独或综合使用“任务状态”和“任

务名称”（该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作为查询条件；点击“搜索”按钮，根据查询条件查询任务

记录；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图 3-183 自定义应用_任务管理页面(查询任务) 

3.7.2 创建任务 

点击“创建实例”按钮进入自定义应用任务添加页面，如图所示： 

 
图 3-184 自定义应用_创建任务页面 

相关选项说明： 

实例名：表示该实例的名称（实例名称为 Name+’_’+index,如：keras_2001098705_0）且不允许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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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环境：选择实例的应用环境； 

资源分组：表示任务使用的资源分组； 

C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CPU 数量； 

GPU 数量：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 GPU 数量； 

内存：表示单个实例占用的内存大小； 

实例数量：表示本次提交创建的实例个数。 

输入相关参数，点击“运行”按钮，创建任务成功后跳转到 Jupyter 任务管理页面。 

3.7.3 查看任务详情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3 章节。 

3.7.4 SSH 访问容器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4 章节。 

3.7.5 访问 Jupyter 服务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5 章节。 

3.7.6 容器固化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6 章节。 

3.7.7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7 章节。 

3.7.8 停止任务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8 章节。 

3.7.9 删除任务 

与 Jupyter 应用相同，详见 3.6.9 章节。 

3.8 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提供对 Caffe、PyTorch、TensorFlow、SSH | Jupyter 和 App 所创建任务的统一管理。 

如图 3-185 所示，任务列表页显示已经创建过的任务，列表数据分为“名称”、“类型”、“镜

像版本”、“状态”、“提交时间”、“持续时间”和“操作”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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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5 任务列表页 

名称：表示任务名称； 

类型：表示任务类型，分为“App”、“Caffe Dataset”、“Caffe Inference”、“Caffe Train”、

“PyTorch”、“PyTorch Dataset”、“PyTorch Inference”、“PyTorch TensorBoard”、“SSH | Jupyter”、

“TensorFlow”、“TensorFlow Dataset”、“TensorFlow Inference”、“TensorFlow TensorBoard”、

“TensorFlow Tuning”十四种； 

镜像版本：表示任务所使用的镜像版本； 

状态：表示创建任务状态，分为 6 种，“等待”代表尚未获取到资源；“部署”表示训练任务

已获取计算资源，正在部署实例；“运行”代表任务正在运行；“完成”代表任务已经执行完成；

“失败”代表任务执行失败；“停止”表示任务被终止； 

提交时间：表示创建任务的时间，列表支持按时间正、倒序进行排列。 

持续时间：表示任务执行的总时长。 

操作：表示任务支持的操作，不同的任务类型，所支持的操作也不同，Caffe Dataset 类型任务支

持查看日志、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止和删除任务；Caffe Inference、PyTorch Inference、 

TensorFlow Inference 支持查看推理结果、查看日志、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止和删除任务；

Caffe Train、PyTorch、TensorFlow 支持推理、克隆、查看日志、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止和

删除任务；PyTorch Dataset、TensorFlow Dataset 支持 SSH 访问容器、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

止和删除任务；PyTorch TensorBoard、TensorFlow TensorBoard 支持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止

和删除任务；SSH | Jupyter 和 APP 类型任务支持 SSH 访问容器、Jupyter 连接、容器固化、查看任

务等待及失败原因、停止和删除任务。 

如图 3-186 所示，“删除”按钮用于将选中的任务进行批量删除。“搜索”按钮支持类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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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字段的精准查询以及任务名称的模糊查询，“重置”按钮用于清空查询条件。 

 

图 3-186 任务列表页面(操作功能概览) 

3.8.1 查看任务详情 

1、SSH | Jupyter、APP、Caffe Dataset、PyTorch Dataset、TensorFlow Dataset、PyTorch TensorBoard、

TensorFlow TensorBoard、Caffe Inference、PyTorch Inference、TensorFlow Inference 这十类任务拥有

共同的详情展示方式。 

如图 3-187 所示，点击“名称”列下对应的任务名称可以查看任务的详细信息： 

 

图 3-187 查看任务详情 

如图 3-188 所示，在非“运行”状态时，主要展示任务对资源的申请总数，包括“实例名”、

“应用环境”、“资源分组”、“GPU 数量”、“CPU 数量”和“内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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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8 非运行状态下任务详情 

