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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为 HiLens 样例介绍

在 佳实践文档中，提供了针对多种场景、多种功能的华为HiLens样例，方便您通过
如下案例快速了解使用华为HiLens的流程和操作。

● 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针对已升级HiLens Kit系统固件版本至2.2.200.011的
HiLens Kit设备，介绍如何在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至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

● 人脸检测技能开发：基于人脸检测的Caffe模型，使用华为HiLens的模型导入和技
能开发功能，新建一个全新的人脸检测技能。

● 手势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HiLens）：基于手势识别的模型训练数
据，使用ModelArts的模型训练、转换功能和华为HiLens技能开发功能，新建一个
全新的手势识别技能。

● 口罩识别技能开发（HiLens Studio）：基于HiLens Studio的口罩判断技能模
板，在HiLens Studio界面调试代码、开发技能并安装技能至设备上使用。

● 安全帽检测技能开发（外接摄像头）：基于安全帽检测技能模板，介绍如何外接
IPC摄像头，并使用POST输出技能的过程。

● 厂商分发技能至产品：针对生产海思35xx系列芯片的摄像头的设备商，介绍如何
通过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管理设备产品、订购技能，然后将License分发至产品
设备，使得厂商的设备具备AI能力。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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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

本章节针对已升级HiLens Kit系统固件版本至2.2.200.011的HiLens Kit设备，介绍如何
在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至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设备注册至华为HiLens管理控制
台后，可以在华为HiLens控制台上管理设备和技能等。

说明

● 使用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默认注册至“北京四”区域。

● 如果需要操作HiLens Kit的系统文件等配置，可以使用SSH注册并登录设备，详情请见使用
SSH注册设备。

本样例以设备IP为“192.168.2.111”为例，介绍如何在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根据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具体注册步骤如
下所示：

● 步骤1：网线连接PC与HiLens Kit

● 步骤2：互通PC与HiLens Kit网络

● 步骤3：同步时区和时间

● 步骤4：配置无线网络

● 步骤5：注册HiLens Kit

● 步骤6：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查看设备状态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且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处于欠费或
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准备好网线，电脑（PC），路由器，HDMI线。

● HiLens Kit设备已升级系统固件版本至2.2.200.011，详情请见升级HiLens Kit系统
固件版本。

步骤 1：网线连接 PC 与 HiLens Kit

HiLens Kit后面板接口如图2-1和表2-1所示。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2 智能边缘系统注册设备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ilens/hilens_02_0048.html#section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ilens/hilens_02_0048.html#section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ilens/hilens_02_008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ilens/hilens_02_0084.html


图 2-1 后面板接口

表 2-1 后面板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1 电源开关

2 电源接口

3 管理网口

 

步骤1 将DC 12V的电源适配器的端口插入HiLens Kit后面板的电源接口。

步骤2 打开HiLens Kit的电源开关（按住开关键1到2秒放开）。

步骤3 将网线的一端连接到设备的管理网口上，另一端连接到PC的以太网口上。

----结束

步骤 2：互通 PC 与 HiLens Kit 网络

设置PC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或者路由，使PC机能和设备网络互通。

步骤1 单击PC右下角网络图标 ，单击“网络和Internet设置”。

步骤2 在“网络和Internet设置”页面，单击“更改适配器选项”，进入“网络连接”页面。

步骤3 HiLens Kit用网线连到PC后，在“网络连接”页面上会显示对应的网络连接 ，右键单
击该网络连接（一般命名为“本地连接”），单击“属性”，弹出“属性”窗口。

步骤4 在“属性”设置窗口中，双击“Intenet 协议版本4”，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
在右侧输入框中输入一个和设备同一个网段的IP“192.168.2.2”（以设备IP是
“192.168.2.111”为例），单击“子网掩码”文本框，自动生成子网掩码，单击“确
定”，完成网络属性修改。

设备的初始IP地址请参见HiLens Kit 用户指南>默认数据中“管理网口初始IP地址”的
“默认值”。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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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修改网络属性

----结束

步骤 3：同步时区和时间

步骤1 在浏览器输入“https://192.168.2.111”，并按“Enter”打开智能边缘系统登录界面
（HiLens IES Web）。

本样例以设备IP是“192.168.2.111”为例，初次登录请使用设备默认IP，详情请见默
认参数。

步骤2 在“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框中输入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参数请见默认参数。修改初识用户名和密码请见修改初识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3 在主菜单中选择“管理>时间”。

进入“设置系统时间”页面。

步骤4 “地区”选择“亚洲”，“时区”选择“上海”，单击“保存”。

系统会自动退出。

步骤5 重新在浏览器输入“https://192.168.2.111”，并按“Enter”打开并登录智能边缘系
统登录界面（HiLens IES Web）。

本样例以设备IP是“192.168.2.111”为例，初次登录请使用设备默认IP及默认用户名
和密码，详情请见默认参数。

步骤6 在主菜单中选择“管理>时间”。

进入“设置系统时间”页面。

步骤7 核对“时间”，如与当前实际时间不一致，单击 校正时间，单击“保存”。

若时间不正确，会导致注册后无法安装技能。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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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配置无线网络

本样例使用无线网络配置组网。如果想使用有线网络方式或同时使用有线和无线方式
配置组网，请参见组网配置。

步骤1 在智能边缘系统界面主菜单中选择“管理>网络>有线网络”。

进入“有线网络”配置页面。

步骤2 检查“配置IP地址”区域的“IP地址”是否存在“默认网关”。

图 2-3 检查默认网关

● 若不存在默认网关，请执行下一步。

● 若存在默认网关，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操作栏“修改”，在弹出的“修改IP地址”对话框中，删除“默认网关”文
本框中的已有值，单击“确定”。

执行下一步。

步骤3 在主菜单中选择“管理>网络>无线网络”。

进入“无线网络”配置页面。

步骤4 单击 ，打开WIFI开关。

搜索附近热点，可连接附近的无线网络。

步骤5 单击 ，可刷新热点信息。

步骤6 单击 。

弹出信息提示框。

步骤7 在“WIFI密码”文本框中输入WIFI密码。单击“确定”。

页面右上角弹出“连接成功”，完成无线网络连接路由器。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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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无线连接路由器

----结束

步骤 5：注册 HiLens Kit

步骤1 在智能边缘系统主菜单中选择“维护>网管注册”。

进入“配置网管注册”页面。

步骤2 “选择网管模式”勾选“华为HiLens云平台注册”，按表2-2填写注册设备的基本信
息。

表 2-2 注册设备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设备名” 设备的名称。由用户自定义。

“帐号名” 华为云帐号名，相关概念请参见IAM基本概念。

“用户名” IAM用户名，相关概念请参见IAM基本概念。如果没有IAM账
户时，“用户名”与“帐号名”一致。

“密码” 华为云帐号密码。

 

步骤3 单击“保存”。

页面右上方提示“注册成功”。

----结束

步骤 6：在华为 HiLens 管理控制台查看设备状态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确认控制台左上角处于“北京四”区域。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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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单击“设备管理>设备列表”，默认设备列表展现所有设备。

查看到您所注册的设备列表，且设备状态处于“在线”状态，则说明您的设备成功注
册。

如果设备状态处于离线状态，或其他原因注册失败，请参见HiLens Kit注册失败排查
原因。

图 2-5 设备状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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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脸检测技能开发

针对业务开发者，华为HiLens提供了导入（转换）模型功能和开发技能的功能，您可
以自行开发模型并导入华为HiLens，根据业务诉求编写逻辑代码，然后基于您自定义
的算法模型和逻辑代码新建技能。

本章节提供了一个人脸检测技能的样例，介绍从模型导入到查看技能效果，新建一个
全新技能的全流程，帮助您快速熟悉华为HiLens技能开发的使用过程。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仔细阅读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具体技能开
发的步骤如下所示：

● 步骤1：准备数据

● 步骤2：导入（转换）模型

● 步骤3：新建技能

● 步骤4：（可选）发布技能

● 步骤5：安装技能

● 步骤6：启动技能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且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处于欠费或

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准备好网线，电脑，路由器，HDMI线，显示屏。

● 成功注册设备HiLens Kit设备至华为HiLens控制台，详情请参见注册HiLens Kit。
● 登录OBS服务，创建桶和文件夹，用于存放样例的模型数据。创建名称为

“hilens-test1”OBS桶，创建名称为“face-detection”文件夹和名称为“face-
detection-output”的文件夹。

创建OBS桶和文件夹的操作指导请参见创建桶和新建文件夹。为保证模型数据能
正常访问，请务必保证创建的OBS桶与华为HiLens在同一区域。

占用OBS资源的操作均会收取一定费用，收费规则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 OBS。

步骤 1：准备数据

华为HiLens在公共OBS桶中提供了人脸检测技能的示例模型，命名为
“face_detection_model”，因此本文的操作示例使用此示例模型进行技能开发。您
需要执行如下操作，将模型文件上传至您的OBS目录下，即准备工作中您创建的OBS
目录“hilens-test1/face-detection”。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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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单击模型下载链接，将人脸检测案例示例模型“face_detection_model”下载至本
地。

步骤2 在本地，将“face_detection_model”压缩包解压。例如解压至本地
“face_detection_model”文件夹下，包括两个子文件夹“caffemodel+transfer”和
“logic_code”。

步骤3 参考上传文件，将“caffemodel+transfer”文件夹下的3个文件上传至“hilens-test1/
face-detection”OBS路径下，包含caffe模型文件“.caffemodel”和“.prototxt”和
配置文件“.cfg”。

----结束

步骤 2：导入（转换）模型

导入的模型可为“.om”格式、“.pb”格式或“.caffemodel”格式，其中“.om”格
式的模型才可以在HiLens Kit上运行，“.pb”格式或“.caffemodel”格式的模型在
“导入（转换）”过程中，华为HiLens平台会自动将模型转换为“.om”格式。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模型管理”，进入
“模型管理”页面。

步骤2 在“模型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导入（转换）模型”。

步骤3 在“导入模型”页面，按表3-1填写参数，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导入。

图 3-1 导入模型

表 3-1 导入模型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名称” 输入“face-detection-demo”。

“版本” 输入“1.0.0”。

“描述” 输入导入模型的描述。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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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推荐填写

“模型来源” 单击“从OBS导入”，在“选择模型地址”右侧单击 ，
进入模型上传至OBS的存储路径“/hilens-test1/face-
detection/”，选中“face_detection.caffemodel”文
件，单击“确定”，如图3-2所示。

“转换类型” 选择“Caffe 转 Ascend”。

“转换输入目录” 在选择“模型来源”后默认输入路径。

“转换输出目录” 单击 选择转换输出目录为“/hilens-test1/face-
detection-output/”。

“高级选项” 包括输入张量形状、转换输出节点等参数选项，详情请见
高级选项。此样例可保持默认参数。

 

图 3-2 模型来源

华为 Hi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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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导入模型

模型导入后，将进入“模型管理”页面，您导入的模型可从列表中查看模型导入（转
换）的状态，包括“转换中”、“转换失败”、“转换成功”、“导入失败”、“导
入成功”，当状态为“导入成功”时，您可以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新建技能。

----结束

步骤 3：新建技能

步骤1 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列
表。

步骤2 在“技能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新建技能”，进入“创建技能”页面。

步骤3 在“创建技能”页面，在“技能模板”中选择“使用空模板”后，填写“基本信息”
和“技能内容”。此样例可不填“运行时配置（可选）”、“难例上传设置（可
选）”和“弹性技能参数（可选）”。

基本信息

按表3-2填写基本信息，如图3-4所示。

表 3-2 基本信息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技能模板” 选择“使用空模板”。

“技能名称” 输入“Face_Detection”。

“技能版本” 输入“1.0.0”。

“适用芯片” 默认为“Ascend310”。

“检验值” 根据步骤1：准备数据所下载的文件
“face_detection_model>logic_code”中的“main.py”
文件中init函数参数值，这里检验值应输入“test”。此处
的检验值和init函数参数值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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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推荐填写

“应用场景” 选择“其他”，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人脸检测”。

“技能图标” 上传技能图标。

“OS平台” 选择“Linux”系统。

“描述” 输入技能的描述。

 

图 3-4 填写基本信息

技能内容

根据您的模型和逻辑代码情况，按表3-3填写技能内容，如图3-5所示。

表 3-3 技能内容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技能格式” 选择“技能包”格式。

“运行时语言” 选择“Pytho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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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推荐填写

“代码执行文件” 默认为“index.py”，此样例代码文件名称为
“main.py”，因此输入“main.py”。

“模型” 单击加号，您可以在弹出框中，选择导入的模型“face-
detection-demo”。

“代码上传方式” 1. 选择“在线编辑”，在代码编辑框中直接编辑代码：
单击 ，把默认文件“index.py”的文件名改为
“main.py”，然后复制步骤1：准备数据所下载的
“face_detection_model>logic_code>main.py”文件
中的代码，粘贴至“main.py”文件的编辑框中。

2. 单击“文件>创建同级文件”，输入文件名称
“postprocess.py”，单击“确定”。然后复制步骤
1：准备数据所下载的
“face_detection_model>logic_code>postprocess.py
”文件中的代码，粘贴至“postprocess.py”文件的编
辑框中。

 

图 3-5 技能内容

步骤4 基本信息和技能内容填写完成后，您可以在界面右侧查看其配置参数值，如果某个字
段填写错误，在右侧会显示一个小红叉。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技能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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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确认信息并完成新建技能

----结束

创建完成后，您的技能将进入“技能开发>技能管理”页面，且状态为“未发布”，您
可以执行发布操作，将技能发布至技能市场；您也可以安装技能至设备，并查看设备
使用技能效果。

发布后，技能将处于“审核中”状态，华为HiLens工作人员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请您耐心等待。当审核通过后，状态将变更为“审核通过，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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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可选）发布技能

步骤1 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管
理”页面。

步骤2 选择需要发布的技能，单击右边的“发布”。

步骤3 在弹出的“发布技能”对话框中，按表3-4设置相关信息，单击“确定”。

图 3-7 发布技能至技能市场

表 3-4 发布技能参数说明

参数字段 说明

发布服务 技能发布的服务位置。本样例选择“HiLens技能市场”。

计费策略 技能发布在HiLens技能市场的计费策略。可选择“免费”和“收
费”。

计费模式 技能发布后的计费模式。

● 若选择“免费”计费策略，仅可选择“一次性”计费模式。

● 若选择“收费”计费策略，可选择“包年/包月”和“一次性”
两种计费模式。

计量单位 表示可用在设备上的规格。有“路数”和“并发量”两种计量方
式。若以“路数”规格，可安装在设备上使用一路视频。

规格限制 技能在同一设备上 多可以处理视频的路数，或 大并发量。

隐私声明 技能涉及到的用户隐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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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之后，将发送至华为HiLens后台，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
核，请您耐心等待。

----结束

步骤 5：安装技能

步骤1 在“技能开发>技能管理”页面，选择已开发的的技能，单击右侧“安装”。

步骤2 勾选已注册且状态显示在线的设备，单击“安装”，安装成功后单击“确定”，完成
安装技能操作，如图3-8所示。

安装过程中，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会将技能包下发到设备。下发技能包需要一段时
间，可以从进度条中看到技能安装进度，下发完成后“进度”栏会提示“安装成
功”。

图 3-8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启动技能查看技能输出数据。

----结束

步骤 6：启动技能

步骤1 使用HDMI视频线缆连接HiLens Kit视频输出端口和显示器。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设备列表”，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步骤3 单击已注册设备的设备卡片，进入设备详情页，默认进入“技能管理”页签，已安装
的人脸检测技能状态为“停止”，单击操作列的“启动”，并单击“确定”，确定启
动技能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等待一会，当状态变为“运行中”，则技能成功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已安装的技能状态说明如表3-5所示。

图 3-9 查看技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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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安装技能状态

状态名 状态说明

停止 停止状态，技能停止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运行中 运行状态，技能成功安装在端侧设备。

 

技能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您可以通过显示器查看技能输出的视频数据。

图 3-10 技能效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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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势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

HiLens）

ModelArts是面向AI开发者的一站式开发平台，您可以使用ModelArts开发一个用于华
为HiLens平台的算法模型，然后基于您自定义的算法模型和逻辑代码新建技能。

本章节提供了一个手势识别技能的样例，介绍从模型训练到查看技能效果，新建一个
全新技能的全流程，帮助您快速熟悉华为HiLens技能开发的使用过程。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仔细阅读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具体技能开
发的步骤如下所示：

● 步骤1：准备数据

● 步骤2：创建数据集

● 步骤3：订阅算法

● 步骤4：使用订阅算法创建训练作业

● 步骤5：转换模型

● 步骤6：导入模型至华为HiLens

● 步骤7：新建技能

● 步骤8：（可选）发布技能

● 步骤9：安装技能

● 步骤10：启动技能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且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处于欠费或

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准备好网线，电脑，路由器，HDMI线，显示屏。

● 成功注册设备HiLens Kit设备至华为HiLens控制台，详情请参见注册HiLens Kit。

● 登录OBS服务，创建桶和文件夹，用于存放样例的训练数据。创建名称为
“hilens-gesture”OBS桶，区域选择“华北-北京四”，创建如下文件夹：

– “gesture-data”：用于存放训练模型的数据。

– “gesture-data-output”：用于存放模型输出数据。

– “gesture-data-record”：用于存放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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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ture-convert-output”：用于存放转换模型后的输出文件。