如图 3-189 所示，在“运行”状态时，不仅会列出任务对资源的申请信息，还展示了执行任务

所在容器的实时资源利用率、IP、端口及挂载等信息。  

 

图 3-189 运行状态下任务详情 

2、Caffe Train、TensorFlow、TensorFlow Tuning、PyTorch 四类任务的详情会跳转至各自页面，

展示任务的详细信息，详见 3.3.3.2、3.4.1.3、3.4.2.3 以及 3.5.1.3 章节。 

3.8.2 SSH 访问容器 

如图 3-190 所示，SSH | Jupyter、APP、PyTorch Dataset、TensorFlow Dataset 类型任务在状态为

“运行”时，提供 SSH 访问容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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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0 SSH 访问容器 

3.8.3 访问 Jupyter 服务 

如图 3-191 所示，SSH | Jupyter 和 APP 类型任务在状态为“运行”时，提供 Jupyter 交互的功能。 

 
图 3-191 访问 Jupyter 服务 

3.8.4 创建推理任务 

如图 3-192 所示，Caffe Train、PyTorch、TensorFlow 类型任务支持推理功能，同“克隆”按钮

类似，点击任务所在行的“推理”按钮，可携带该任务参数跳转至相应的创建推理任务页面，并可

在此基础上进行参数的重新调整。 

 
图 3-192 创建推理任务 

3.8.5 查看推理结果 

如图 3-193 所示，Caffe Inference、PyTorch Inference、TensorFlow Inference 类型任务支持查看推

理结果，点击任务所在行的“查看结果”按钮，便可跳转到该推理任务的结果展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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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3 查看推理结果 

如图 3-194 所示，推理结果页面包括右上角的推理场景名称，左上部分的任务名称、任务状态、

模型文件（存放任务模型脚本的文件，在 PyTorch Inference 类型中被称作模型代码），权重文件（只

存在于 PyTorch Inference 类型的推理结果页）、推理用时等字段，右上部分的查看日志功能，以及

中间部分的推理结果展示。 

 

图 3-194 单张图像分类结果页 

推理场景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语义分割，各种场景又分别支持单张图像、批量图像的推

理。Caffe Inference 类型的任务只支持图像分类，图 3-194 便是其单张图像分类的结果展示页，其批

量图像分类的结果如图 3-19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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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5 批量图像分类结果页 

PyTorch Inference 与 TensorFlow Inference 对于上述提到的三种推理场景均可支持，两者类似，

以 PyTorch Inference 为例，继续介绍推理结果页。其图像分类结果展示页同 Caffe Inference 类似，

不再做展示，单张图像目标检测结果如图 3-196 所示： 

 
图 3-196 单张图像目标检测结果页 

如上图所示，该页面支持图像放大功能，左侧为推理结果原图，右侧为推理结果放大后的图像，

通过鼠标滑动可查看图片全貌。 

批量图像进行目标检测后的结果展示如图 3-197 所示，支持分页功能，每页展示三张图像的检

测结果，同样支持图像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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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7 批量图像目标检测结果页 

单张图像语义分割后的结果如图 3-198 所示： 

 

图 3-198 单张图像语义分割结果页 

批量图像与单张图像语义分割结果页相比只是多了分页功能，不再做展示。 

3.8.6 克隆任务 

如图 3-199 所示，Caffe Train、PyTorch、TensorFlow、TensorFlow Tuning 类型任务支持克隆功

能，点击任务所在行的“克隆”按钮，便可携带该任务参数跳转至相应的创建任务页面，同样可在

此基础上进行参数的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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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9 克隆任务 

3.8.7 查看任务异常原因 

如图 3-200 所示，所有任务在等待或失败状态时均可支持查看出现此种状态原因的功能，点击

任务所在行的“原因”按钮，会出现信息弹框，来说明导致任务等待或失败的原因。 

 
图 3-200 查看任务等待及失败原因 

 
图 3-201 查看导致任务处于等待或失败状态的原因 

3.8.8 容器固化 

如图 3-202 所示，SSH | Jupyter 和 APP 类型任务在状态为“运行”时，点击“提交”按钮，可

以将当前执行任务的容器固化为镜像，并添加为私有应用，详见 3.6.6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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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 容器固化 

3.8.9 查看日志 

如图 3-203 所示，Caffe Dataset、Caffe Inference、Caffe Train、PyTorch、PyTorch Dataset、PyTorch 

Inference、TensorFlow、TensorFlow Dataset、TensorFlow Inference、TensorFlow Tuning 类型任务支持

查看日志的功能，点击任务所在行的“日志”按钮，可以查看任务执行日志。 

 

图 3-203 查看日志 

3.8.10 停止任务 

如图 3-204 所示，处于等待、部署、运行状态的任务，可以在任务执行完成、失败、停止之前，

对任务进行停止操作。点击任务所在行的“停止”按钮，可以终止任务执行。 

 

图 3-204 停止任务 

3.8.11 删除任务 

如图 3-205 所示，点击任务所在行的“删除”按钮，可删除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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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5 删除任务 

3.9 应用中心 

点击任意界面导航栏中的“应用中心”按钮，即可打开应用中心界面，应用中心主要包括两个

标签页，分别为“公有库”集群共享管理和“私有库”个人应用管理，支持缩略图和列表两种展示

形式，默认都为缩略图形式展示。 

3.9.1 共享应用管理 

点击“应用中心”按钮默认先进入“公有库”共享应用管理主页面，如图 3-206 和图 3-207 所示，

页面显示的是集群预置的应用和其他用户分享的应用。 

 
图 3-206 共享应用管理缩略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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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7 共享应用管理列表页面 

在缩略图中，自上往下依次为“名称”+“标签”（以分号间隔）、“分享者”、“分享时间”、

“类型”和“操作”五项；在列表中分为“名称”、“类型”、“标签”、“分享者”、“分享时

间”、“操作”六列： 

名称：表示创建的应用名称； 

标签：表示创建的应用标签； 

类型：表示创建的应用类型，有如下 13 种值：“Caffe”、“Caffe Dataset”、“Caffe Inference”、

“TensorFlow”、“TensorFlow Dataset”、“TensorFlow Inference”、“TensorFlow Tuning”、 “TensorBoard”、

“PyTorch”、“PyTorch Dataset”、“PyTorch Inference”、“Jupyter”、“Other”，普通用户固

化出来的应用都为“Other”类型； 

分享者：表示该应用的分享者； 

分享时间：表示该应用的分享时间； 

操作：表示可进行的操作，可以进行订阅和取消订阅操作。 

3.9.1.1 查询共享应用 

如图 3-208 所示，可输入“应用类型”和“分享者”作为查询条件，也可在应用名字的输入框

中输入关键字进行模糊查询；点击“搜索”按钮，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应用列表；点击“重置”按钮，

清空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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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8 共享应用管理页面 

3.9.1.2 订阅和取消订阅应用 

 
图 3-209 订阅和取消订阅应用 

如图 3-209 所示，图标为灰色是表示现在还未订阅，图标为粉色表示该应用已经被订阅，当点击

灰色按钮进行订阅后该应用会出现在工作面板中，用户便可点击该应用进入该任务对应的任务提交

页面。 

在工作面板中也可对订阅的应用和固化后的应用进行取消订阅操作，如图 3-210 所示，点击关闭

按钮方可对该应用进行取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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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0 工作面板取消订阅 

3.9.1.3 批量订阅和批量取消订阅应用 

如图 3-211 可进行多选操作，也可点击“选择所有”按钮进行全选操作，选中后点击“订阅”或

者“取消订阅”按钮进行批量订阅或者批量取消订阅操作，流程与 3.9.1.2 相似。 

【注意】选中操作只会对非预置的应用进行选中，预置的应用不需要订阅也没有选择权限 

 
图 3-211 批量订阅和批量取消订阅页面 

3.9.2 个人应用管理 

点击应用中心管理页面中的“私有库”按钮进入个人应用管理主页面，如图 3-212 所示，页面显

示的是当前用户通过“Jupyter”或“App”固化出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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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 个人应用管理缩略图页面 

缩略图展示和“公有库”类似，“操作”略有不同，表示的是分享、取消分享和删除操作。 

3.9.2.1 查询个人应用 

与章节 3.9.1.1 相似，可在应用名字的输入框中输入关键字进行模糊查询；点击“搜索”按钮，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应用列表；点击“重置”按钮，清空查询条件。 

3.9.2.2 分享和取消分享应用 

 
图 3-213 分享和取消分享应用 

如图 3-213 所示，图标为灰色是表示现在还未分享，图标为蓝色表示该应用已经被分享，当点击

灰色按钮进行分享后该应用会出现在其他用户的应用中心的“公有库”子页面中，其他用户即可进

行应用的订阅和任务的创建等操作；当点击蓝色按钮取消分享后，其他用户的应用中心的“公有库”