创建OBS桶和文件夹的操作指导请参见创建桶和新建文件夹。为保证模型数据能
正常访问，请务必保证创建的OBS桶与华为HiLens在同一区域。

占用OBS资源的操作均会收取一定费用，收费规则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 OBS。

步骤 1：准备数据

华为HiLens在公共OBS桶中提供了手势识别技能的用于模型训练的示例数据，命名为
“gesture_recognition_data”，因此本文的操作示例使用此示例模型进行技能开发。
您需要执行如下操作，将模型文件上传至您的OBS目录下，即准备工作中您创建的
OBS目录“hilens-gesture/gesture-recognition”。

步骤1 单击示例数据下载链接，将手势识别案例示例数据“gesture_recognition_data”下载
至本地。

步骤2 在本地，将“gesture_recognition_data”压缩包解压。例如解压至本地
“gesture_recognition_data”文件夹下，包括1个子文件夹“gesture-data”和1个
“.py”文件。

步骤3 参考上传文件，利用OBS Browser+工具将“gesture_recognition_data/gesture-
data”文件夹下的所有数据上传至“hilens-gesture/gesture-data”OBS路径下，OBS
Browser+使用方法请参见OBS Browser+工具指南。

----结束

步骤 2：创建数据集

步骤1 登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根据要求完成访问权限配置。

步骤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数据管理>数据集”。

步骤3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单击“创建数据集”。在“创建数据集”页面，“数据集输入位
置”选择步骤1：准备数据中上传的数据存储目录（OBS路径），需选择到具体图片存
储的父目录。“数据集输出位置”，请指定一个空目录，且此目录不能是数据来源目
录下的子目录。“标注类型”选择“图像分类”。

图 4-1 创建数据集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4 手势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 HiLens）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obs/obs_03_030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obs/obs_03_0316.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icing.html?tab=detail#/obs
https://hilens-guide-cn-north-4.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gesture_recognition_data.zip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clientogw-obs/obs_03_041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rowsertg-obs/obs_03_1000.html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odelart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modelarts/modelarts_08_0007.html


步骤4 参数填写完成后，单击“创建”，完成数据集创建。

进入数据集管理页面，等待数据同步完毕，您可以单击数据集名称进入概览页面，了
解进度。由于提供的样例数据集已完成数据标注，当数据集概览页面显示图片已标
注，表示数据已同步完成。

图 4-2 标注进展

步骤5 发布数据集。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单击“发布”，在弹出窗口中，根据界面提示进行配置。由于本
示例使用的算法，必须使用切分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因此训练验证比例的参数必须设
置，建议设置为“0.8”或“0.9”，表示训练集和验证集的比例为“8：2”或“9：
1”。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发布数据集。

图 4-3 发布数据集

----结束

步骤 3：订阅算法

ModelArts官方提供了一个“ResNet_v1_50”，算法用途为图像分类，您可以使用此
算法训练，得到所需的模型。目前“resnet_v1_50”算法发布在AI Gallery中。您可以
前往AI Gallery，订阅此算法，然后同步至ModelArts中。

步骤1 登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AI Gallery”。进入新版AI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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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图像分类-ResNet_v1_50，进入算法详情页。

由于AI Gallery发布了多个“ResNet_v1_50”，本示例选择支持GPU训练+Ascend310
推理的算法。

图 4-4 选择仅用于 Ascend 310 推理的算法

步骤3 单击右侧的“订阅”，根据界面提示完成算法订阅。

此算法由ModelArts官方提供，目前免费开放。订阅算法完成后，页面的“订阅”按钮
显示为“已订阅”。

步骤4 单击详情页的“前往控制台”，此时弹出“选择云服务区域”对话框，选择ModelArts
对应的区域，然后再单击“确定”。

页面将自动跳转至ModelArts的“算法管理>我的订阅”中同步对应的算法。

图 4-5 前往控制台

图 4-6 选择云服务区域

步骤5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的算法管理页面，算法将自动同步至ModelArt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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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同步算法

----结束

步骤 4：使用订阅算法创建训练作业

算法订阅成功后，算法将呈现在“算法管理>我的订阅”中，您可以使用订阅的
“ResNet_v1_50”算法创建训练作业，获得模型。

步骤1 进入“算法管理>我的订阅”页面，选择订阅的“ResNet_v1_50”算法，单击左侧的
小三角展开算法，在版本列表中，单击“创建训练作业”。

图 4-8 创建训练作业

步骤2 在“创建训练作业”页面，参考如下说明填写关键参数。

● “算法> 我的订阅”：系统默认选择订阅的算法，请勿随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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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输入”：选择数据集，然后从下拉框中选择步骤2：创建数据集中创建好的
数据集。数据集一定要选择切分训练集比例的版本，否则将会导致训练失败。

● “训练输出”：选择训练结果的存储位置（OBS路径）。为避免出现错误，建议
选择一个空目录用作“训练输出”。本样例选择准备工作中已创建的OBS桶
“hilens-gesture”和文件夹“gesture-data-output”。

● “超参”：建议采用默认值。如需进行调优，可参考算法详情页的训练参数说
明。

● “资源类型”：建议选择GPU规格的资源类型，训练效率会更高一些。

步骤3 参数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确认规格，单击“确定”，完成训练作业创建。

步骤4 进入“训练管理>训练作业（New）”页面，等待训练作业完成。

训练作业运行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根据经验，选择样例数据集，使用GPU
资源运行，预计3分钟左右可完成。

当训练作业的状态变更为“已完成”时，表示已运行结束。

图 4-9 查看训练作业状态

您可以单击训练作业名称，进入详情页面，了解训练作业的“配置信息”、“日
志”、“资源占用情况”和“评估结果”等信息。

您也可以在配置的“训练输出位置”对应的OBS目录下获得训练生成的模型。

----结束

步骤 5：转换模型

步骤1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左侧导航栏的“AI应用管理 > 模型转换”，进入模
型转换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上角的“创建任务”，进入任务创建任务页面。

步骤3 在“创建任务”页面，按表4-1填写相关信息，如图4-10所示。

表 4-1 创建任务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名称” 输入“gesture-recognition”。

“描述” 输入判断手势技能的简短描述，如：将判断手势技能模型
转换为“.om”格式。

“输入框架” 选择“Tens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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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推荐填写

“转换输入目录” 选择转换输入目录为“hilens-gesture/gesture-data-
output/frozen_graph”。

“输出框架” 选择“MindSpore”。

“转换输出目录” 选择转换输出目录为“hilens-gesture/gesture-convert-
output”。

“转换模板” 选择“TF-FrozenGraph-To-Ascend-HiLens”。

“高级选项” “输入张量形状”设置为“images:1,224,224,3”，其他
选项均为默认值。

 

图 4-10 创建模型压缩/转换任务

步骤4 任务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右下角“立即创建”。

创建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至“模型压缩/转换列表”中。刚创建的转换任务将呈现在
界面中，其“任务状态”为“初始化”。任务执行过程预计需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
等，请耐心等待，当“任务状态”变为“成功”时，表示任务运行完成并且模型转换
成功。

如果“任务状态”变为“失败”，建议单击任务名称进入详情页面，查看日志信息，
根据日志信息调整任务的相关参数并创建新的转换任务。

----结束

步骤 6：导入模型至华为 HiLens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模型管理”，进入
“模型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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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HiLens控制台技能开发所在的区域应和在ModelArts AI Gallery订阅算法的区域图4-5一
致。

步骤2 在“模型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导入（转换）模型”。

步骤3 在“导入模型”页面，然后参考表4-2填写参数，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导
入，如图4-11所示。

表 4-2 导入模型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名称” 输入“gesture-recognition”。

“版本” 输入“1.0.0”。

“描述” 输入导入模型的描述。

“模型来源” 单击“从ModelArts导入”，在右侧下拉框中选择“OM（从转
换任务中获取）”，然后在下方转换任务列表中勾选之前在步骤
5：转换模型转换的模型“gesture-recognition”。

 

图 4-11 导入模型

模型导入后，将进入“模型管理”页面，您导入的模型可从列表中查看模型状态，导
入成功后模型“状态”为“导入成功”。

----结束

步骤 7：新建技能

步骤1 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列
表。

步骤2 在“技能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新建技能”，进入“创建技能”页面。

步骤3 在“创建技能”页面，在“技能模板”中选择“使用空模板”后，填写基本信息和技
能内容。

基本信息

按表4-3填写技能的基本信息，如图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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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技能基本信息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技能模板” 选择“使用空模板”。

“技能名称” 输入“Gesture_Recognition”。

“技能版本” 输入“1.0.0”。

“适用芯片” 默认为“Ascend310”。

“检验值” 根据步骤1：准备数据所下载的“手势识别案例”文件夹
中的“main.py”文件中init函数参数的值的代码，这里检
验值应输入“gesture”。此处的检验值和init函数参数值
应保持一致。