子页面中将没有该应用，但已经订阅该应用还会继续在工作面板中显示，只是该应用无法进行新的

任务创建操作。 

与 3.9.1.3 章节类似，“私有库”同样支持多选操作，或者点击“选择所有”按钮进行全选操作，

选中后点击“分享”或者“取消分享”按钮可进行批量分享或者批量取消分享的操作，流程与对单

应用操作相似。 

3.9.2.3 删除应用 



 

116 

点击应用下方的“删除”按钮，可删除该应用。也可同时选中多个应用后，点击工具栏上的“删

除”按钮，批量删除应用。 

 

图 3-214 删除应用 

3.9.2.4 修改个人应用 Logo 

用户自己创建的应用默认为以下这种 Logo，如果用户想更换可以点对应缩略图的 Logo 进行更

换，支持从集群上传和本地上传两种方式。 

【建议】图片为正方形，格式为 PNG 或者 JPG 格式。 

 
图 3-215 修改个人应用 Logo 

3.10 共享中心 

共享中心作为资源共享的媒介，将用户发布的资源向其他用户公开，并授予复制权限。 

如图 3-216 所示，共享中心管理页面分为三个标题页，“数据”、“代码”及“其他”，分别代

表数据集、脚本及配置文件和其他。各标题页显示用户自己创建中及所有用户已创建的共享资源，

每条分享数据拥有“名称”、“共享者”、“日期”以及“描述信息”四个属性（下图以“数据”

标题页为例，“代码”、“其他”类型的标题页的展示方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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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6 共享中心管理页面 

名称：表示共享资源名称； 

共享者：表示共享资源的所有者； 

日期：表示共享日期； 

描述信息：表示共享资源的描述信息，阐述了资源的用途。 

如图 3-217 所示，“添加共享”按钮用于创建共享资源；“全选”按钮用于选取当前页由该用户

创建的所有已共享资源，该按钮仅在搜索当前用户的共享资源时展示；“取消共享”按钮用于将选

中的资源进行批量取消共享，但仅允许取消由该用户创建的共享资源；“搜索”按钮支持“共享者”

字段的精准查询以及“共享资源名称”的模糊查询；“重置”按钮用于清空搜索条件。 

 

图 3-217 共享中心管理页面操作功能概览 

3.10.1 创建共享 

如图 3-218 所示，在共享资源管理页面，点击“添加共享”按钮进入创建共享资源页面。以创

建“数据”类型资源为例：通过键入资源路径，并为其添加描述信息，将资源以压缩包的形式存储

在共享目录下，供其他用户使用（需解压至用户主目录下）。创建“代码”、“其他”类型的共享

资源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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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8 创建共享资源 

选项说明： 

名称：表示共享资源的名称且不允许重复； 

路径：表示共享的资源路径，点击右侧“文件夹”按钮进行选择； 

类型：表示创建的共享资源的类型，用于声明该资源的定位，默认以跳转前的标题页初始化标

签。其中，“数据”类型主要为数据集、训练结果集等，“代码”类型主要为脚本、配置文件等，

“其他”类型用作其他资源； 

描述信息：表示描述信息，用于为该共享资源添加必要的描述信息，以便向其他用户声明该资

源的使用方法及方向。 

点击“-”按钮，删除一条共享路径，不能少于 1 条路径； 

点击“+”按钮，添加一条共享路径，不能大于 5 条路径； 

点击“重置”按钮，恢复“添加共享”页面各参数的初始值； 

点击“完成”按钮，执行创建共享操作，并进入资源共享管理页面，如图 3-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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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9 正在共享资源 

3.10.2 复制共享 

如图所示，点击卡片上的“复制到”按钮，可以将其他用户共享的资源解压到用户主目录下指

定的位置。 

 
图 3-220 复制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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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 正在复制资源 

【注意】每个用户同时仅支持一个资源处于“共享”或“复制”状态，在此期间，“添加共享”

与“复制到”按钮均不可点击。 

3.10.3 取消共享 

如图 3-222 所示，点击卡片上的“取消共享”按钮，可以取消由该用户创建的共享资源。 

 
图 3-222 取消共享资源 

【注意】用户仅能取消由自己创建的共享资源，且共享中的资源不支持取消共享。 

3.11 文件管理 

如图 3-223 所示，点击导航栏中“文件管理”按钮便可跳转到文件管理界面，文件管理基于 E-File

实现，可对文件进行可视化管理和操作，如图 3-224 所示。 

 
图 3-223 导航栏中文件管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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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4 文件管理界面 

文件管理界面包括用户信息、工具栏、目录导航栏、文件列表等内容。其中，文件列表默认排

序为文件名字母正序，文件夹与文件分别排序，支持切换排序方式，包括按文件名字母顺序、文件

大小、修改时间等方式排序，可分别选择正序和倒序。  

另外，点击左侧小三角可将文件管理目录树内容全部展示开来，如图 3-225 所示： 

 

图 3-225 文件管理目录树 

3.11.1 文件新建 

如图 3-226 所示，文件管理支持新建文件、新建文件夹功能。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类型，页面出

现对应弹框，根据命名要求建立文件或文件夹，存放在当前工作目录下。 

 
图 3-226 文件管理“新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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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7 新建文件夹 

3.11.2 文件上传 

打开某个工作目录后，点击“上传”按钮，根据需要可将本地文件或文件夹上传至该目录。 

 
图 3-228 上传文件或文件夹至工作目录 

如图 3-229 所示，文件开始上传后，页面自动弹出文件上传列表，提供对上传任务进度的监控

功能，且上传过程中用户可手动暂停/恢复、删除上传任务，对于上传失败的临时文件，用户也可以

手动清除。上传任务全部结束后，文件上传列表自动隐藏。此外点击“查看上传列表”可手动控制

文件上传列表的显示与隐藏。 

 
图 3-229 文件上传进度监控 

3.11.3 文件快传 

文件管理支持快传，点击“快传”按钮，同样可将本地文件或文件夹批量、快速上传至该目录。

文件上传过程中同样支持进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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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0 快传文件或文件夹至工作目录 

【注意】 使用快传功能之前，首先保证计算机中存在已安装好的快传客户端，否则根据图 3-231

提示下载安装即可。 

 

图 3-231 提示用户下载安装快传客户端 

3.11.4 文件下载 

勾选需要下载的文件，点击工具栏上的“下载”按钮，即可将文件从集群下载到本地。 

 
图 3-232 下载文件至本地 

如果勾选的文件超过一个，系统会将所选文件统一压缩打包后再进行下载，如图 3-233 所示： 

 

图 3-233 多个文件统一压缩打包下载 

此外，通过图 3-233 可看到文件所在行支持对单个文件的下载。 

3.11.5 批量删除 

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支持批量选择），点击工具栏上的“删除”按钮，即可从目录中删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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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件。 

 
图 3-234 批量删除文件 

3.11.6 返回上一级 

点击工具栏上的“返回上一级”按钮，可以返回基于当前工作目录的上一层工作目录。 

 

图 3-235 返回上一级目录 

3.11.7 返回根目录 

点击工具栏上的“根目录”按钮，可以回到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图 3-236 点击回到根目录 

图 3-237 所示为根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图 3-237 根目录文件列表 

此外，如图 3-235 所示目录导航，点击任意层级，文件系统便会跳转至该目标目录下，如点击

“public”，便会跳转至 public 的目录下，如图 3-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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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8 点击目录导航中的任一级 

3.11.8 文件搜索 

文件管理支持文件搜索功能。通过在文件名输入框内输入关键字（点击框内右侧“×”号可以

清空搜索关键字），通过“Enter”键确认，可筛选出在当前目录下与关键字匹配的文件。该搜索支

持模糊查询。 

“刷新”按钮可以重新加载当前目录下、满足查询条件（若有）时的文件。 

 
图 3-239 文件搜索 

3.11.9 文件预览 

点击或双击列表中指定类型的文件（在这指文件名），可预览该文件。默认支持预览的文件名

后缀为 txt, sql, java, py, sh, js, css, html, jsp, jsx, php, scss, xml, yaml, json, less, vue, ts, log, md, csv, cfg, 

conf, properties，最大支持 20MB 文件的预览。预览中的文件支持编辑、保存、全屏放大等功能，如

图 3-240 所示。此外单击或双击文件夹，则会进入该文件夹下的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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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0 文件预览 

3.11.10 单击文件所在行 

单击文件所在行，该行文件会被选中。当选中单个文件时，工具栏会添加“重命名”按钮，提

供对当前文件的重命名功能，如图 3-241 所示。同时选中多个文件则不支持该功能。 

 