“应用场景” 选择“其他”，文本框中输入“手势识别”。

“技能图标” 上传技能图标。

“技能图片” 用来向用户介绍技能的使用或技能的效果，可不上传。

“OS平台” 选择“Linux”系统。

“描述” 输入技能的描述。

 
图 4-12 填写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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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内容

根据您的模型和逻辑代码情况，按表4-4填写技能内容，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技能内
容。

表 4-4 技能内容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技能格式” 选择“技能包”格式。

“运行时语言” 选择“Python3.7”。

“代码执行文件” 默认输入“index.py”。

“模型” 单击加号，您可以在弹出框中，选择导入的模型“gesture-
recognition”。

“代码上传方式” 选择“在线编辑”，在代码编辑框中直接编辑代码，可直接复
制步骤1：准备数据所下载的“手势识别案例”文件夹中的
“.py”文件中的代码内容，请核对代码中模型名称，保持代码
中的模型名称与步骤5：转换模型的模型名称一致。此样例中
模型名称应是“gesture-recognition.om”，如下所示。
model   = hilens.Model(hilens.get_model_dir() + "gesture-recognition.om")

 

图 4-13 技能内容

基本信息和技能内容填写完成后，您可以在界面右侧查看其配置参数值，如果某个字
段填写错误，在右侧会显示一个小红叉。

步骤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技能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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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确认信息并完成新建技能

----结束

创建完成后，您的技能将进入“技能开发>技能管理”页面，且状态为“未发布”，您
可以执行发布操作，将技能发布至技能市场；您也可以安装技能至设备，并查看设备
使用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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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可选）发布技能

步骤1 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管
理”页面。

步骤2 选择需要发布的技能，单击右边的“发布”。

步骤3 在弹出的“发布技能到技能市场”对话框中，按图4-15设置相关信息，单击“确
定”。

图 4-15 发布技能

表 4-5 发布技能参数说明

参数字段 说明

发布服务 技能发布的服务位置。本样例选择“HiLens技能市场”。

计费策略 技能发布在技能市场的计费策略。可选择“免费”和“收费”。

计费模式 技能发布后的计费模式。

● 若选择“免费”计费策略，仅可选择“一次性”计费模式。

● 若选择“收费”计费策略，可选择“包年/包月”和“一次性”
两种计费模式。

计量单位 每份License可用在设备上的规格。有“路数”和“并发量”两种
计量方式。若以“路数”规格，一份License可安装在设备上使用
一路视频。

规格限制 技能在同一设备上 多可以处理视频的路数，或 大并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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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字段 说明

隐私声明 技能涉及到的用户隐私声明。

 

提交之后，将发送至华为HiLens后台，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
核，请您耐心等待。当审核通过后，状态将变更为“审核通过，已发布”。

----结束

步骤 9：安装技能

步骤1 在“技能开发>技能管理”页面，选择已开发的的技能，单击右侧操作列“安装”。

步骤2 勾选已注册且状态在线的设备，单击“安装”，安装成功后单击“确定”，完成安装
技能操作，如图4-16所示。

安装过程中，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会将技能包下发到设备。下发技能包需要一段时
间，可以从进度条中看到技能安装进度，下发完成后“进度”栏会提示“安装成
功”。

图 4-16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启动技能查看技能输出数据。

----结束

步骤 10：启动技能

步骤1 使用HDMI视频线缆连接HiLens Kit视频输出端口和显示器。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设备列表”，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步骤3 单击已注册设备的“技能管理”，查看技能状态已安装的手势识别技能状态为“停
止”，单击操作列的“启动”，并单击“确定”，确定启动技能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等待一会，当状态变为“运行中”，则技能成功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安装技能的状态说明如图4-17所示。

图 4-17 查看技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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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安装技能状态

状态名 状态说明

停止 停止状态，技能停止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运行中 运行状态，技能成功安装在端侧设备。

 

技能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您可以通过显示器查看技能输出的视频数据，此样例所
开发的手势识别技能可识别一般的手势，技能输出的视频中会用方框标记出手势，并
标记出手势含义。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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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罩识别技能开发（HiLens Studio）

本章针对已购买HiLens Kit的开发者，介绍如何使用HiLens Studio快速开发技能，并
安装到设备上。安装完成后，将能在华为HiLens管理后台上查看技能的运行效果。

本章以技能模板中“Mask_Detection_Cpp_C76”（C++版本）为例，介绍在HiLens
Studio界面从技能开发到安装至设备查看技能效果的全流程，技能安装完成后，摄像
头具备能检测出戴口罩的人脸功能。此样例操作步骤适用于基于HiLens Studio其他技
能模板的技能开发。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根据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

● 步骤1：新建技能项目

● 步骤2：调试代码

● 步骤3：安装技能

● 步骤4：启动技能

● 步骤5：发布技能（可选）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完成实名认证。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

不能处于欠费或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注册HiLens Kit。

● 成功获取HiLens Studio公测权限，当前HiLens Studio停止新用户开通。

步骤 1：新建技能项目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HiLens Studio”。

等待大概30秒，进入HiLens Studio页面。

步骤2 在HiLens Studio页面，单击“New Project”。

弹出“选择技能模板”对话框。

步骤3 在“选择技能模板”对话框，选择“Mask_Detection_Cpp_C76”技能模板卡片，然后
单击“确定”。

页面自动跳至“创建技能”页面，您选择的模板默认配置将自动加载，您可以在创建
技能页面右侧查看到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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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技能模板

步骤4 填写技能信息，本样例均可使用默认参数。参数详情请见填写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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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技能基本信息

步骤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

页面自动跳至HiLens Studio界面，并打开刚创建的口罩检测技能项目。

----结束

步骤 2：调试代码

步骤1 在HiLens Studio界面左侧将展示开发项目的文件目录。

如果没有展示文件目录，请单击右上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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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文件目录

步骤2 打开项目源代码文件“src>cpp>main.cpp”，修改初始化接口参数，保持与步骤1：新
建技能项目填写的检验值一致。

本样例使用默认的检验值“hello”。
int ret = hilens::Init("hello");

步骤3 打开项目源代码文件夹“src”，可根据自身业务在HiLens Studio界面的编辑区可直接
编辑和打断点调试技能的逻辑代码，然后单击左侧图标 进行调试。

编译、清理、调试、运行等操作可参见项目文件“readme.txt”。

步骤4 单击HiLens Studio界面上方导航栏的“Debug>Start Debugging”，开始运行代码。

代码运行成功后，右侧“Video Output”区域可查看技能输出视频。

图 5-4 技能输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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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安装技能

步骤1 对HiLens Kit执行上电操作，详情请见连接PC和HiLens Kit，并保证设备网络通顺。

说明

● 如果使用无线网络配置，请保证路由器开启，使设备网络通顺。

● 如果使用有线网络配置，请保证网线连接设备和路由器，使设备网络通顺。

步骤2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技能开发>HiLens Studio”，开始启
动HiLens Studio。

步骤3 单击HiLens Studio界面右侧 。

图 5-5 安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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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右侧“Skill Installation”区，在“Device Name”列选择您要安装技能的设备，单
击“Operation”列的“Install”。

弹出“Install Skill” 对话框。

图 5-6 安装技能

步骤5 在“Install Skill”对话框中单击“Yes”。

技能开始下发到HiLens Kit设备上，可以在设备列表看到进度条。当右下方提示
“Install Successfully”，技能安装成功。

在HiLens Studio右侧的“Skill Installation”区，您可以单击“Device Name”列设备
左侧的 ，查看设备所安装的技能。

----结束

步骤 4：启动技能

步骤1 在HiLens Studio界面的右侧“Skill Installation”区，在“Device Name”列选择您要
启动技能的设备，单击设备名称左侧的 ，查看设备下的技能。

如果右侧没有“Skill Installation”区，请单击HiLens Studio界面右侧 。

步骤2 鼠标移至技能“Mask_Detection_Cpp_C76”的“Operation”，单击“Start”。

弹出“Start Skill”对话框。

图 5-7 启动技能

步骤3 在“Starting Skill”对话框中单击“Yes”。

右下方提示“Starting the skill”。

开始启动技能，技能启动时会有一个命令下发过程，您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技能才能启
动成功，右下方提示“Success to start the skill”，同时在界面看到技能状态
“Status”更新为“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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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启动技能

技能处于“Running”状态时，您可以通过显示器查看技能输出的视频数据，此样例所
开发的口罩识别技能可检测视频中的人是否佩戴口罩，输出的视频中会用方框标识出
人脸，并标记是否戴口罩。

图 5-9 技能效果

----结束

步骤 5：发布技能（可选）

针对已经在HiLens Studio中调试运行好的技能代码，您可以选择把技能发布到华为
HiLens平台的技能市场，平台审核通过后，您发布的技能可供其它用户购买使用。您
也可以把技能发布在ModelArts平台的AI Gallery，共享给其他用户使用。

此处以发布到华为HiLens平台的技能市场为例，描述技能发布的过程。

步骤1 单击HiLens Studio界面右侧 ，在“HiLens Widget”区单击“Release”。

弹出“发布技能”窗口。

图 5-10 发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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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发布技能”窗口中，按表5-1填写参数信息，单击“确定”。

参数详情请见发布技能至技能市场。

表 5-1 发布技能参数

参数 推荐填写

“发布服务” 选择“HiLens”。

“计费策略” 技能发布在技能市场的计费策略。可选择“免费”和“收费”。

“规格限制” 大并发量。选择默认输入值。

“计费模式” 默认选择“一次性”。

“隐私声明” 本样例涉及前三项，请勾选前三项隐私声明。

 

图 5-11 发布技能至技能市场

提交之后，将发送至华为HiLens后台，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
核，请您耐心等待。

审核完成后，发布的技能将展示在华为HiLens控制台的“产品订购>技能市场”页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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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帽检测技能开发（外接摄像头）

HiLens Kit自带一个摄像头，支持外接1080P及以下的IPC摄像头。

本章节以华为HiLens控制台的安全帽检测技能模板为例，介绍HiLens Kit如何外接IPC
摄像头，并使用POST输出技能的过程。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仔细阅读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具体技能开
发的步骤如下所示：

● 步骤1：外接IPC摄像头

● 步骤2：新建技能

● 步骤3：安装技能

● 步骤4：配置摄像头

● 步骤5：查看技能数据输出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且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处于欠费或
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准备好网线，电脑（PC），路由器，HDMI线，显示
屏。

● 成功注册设备HiLens Kit设备至华为HiLens控制台，详情请参见注册HiLens Kit。

● 保证本地电脑（PC）已安装Python。

步骤 1：外接 IPC 摄像头

使IPC摄像头、本地PC、HiLens Kit三者处于同一网段，即IPC摄像头配置的网段为
HiLens Kit进行组网配置时所在的网段。组网配置详情请见无线网络配置和有线网络配
置。

步骤1 网线连接IPC摄像头和PC，PC连接无线网络。

步骤2 修改PC的IP地址，使之与IPC摄像头的IP属于同一网段。

1. 打开PC的“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选项”。

2. 在网络连接页面，右键单击以太网连接，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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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属性设置窗口，双击“Intenet 协议版本4”，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
右侧输入框中输入与IPC摄像头同一个网段的IP，单击“子网掩码”文本框，自动
生成子网掩码，单击“确定”，完成网络属性修改。

图 6-1 修改 PC 的 IP

例如IPC摄像头的默认IP为“192.168.1.1”，默认网关为“255.255.255.0”，则与
IPC摄像头属于同一网段的IP为“192.168.1.X”，其中“X”为2-255中除111之外
的整数，那么可修改PC本地的IP为“192.168.1.55”。

步骤3 打开cmd运行窗口，输入命令ipconfig，查看PC连接的无线网络配置中的“IPv4地
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其中“IPv4地址”即为PC所连接的路由器网
段。

图 6-2 路由器网段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6 安全帽检测技能开发（外接摄像头）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1



步骤4 打开浏览器，输入IPC摄像头的IP地址，将IPC摄像头IP地址更改成跟路由器同网段。

例如IPC摄像头的IP地址为“192.168.1.1”，上一步所查询的PC连接的无线网络“IPv4
地址”为“192.168.137.101”。浏览器输入“192.168.1.1”，在“基本设置”中修改
IPC摄像头的IP地址为“192.168.137.7”，使之与PC连接的无线网络为同一网段
“192.168.137.X”。

图 6-3 修改 IPC 摄像头 IP

步骤5 断开在步骤1连接IPC摄像头和PC的网线，通过网线连接IPC摄像头与路由器，通过网线
连接HiLens Kit和PC，如图6-4所示。

图 6-4 外接 IPC 摄像头

----结束

步骤 2：新建技能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基础版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
能列表。

步骤2 在“技能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新建技能”，进入“创建技能”页面。

步骤3 在“创建技能”页面，在“技能模板”中单击“选择已有模板”，弹出“选择技能模
板”对话框。

步骤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安全帽检测模板”，然后单击“确定”。

此时，页面自动跳转至“创建技能”页面的“技能内容”编辑区域，您选择的模板的
默认配置将自动加载，您可以在创建技能页面右侧查看到相关信息。

步骤5 参考技能信息填写“技能名称”、“技能版本”、“应用场景”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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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技能创建。

----结束

步骤 3：安装技能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管
理”页面。

步骤2 选择新建技能中新建的技能，单击右侧操作列“安装”。

步骤3 在弹出的安装对话框中，勾选需要安装的设备，单击“安装”。

当进度栏显示安装成功，表示技能成功安装至HiLens Kit。

----结束

步骤 4：配置摄像头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设备列表”“，选择前面步骤中安装技能的设备卡片。

进入“设备详情”页面。

步骤2 在设备详情页面，单击“摄像头管理”。

切换至“摄像头管理”页签。

步骤3 单击“添加摄像头”，按表6-1填写外接IPC摄像头的信息。

表 6-1 摄像头配置

参数 参数说明

摄像头名称 摄像头的名称，用于标识区分。用户自定义。

用户名 登录IPC摄像头时的用户名。从摄像头说明书中获取。

密码 登录IPC摄像头的密码。

协议 摄像头传输视频的协议。默认为“rtsp”，且不可修改。

请求路径 访问摄像头视频的URL。例如“192.168.0.1/root”。从摄像头说
明书中获取，按照IPC摄像头厂商给的路径填写。

 

步骤4 确认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摄像头添加，并将配置下发到端侧设备生
效。此时摄像头管理页面增加了一行摄像头信息。

步骤5 在设备详情页面，单击“技能管理”，切换至技能管理页签。

步骤6 选择新建技能中新建的技能，单击操作列的“运行时配置”。

步骤7 按表6-2填写运行时配置参数，填完单击“执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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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运行时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rver_url 用于接收POST数据的服务器地址。可以在cmd命令行中用config
命令查找，这里使用的是步骤1：外接IPC摄像头时PC连接的无线
网络“IPv4地址+端口”。

例如PC的无线网络“IPv4地址”为“192.168.137.101”，则此处
应填写“http://192.168.137.101:8080”。

IPC_address 网络摄像头地址。这里使用的是添加摄像头时表6-1所填写的“摄
像头名称”。

 

----结束

步骤 5：查看技能数据输出

如果本地PC没有Python，请先在本地PC安装Python。

1. 输入cmd打开命令行，输入pip install flask，在本地PC中安装Python的flask
库。

图 6-5 安装 flask

2. 登录华为HiLens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技能开发>技能模板”。

3. 在“技能模板>全部模板”页面的搜索框中搜索“安全帽检测”，单击“安全帽检
测模板”卡片。

4. 在“安全帽检测模板”详情页面，单击“下载模板”，保存技能至本地并解压。

5. 打开cmd命令行，进入技能模板中“server.py”文件的路径“../安全帽检测模板/
安全帽检测模板/server.py”，运行“python server.py”。

6. 在设备详情页的“技能管理”页签下，选择新建技能中新建的技能，单击操作列
的“启动”。

启动技能后，技能的状态会变成“运行中”。

7. 查看POST技能输出结果。

方式一：在步骤4运行“python server.py”的命令窗口中，可以看到POST输出的
框的信息。

方式二：下载至本地的安全帽检测模板中，在“server.py”所在的文件夹，即“../
安全帽检测模板/安全帽检测模板”文件夹中可以看到检测到的不带安全帽的人脸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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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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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口罩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

HiLens）

ModelArts是面向AI开发者的一站式开发平台，您可以使用ModelArts开发一个用于华
为HiLens平台的算法模型，然后基于您自定义的算法模型和逻辑代码新建技能。

本章节提供了一个口罩识别技能的样例，介绍从模型训练到查看技能效果，新建一个
全新技能的全流程，帮助您快速熟悉华为HiLens技能开发的使用过程。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仔细阅读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具体技能开
发的步骤如下所示：

● 步骤1：下载数据

● 步骤2：发布数据集

● 步骤3：在AI Gallery订阅预置算法

● 步骤4：使用订阅算法创建训练作业

● 步骤5：模型转换

● 步骤6：导入模型至华为HiLens
● 步骤7：新建技能

● 步骤8：安装技能

● 步骤9：启动技能

准备工作
●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且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处于欠费或