图 3-241 点击工具栏中“重命名”按钮的提示效果 

3.11.11 右击对应的文件操作 

选中单个文件右击对应的功能有：“重命名”、“删除”、“下载”，如图 3-242 所示；同时

选中多个文件右击则只支持删除与下载功能，如图 3-243 所示。可根据需要进行相应操作。 

 
图 3-242 选中单个文件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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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3 同时选中多个文件右击  

3.12 下载工具 

首页右上角点击“下载工具”，即可下载 WinSCP 工具，如下图所示。 

 

图 3-244 工作面板页面(工具下载)  

 
图 3-245 安装 WinSCP 软件 

 下载完 install_winscp_putty.rar 本地解压缩后的目录结构，安装只需在 install.bat 文件上右键“以

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弹出安装界面，详细安装步骤可查阅 ReadMe.txt 文件。 

【注意】安装完成以后需要重启浏览器。 

完成初次配置后，会提示是否调用 WinSCP 程序，点击“打开 gv_winscp.bat”即可，也可勾选

“记住我对 gv_winscp.bat 链接的选择”，如勾选，下次将直接运行 WinSCP，如图所示： 



 

128 

 

图 3-246 外部协议请求提示框 

 
图 3-247 密码输入框  

 
图 3-248 WinSCP 运行界面 

4 运行测试程序 

4.1 准备步骤 

确认用户目录下存在测试数据 caffe_test，tensorflow_test，pytorch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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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ffe 测试程序 

4.2.1 创建 Dataset 

使用 sugon 用户登录 SothisAI 平台。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数据集： 

 
图 4-1 Caffe 添加测试数据集 

参数： 

类型：Raw 

训练数据集：/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train/train 

测试数据集：/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train/test 

训练标签：/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train/train.txt 

测试标签：/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train/test.txt 

图像尺寸：227 * 227 

图像类型：jpg 

灰度:color 

数据格式:lmdb 

4.2.2 创建 Model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Model 模型： 

 
图 4-2 Caffe 添加测试模型的求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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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迭代测试次数：20 

基础学习率：0.0001 

Momentum：0.9 

训练图像数量/迭代：20 

算法类型：SGD 

迭代总数：400 

学习率调整策略：fixed 

权重衰减：0.005 

测试图像数量/迭代：10 

 

图 4-3 Caffe 添加测试模型网络 

参数： 

网络选择：AlexNet 

4.2.3 创建训练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训练任务并运行： 

 
图 4-4 Caffe 添加测试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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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行”执行任务。 

 

图 4-5 Caffe 运行测试训练任务 

4.2.4 创建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推理任务并运行： 

 

图 4-6 Caffe 添加测试推理任务 

参数： 

训练任务：选择已完成的训练任务 

Caffemodel：选择训练任务所生成的 caffemodel 

输出层名称：prob 

类别详情：/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inference/caffe_classific

ation.txt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caffe_test/caffe_inference/Caffe_classific

ation_images 

点击“运行”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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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Caffe 运行测试推理任务 

4.3 TensorFlow 测试程序 

4.3.1 创建非分布式训练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创建 TensorFlow 非分布式任务： 

 
图 4-8 TensorFlow 创建非分布式训练任务 

参数： 

Python 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train/mnist.py 

工作空间：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train/ 

运行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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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TensorFlow 非分布式训练任务运行 

4.3.2 创建分布式训练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创建 TensorFlow 分布式任务： 

 
图 4-10 TensorFlow 创建分布式训练任务 

参数： 

Python 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train/tf_cnn_benchmarks/tf_c

nn_benchmarks.py 

Python 参数： 

--display_every=1 --num_batches=50 --batch_size=64 --model=alexnet 

--variable_update=parameter_server --local_parameter_device=gpu 

--train_dir=/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blogs 

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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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home/sugon/SothisAI 

TB 日志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blogs 

环境变量： 

 TEST_ENV=SothisAI 

运行训练任务： 

 
图 4-11 TensorFlow 分布式训练任务运行 

4.3.3 创建调优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创建 TensorFlow 调优任务： 

 
图 4-12 TensorFlow 创建调优任务 

参数： 

Python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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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tuning/tuning_test.py 