冻结状态。

● 已购买HiLens Kit设备，并准备好网线，电脑，路由器，HDMI线，显示屏。

● 成功注册设备HiLens Kit设备至华为HiLens控制台，详情请参见注册HiLens Kit。
● 登录OBS服务，创建桶和文件夹，用于存放样例的训练数据。创建名称为

“mask”OBS桶，区域选择“华北-北京四”，创建如下文件夹：

– “dataset-in”：用于存放训练模型的数据。

– “model-output”：用于存放模型输出数据。

– “log”：用于存放日志。

创建OBS桶和文件夹的操作指导请参见创建桶和新建文件夹。为保证模型数据能
正常访问，请务必保证创建的OBS桶与华为HiLens在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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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OBS资源的操作均会收取一定费用，收费规则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 OBS。

步骤 1：下载数据

步骤1 登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的“AI Gallery”。

进入AI Gallery。

步骤2 单击上方“资产集市>数据”，在搜索框中输入 “dataset_mask_detection_500”，
单击“搜索”。

图 7-1 下载数据

步骤3 单击“dataset_mask_detection_500”卡片。

进入资产详情页。

步骤4 单击“下载”。

进入下载详情页。

步骤5 按填写信息。

图 7-2 数据下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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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数据下载详情

参数 说明 推荐填写

下载方
式

数据可下载至OBS，也可下载至
ModelArts数据集列表。

本样例将数据集下载至ModelArts数
据集，此处选择“ModelArts数据
集”。

目标区
域

选择您需要将该数据集下载到的
区域位置，如“华北-北京四”。

本样例的目标区域必须保证
ModelArts的区域和创建的OBS桶、
华为HiLens在同一区域。

目标位
置

选择OBS桶路径，桶内如有同名
的文件或文件夹，将被新下载的
文件或文件夹覆盖。

本样例选择准备工作创建的OBS桶以
及存放训练模型数据的文件夹“/
mask/dataset-in”。

名称 默认生成“data-xxxx”形式的数
据集名称，该数据集会同步在
ModelArts数据集列表中。

使用默认生成的数据集名称。

描述 可以添加对于该数据集的相关描
述。

可自定义。

 

步骤6 单击右下角“确定”，跳转至“个人中心 > 我的数据 > 我的下载”页面。下载成功
后，数据集详情列表会显示“文件大小”。

图 7-3 数据下载完成

----结束

步骤 2：发布数据集

1. 进入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数据管理>数据集”。

数据集列表会显示上一步骤所下载的数据集。

2. 单击操作列的“发布”。

弹出“发布新版本”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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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数据集发布

3. 按表7-2填写信息，单击“确定”。

图 7-5 发布新版本

表 7-2 发布数据版本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推荐填写

“版本名
称”

默认按V001、V002递增规则进行
命名，您也可以自定义版本名
称。版本名称只能包含字母、数
字、中划线或下划线组成的合法
字符串。

例如“V001”。

“数据切
分”

数据切分功能。默认不启用。

启用后，需设置对应的训练验证
比例。训练验证比例表示将已标
注样本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
的比例，发布生成mainfest文件
的usage字段记录划分类别。如未
输入该参数，则不开启数据切分
功能。

输入“训练集比例”，数值只能
是0~1区间内的数。设置好“训练
集比例”后，“验证集比例”自
动填充。“训练集比例”加“验
证集比例”等于1。

“训练集比例”即用于训练模型
的样本数据比例；“验证集比
例”即用于验证模型的样本数据
比例。“训练验证比例”会影响
训练模板的性能。

本样例启用数据切分功能。

● 训练集比例：0.8
● 验证集比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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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推荐填写

“描述” 针对当前发布的数据集版本的描
述信息。输入字符长度范围为
0~256。

-

“开启难例
属性”

默认不开启。启用后，会将此数
据集的难例属性等信息写入对应
的Manifest文件中。

本样例可不开启难例属性功
能。

 

步骤 3：在 AI Gallery 订阅预置算法

ModelArts提供了“YOLOv3_ResNet18”预置算法，使用此算法训练的模型，可安装
至Ascend 310芯片中。

步骤1 登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AI Gallery”，进入AI Gallery页
面。

步骤2 选择资产集市-“算法”页签，默认进入公共页面，该页面展示了所有共享的模型，包
括ModelArts模型和HiLens技能。

步骤3 搜索“物体检测YOLOv3_ResNet18”。

图 7-6 搜索算法

步骤4 单击目标模型进入详情页面。

在详情页面您可以查看模型的“描述”、“限制”、“版本”、“交付”和“评论”
等信息。

步骤5 在详情页面单击“订阅”。

图 7-7 订阅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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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订阅的是非华为云官方资产，则会弹出“温馨提示”页面，勾选并阅读《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
承担条款》和《华为云AI Gallery服务协议》后，单击“继续订阅”才能继续进行模型订阅。

模型被订阅后，详情页的“订阅”按钮显示为“已订阅”，订阅成功的资产也会展示
在“个人中心 > 我的资产 > 算法 > 我的订阅”。

----结束

步骤 4：使用订阅算法创建训练作业

获取预置算法后，需使用此算法创建训练作业，获得相应的模型。

步骤1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选择“训练管理>训练作业New”。

步骤2 在训练作业列表页面，单击“创建训练作业”。

步骤3 在创建训练作业页面填写相关参数。

●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和描述。

图 7-8 基本信息

● 算法配置

根据选择的算法类型选择算法来源。本样例“算法来源”选择“算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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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算法配置

表 7-3 创建训练作业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算法 选择“我的订阅”页签，单击下拉三角标选择算法版本。勾选算法
版本，即选中该算法。

本样例是在AI Gallery订阅的算法，因此选择“我的订阅”页签，
单击上一步骤在AI Gallery订阅的算法下拉三角标，选择算法版
本。勾选算法版本，即选中该算法。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7 口罩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 HiLens）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2



参数 说明

训练输入 从ModelArts数据管理中选择可用的数据集及其版本。

单击“选择数据集”的下拉三角标，选择步骤1：下载数据中下载
的数据集。

单击“选择版本”的下拉三角标，选择步骤2：发布数据集中发布
的数据集版本。

训练输出 选择训练结果的存储位置（OBS路径）。为避免出现错误，建议选
择一个空目录用作“训练输出”。

本样例选择准备工作中已创建的OBS桶“mask”和文件夹
“model-output”。

超参 此参数根据您选择的算法不同而不同。

本样例使用默认参数。

 
● 训练资源规格

图 7-10 选择训练资源规格

表 7-4 训练资源规格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资源池 选择训练作业资源池。训练作业支持选择“公共资源池”和“专属
资源池”。目前暂时不支持“专属资源池”。

资源类型 可选CPU、GPU、Ascend。

本样例选择GPU。

规格 针对不同的资源类型，选择资源规格。如果您的算法已定义使用
CPU或GPU，根据已有算法约束条件，您可以在有效规格选择合适
的资源规格，无效选项置灰不可选。

不同的资源类型的数据盘容量是不同的，为避免训练过程中出现内
存不足的情况，请参考训练环境中不同规格资源“/cache”目录的
大小。

计算节点
个数

默认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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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永久保存
日志

– 如果用户选择CPU或者GPU规格，可以选择是否打开永久保存按
钮。
打开永久保存按钮后，用户需要选择作业运行中产生的日志文件
存储路径。

– 如果用户选择Ascend规格，用户需要选择作业运行中产生的日
志文件存储路径。

说明
请选择一个空的OBS目录用于存储日志文件。

 

步骤4 参数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界面提示完成训练作业创建。

步骤5 等待训练作业完成。

训练作业运行需要一段时间，根据您设置的max_epochs以及数据集的大小不同而不
同，max_epochs设置的值越大，数据集越大，作业运行时间则越长。

当训练作业的状态变更为“运行成功”时，表示已运行结束。您可以单击训练作业名
称，进入详情页面，了解训练作业的基本信息。您也可以在配置的“训练输出位置”
对应的OBS目录下获得训练生成的模型。

图 7-11 训练作业运行成功

----结束

步骤 5：模型转换

使用预置算法训练所得的模型，需通过转换功能，转成适用于Ascend芯片的格式，即
“om”格式。

步骤1 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选择“模型管理>压缩/转换”。

步骤2 在模型转换作业列表页面，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3 在创建转换任务页面按表7-5设置参数。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7 口罩识别技能开发(ModelArts+华为 HiLens）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4



图 7-12 模型转换

表 7-5 模型转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推荐填写

名称 模型转换任务的名称。 本样例可设置名称“convert-
mask-detection”。

描述 模型转换任务的描述。 -

输入框架 当“输入框架”选择“Caffe”时，
“输出框架”支持
“MindSpore”。

当“输入框架”选择
“TensorFlow”时，“输出框架”
支持“TFLite”、
“MindSpore”、“TensorRT”。

本样例选择“TensorFlow”。

转换输入目
录

用于转换的模型所在目录，此目录
必须为OBS目录。

本样例选择训练作业输出路径
下的“frozen_gragh”目录，
即“mask/model-output/
frozen_gragh”。

输出框架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模型转换后的框
架。

本样例选择“MindSpore”。

转换输出目
录

模型转换完成后，根据此参数设置
的目录存储模型。

本样例选择训练作业输出路
径，即“mask/model-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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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推荐填写

转换模板 ModelArts提供了一系列的模板，
定义转换功能以及转换过程中所需
的参数。当前支持的转换模板详细
描述请参见转换模板。转换模板右
侧下拉框，将根据您选择的“输入
框架”和“输出框架”，展现匹配
的模板。

本样例选择“TF-FrozenGraph-
To-Ascend-HiLens”，即将
TensorFlow的frozen graph格
式的模型转换成可在昇腾芯片
上推理的格式。

高级选项 “输入张量形状”、“输入数据格
式”等参数。

“输入张量形状”需根据训练
作业中的“input_shape”参数
进行设置，本示例设置为
“images:1,352,640,3”。
“images”代表模型输入节
点，“1”表示batch size，
“3”表示channels数量，其
中，“images”、“1”和
“3”都是固定的，不支持修
改，“352”和“640”根据训
练作业中的“input_shape”参
数进行设置。“images:
1,352,640,3”中间用英文逗号
隔开，不能包含空格。其他
“高级选项”参数使用默认值
即可。

 

步骤4 转换模型的参数填写完成后，单击“立即创建”，页面自动跳转至“压缩/转换”列
表。

当模型转换的“任务状态”变为“成功”时，表示模型已被转换成“om”格式。

图 7-13 模型转换成功

----结束

步骤 6：导入模型至华为 HiLens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模型管理”，进入
“模型管理”页面。

步骤2 在“模型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导入（转换）模型”。

步骤3 在“导入模型”页面，然后填写参数，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导入。

● “名称”：输入“mask-recognition”。

● “版本”：输入“1.0.0”。

● “描述”：输入导入模型的简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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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来源”：单击“从ModelArts导入”，在右侧下拉框中选择“OM（从转换
任务中获取）”，然后在下方转换任务列表中勾选之前在步骤5：模型转换中转换
的模型“convert-mask-detection”。

图 7-14 导入模型

模型导入后，将进入“模型管理”页面，您导入的模型可从列表中查看模型状态，导
入成功后模型“状态”为“导入成功”。

----结束

步骤 7：新建技能

步骤1 单击技能代码下载技能代码。

步骤2 在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技能开发>技能管理”，进入技能列
表。

步骤3 在“技能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新建技能”，进入“创建技能”页面。

步骤4 在“创建技能”页面，在“技能模板”中选择“使用空模板”后，填写基本信息和技
能内容。

基本信息

如图7-15所示。

● “技能模板”：选择“使用空模板”。

● “技能名称”：输入“Mask_Detection”。

● “技能版本”：输入“1.0.0”。

● “适用芯片”：默认为“Ascend310”。

● “检验值”：根据“index.py”文件中init函数参数的值的代码，这里检验值应输
入“mask”。此处的检验值和init函数参数值应保持一致。

● “应用场景”：选择“其他”，文本框中输入“口罩识别”。

● “技能图标”：上传技能图片。

● “OS平台”：选择“Linux”系统。

● “摘要”：输入技能摘要。

● “描述”：输入技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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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填写基本信息

技能内容

根据您的模型和逻辑代码情况，填写技能内容，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图7-16。

● “技能格式”：选择“技能包”。

● “运行时语言”：选择“Python3.7”。

● “代码执行文件”：输入“index.py”。

● “模型”：单击加号，您可以在弹出框中，选择导入的模型“mask-
detection”。

● “代码上传方式”：选择“在线编辑”，在代码编辑框中直接编辑代码，可单击
技能代码下载技能代码，复制所下载的文件夹中的“index.py”和 “utils.py”文
件内容。 “utils.py”文件可通过代码编辑框左上角“文件>创建同级文件”来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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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技能内容

步骤5 基本信息和技能内容填写完成后，您可以在界面右侧查看其配置参数值，如果某个字
段填写错误，在右侧会显示一个小红叉。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完成技能创建。

----结束

步骤 8：安装技能

步骤1 在HiLens管理控制台的“技能开发>技能管理”页面，选择已开发的的技能，单击右侧
操作列“安装”。

步骤2 勾选已注册且状态在线的设备，单击“安装”，安装成功后单击“确定”，完成安装
技能操作。

安装过程中，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会将技能包下发到设备。下发技能包需要一段时
间，可以从进度条中看到技能安装进度，下发完成后“进度”栏会提示“安装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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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启动技能查看技能输出数据。

----结束

步骤 9：启动技能

步骤1 使用HDMI视频线缆连接HiLens Kit视频输出端口和显示器。

步骤2 单击HiLens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设备列表”，进入“设备列表”页面。

步骤3 单击已注册设备的“技能管理”，查看技能状态已安装的口罩识别技能状态为“停
止”，单击操作列的“启动”，并单击“确定”，确定启动技能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等待一会，当状态变为“运行中”，则技能成功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安装技能的状态说明如表7-6所示。

图 7-18 查看技能状态

表 7-6 启动技能状态

状态名 状态说明

停止 停止状态，技能停止运行在端侧设备上。

运行中 运行状态，技能成功安装在端侧设备。

 

技能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您可以通过显示器查看技能输出的视频数据，此样例所
开发的口罩识别技能可识别人是否佩戴口罩。

为避免技能持续收费，请及时停止技能。在技能管理页签单击操作列的“停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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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厂商分发技能至产品

本文针对生产海思35xx系列芯片的摄像头的设备商，介绍如何通过华为HiLens管理控
制台管理设备产品、订购技能，然后将设备License绑定至产品设备技能上，使得厂商
使用的芯片设备具备AI能力。

本文以购买适用于海思35xx系列芯片的技能为例，介绍从新建产品到技能使用的全流
程。技能市场中也有存在着免费测试技能可供试用，但不保证商用精度。

开始使用样例前，请根据准备工作罗列的要求，提前完成准备工作。

● 步骤1：新建产品

● 步骤2：订购技能

● 步骤3：使用技能

准备工作

已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完成实名认证。在使用华为HiLens前检查帐号状态，帐号不能
处于欠费或冻结状态。

步骤 1：新建产品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
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右上角“新建产品”，输入产品参数信息，如表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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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新建产品

表 8-1 设备产品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请输入以中文、字母开头，以中文、字母、数字结尾，长度3~60
的字符。只允许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等字符。

平台 设备的OS类型。

包括Android、Linux、iOS、LiteOS、Windows。

芯片 设备的芯片型号。

海思35XX系列，例如3516CV500、3519AV100。

描述 产品介绍。

请输入长度1~512的字符。不允许输入#~^$%\'&*<>(){}[]\\/等特
殊字符。

 

步骤3 产品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新建成功后，系统将自动跳转至“产品管理”
页面。

步骤4 选择新建的产品，单击“操作”列的“下载License”，下载License文件。

此license信息包含该用户下此产品的身份信息，用于后续配合技能SDK做注册验证使
用。

----结束

步骤 2：订购技能

您可在华为HiLens平台的技能市场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购买所需要的技能，用于开发海
思35XX系列的设备。技能适用的芯片包括：3516EV200，3516CV500，3519A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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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V101、3516DV300，ARM等，购买技能的详细操作请参见购买技能。当技能市
场没有您需要的技能，可以向华为HiLens提出定制技能的需求，详细操作请参见定制
技能。

本样例以购买免费技能“人形车辆检测”为例，获取技能用于开发海思35XX系列的设
备。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产品订购>技能市场”，进入“技能市
场”页面。

步骤2 在搜索框搜索“人形车辆检测”技能，单击技能卡片进入技能详情页面。

图 8-2 技能详情

步骤3 单击“立即购买”，进入“购买技能”页面。

步骤4 输入购买参数“份数”，可直接使用默认值。“规格”默认为“路”，即一份License
可以在一台设备上使用一路视频。

图 8-3 购买技能

步骤5 确认费用后，单击“立即购买”。

购买成功后，弹出购买技能对话框，您可以单击“订单”，进入到“产品订购>订单管
理”页面分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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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购买技能成功

步骤6 购买成功后，技能将存储至“产品订购>订单管理”页面中。

----结束

步骤 3：使用技能

“适用于海思35XX系列芯片”的技能需要分发至设备分组上才能使用。针对使用海思
35xx系列芯片的设备，由于性能限制，每个设备分组 多只能分发5个技能。

步骤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产品订购>订单管理”，默认进入“技
能订单”页签。

步骤2 在“技能订单”页签，选择适用于海思35XX系列芯片的对应技能，将技能的License分
发至产品分组上。

1. 选择需要分发的技能，单击“操作”列的“分发”。

2. 在弹出的“分发到产品”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分发的产品分组，然后单击“分
发到产品”。