工作空间：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tuning/ 

超参数： 

    learning_rate 0.0001-0.0005 

运行调优任务： 

 
图 4-13 TensorFlow 分布式训练任务运行 

4.3.4 创建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TensorFlow 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图 4-14 TensorFlow 创建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参数： 

模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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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classification_mode

l/ 

场景：图像分类 

图像类型：黑白 

图像尺寸：28*28 

类型详情： 

（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tensorflow_classifica

tion.txt 

预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后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TF_classification_im

ages/ 

运行推理任务： 

 
图 4-15 TensorFlow 创建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4.3.5 创建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TensorFlow 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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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TensorFlow 创建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参数： 

模型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_m

odel/ 

场景：目标检测 

图像类型：彩色 

类型详情： 

（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tensorflow_object_d

etection.txt 

预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后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TF_object_detection

_images / 

运行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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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TensorFlow 创建目标检测理任务 

4.3.6 创建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TensorFlow 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图 4-18 TensorFlow 创建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参数： 

模型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semantic_segmenta

tion_model/ 

场景：语义分割 

图像类型：彩色 

图像尺寸：513*513*3 

类型详情： 

(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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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tensorflow_test/tf_inference/tensorflow_semanti

c_segmentation.txt 

预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后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TF_semantic_segmen

tation_images/ 

运行推理任务： 

 
图 4-19 TensorFlow 创建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4.4 PyTorch 测试程序 

4.4.1 创建非分布式训练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PyTorch 非分布式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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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PyTorch 添加非分布式测试任务 

参数： 

Python 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mnist_single_tensorb

oard.py 

工作空间：/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 

TB 日志路径：/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 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log 

运行任务： 

 

图 4-21 PyTorch 非分布式任务运行 

4.4.2 创建分布式训练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PyTorch 分布式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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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PyTorch 添加分布式测试任务 

参数： 

Python 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mnist_distributed.py 

工作空间：/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 

4.4.3 创建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PyTorch 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图 4-23 PyTorch 添加图像分类测试任务 

参数： 

模型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train/mnist_single_tensorb

oard.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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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文件：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classification_w

eight/mnist_cnn.pt 

模型名称：Net 

场景：图像分类 

图像类型：黑白 

图像尺寸：28*28 

类型详情：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为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classfication_label.txt 

均值：[0.1307,] 

方差：[0.3081,] 

预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后处理脚本：点击“生成脚本”按钮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classification_images/ 

点击“运行”执行推理任务。 

 

图 4-24 PyTorch 运行图像分类推理任务 

4.4.4 创建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PyTorch 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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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PyTorch 添加目标检测测试任务 

参数： 

模型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

_pythoncode/model.py 

权重文件：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

_weight/BEST_checkpoint_ssd300.pth.tar 

模型名称：SSD300 

场景：目标检测 

图像类型：彩色 

图像尺寸：300*300*3 

类型详情：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为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_labe

l.txt 

均值：[0.485,0.456,0.406] 

方差：[0.229,0.224,0.225] 

预处理脚本：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_trea

tment_script/preprocess.py 

【注意】预处理脚本内容中的所有路径需要修改为当前用户目录下对应的路径 

后处理脚本：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_trea

tment_script/postprocess.py 

【注意】后处理脚本内容中的所有路径需要修改为当前用户目录下对应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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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object_detection

_images/ 

点击“运行”执行推理任务。 

 

图 4-26 PyTorch 运行目标检测推理任务 

4.4.5 创建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根据以下参数添加 PyTorch 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图 4-27 PyTorch 添加语义分割测试任务 

参数： 

模型代码：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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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ation_pythoncode/models.py 

权重文件：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

ntation_weight/encoder_epoch_20.pth 

模型名称：SegmentationModule 

场景：语义分割 

图像类型：彩色 

图像尺寸：无 

类型详情：点击“浏览文件”选择路径为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ntati

on_label.txt 

均值：无 

方差：无 

预处理脚本：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ntati

on_treatment_script/preprocess.py 

【注意】预处理脚本内容中的所有路径需要修改为当前用户目录下对应的路径 

后处理脚本：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ntati

on_treatment_script/postprocess.py 

【注意】后处理脚本内容中的所有路径需要修改为当前用户目录下对应的路径 

规模：批量 

图像路径： 

/public/home/sugon/SothisAI/sothisai2.3.0_test_data/pytorch_test/pytorch_inference/semantic_segme

ntation_images/ 

点击“运行”执行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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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PyTorch 运行语义分割推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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