勾选“自动升级”中的“是”表示如果分发的技能有新的版本，产品中的该技能
会自动升级到 新版本。但此功能暂未开放，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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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分发技能

3. 对话框内容显示技能分发情况，确认“安装状态”栏为“成功”，单击“确定”
完成技能分发操作。

步骤3 在“技能订单”页签，选择需要使用的技能，单击操作列的“下载”。浏览器自动下
载技能的SDK包。

图 8-6 下载 SDK

步骤4 安装技能。将下载的SDK包集成到设备中。

集成到设备的具体位置根据不同的芯片和技能有所差异，请参考SDK包里的说明文档
或提交工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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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 Windows ModelBox 端云协同 AI 开发

套件开发应用

ModelBox端云协同AI开发套件（Windows）是一款可以在Windows下运行的应用软
件，结合ModelBox开发框架和HiLens管理平台，开发者可以方便快速的进行AI应用的
开发部署。该套件支持Win10（1903）以上的系统，可利用PC上的Intel、AMD、
NVIDIA等集成/独立显卡进行AI推理加速。

本文以ModelBox端云协同AI开发套件（Windows ModelBox SDK）为例，介绍如何使
用ModelBox开发框架和HiLens管理平台开发AI应用。

首先，请根据准备工作提前完成开发准备。

● 步骤1：注册设备

● 步骤2：下载ModelBox SDK
● 步骤3：开发Hello World应用

● 步骤4：开发第一个AI应用

准备工作
● 安装Git for Windows

ModelBox中有些脚本的执行依赖bash，使用Git bash也可以让开发者在Windows
上获得与Linux相同的执行环境，因此需要安装Git for Windows。

安装后打开Git bash，可以使用Linux命令执行某些操作。

● 安装Python3.8.10
ModelBox技能的开发运行需要Python3.8.10环境（目前Python版本必须为
3.8.10，且无法使用Anaconda环境中的Python）。

说明

安装Python第一步，需要勾选“将Python3.8加到环境变量PATH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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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安装 Python

● 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与使用ModelBox的其他套件一样，推荐使用Visual Studio Code进行技能开发，
请登录Visual Studio Code官网下载安装Windows x64版本的编辑器。

图 9-2 安装 Visual Studio Code

步骤 1：注册设备

1. 登录华为HiLens管理控制台，单击“专业版”，切换至专业版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设备管理”，进入“设备管理”页面。

3. 单击注册设备，进入注册设备页面。

4. 填写注册信息，单击右下角的“确认”。

–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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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基本信息

表 9-1 注册设备基础信息

参数 说明

设备名称 设备注册时使用的名称，批量注册时使用该名称作为前缀。
仅允许中文字符、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且长度
不超过64。

描述 设备描述。不允许输入*~#等特殊字符且长度为0-255。

标签 设备标签。

单击“创建标签”，添加标签，在输入框中依次填写标签键
和标签值。

只允许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和中划线，不允许为空。
标签键不允许重复， 大长度为36个字符，标签值 大长度
为43个字符。

多可添加20组标签。

单击 ，删除标签。

部署方式 当前仅支持注册“HiLens”类型设备。

设备类型 选择待注册的设备类型，包括“Atlas 500”、“Atlas
800”、“通用ARM设备”、“通用x86设备” 等设备类
型。

本样例选择“Windows”。

 

– 高级设置

图 9-4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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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开启AI加速
卡

AI加速卡开关，开启后AI加速卡类型当前仅支持“Nvidia
GPU”。

批量注册 批量注册开关。如果开启，选择注册设备的数量。

输入值范围必须在1~100000。

IAM用户名 由帐号在IAM中创建的用户，如果没有IAM账户时，填写华
为云帐号名。相关概念请参见IAM基本概念。

工作空间 选择设备注册的工作空间。默认帐号的默认工作空间，可自
定义选择。

事件有效时
间

若您在设备离线时进行操作，则操作将保留在待执行的事件
列表中，待设备上线后执行。

 
– 日志设置

配置日志的“日志存储时间”、“日志等级”，设置“LTS日志上传”开关。

图 9-5 应用日志

表 9-2 注册设备日志设置

参数 说明

日志存储时间 日志存储时长，单位为天。输入值范围必须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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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日志等级 选择日志等级，可选“Error（错误）”、“Warning
（警告）”、“Info（信息）”、“Debug（调
试）”。

本地
日志
设置

大小限
制

对该注册设备的日志大小限制，默认为50MB，不可自
定义。

日志滚
动数量

每隔 {0} 天，对本地日志根据数量对日志进行一次日
志滚动，删除 旧的日志文件。每个日志文件固定
10M。

LTS云
日志
设置

日志上
传

日志上传开关。系统日志与应用日志默认在本地存
储，如果要上传至云日志服务(LTS)，可开启“日志上
传”开关。

开关开启后，选择日志等级，仅对应等级的日志上传
至LTS。

 

5. 填写完注册设备的基本信息，在“完成，下载固件”页面，单击操作列的“下
载”，下载对应的固件和配置文件至本地。

图 9-6 下载固件和证书文件

说明

设备故障和离线状态时，可尝试重新下载证书并再次执行注册命令，设备激活状态、部署
等信息不变。同一设备下，证书总共 多可下载10次。

6. 解压上一步下载的“HiLens_Device_Agent”，得到可执行文件“hdad.exe”。

7. 双击“hdad.exe”，保持窗口开启。

8. 打开PC命令提示符窗口，执行如下命令注册设备：
[固件文件夹路径]\hdad.exe hdactl bind -p [证书路径]\win10.tar.gz

注册命令示例如下：

HiLens_Device_Agent\hdad.exe hdactl bind -p Device-20221031151022.tar.gz

9. 在专业版管理控制台左侧菜单栏单击“设备管理”，默认设备列表展现所有设
备，查看到您所注册的设备列表，且设备状态处于“运行中”状态，则说明您的
设备成功注册。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9 使用 Windows ModelBox 端云协同 AI 开发套件开发
应用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0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icing.html?tab=detail#/lts


图 9-7 控制台查看设备

步骤 2：下载 ModelBox SDK
1. 在专业版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技能开发>工具/插件”，进入ModelBox SDK

下载页面。

2. 单击“Windows ModelBox SDK”卡片的“下载”，下载Windows系列的
ModelBox SDK。

图 9-8 下载 ModelBox SDK

3. 新建一个用于ModelBox开发的文件夹，文件夹所在路径不能有中文和空格。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打开该文件夹，并将上一步下载的ModelBox SDK移动至该文
件夹中，解压可得到如下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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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解压 SDK

– modelbox-win10-x64文件夹：即ModelBox SDK，包含modelbox运行环
境、内置的功能单元等。

– create.py：为创建modelbox工程、创建功能单元、编译运行等的辅助工
具。在Visual Studio Code Terminal界面单击右下角的“+”，选择“Git
Bash”，可新建一个Git Bash环境。

图 9-10 新建 Git Bash 环境

在Git Bash环境进入ModelBox SDK目录，执行“create.py”，查看辅助工具
的用法介绍。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create.py

Usage: Create ModelBox project and flowunit

NOTE : you must firstly use bellow cmd to create a project in workspace
    create.py -t server -n your_proj_name {option: -s name, create this project from a solution}, 
support hilens deployment
 or create.py -t project -n your_proj_name {option: -s name, create this project from a solution}, 
generally not use
AND  : use bellow cmd to create  [c++|python|infer]  flowunit in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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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py -t c++ -n your_flowunit_name -p your_proj_name
AND  : call workspace/your_proj_name/build_project.sh to build your project, call bin/
main.sh[bat] to run
FINAL: create.py -t rpm -n your_proj_name to package your project (the same folder with 
create.py) if upload to hilens

NOTE: create.py -t editor {option: -i ip or ip:port to start editor server in your config ip:port}
NOTE: create.py -t demo to create solutions to runnable demo

for ex: create.py -t server -n my_det -s car_det

-h or --help：show help
-t or --template [c++|python|infer|yolo|project|server|rpm|editor|demo]  create a template or 
package to rpm ...
-n or --name [your template name]
-p or --project  [your project name when create c++|python|infer|yolo]
-s or --solution [the solution name when create project] create a project from solution
-c or --cfg [flowunit configure json, it's used by UI, you can use it too, but too complicated]
-v or --version：show sdk version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solution.py：用于下载ModelBox技能模板。执行python solution.py -l可看
到当前公开的技能模板。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solution.py -l
Start at 2022-07-29 09:44:37.6239095 +0000 UTC

...

Solutions name:
mask_det_yolo3
multi_person_pose_openpose
multi_person_pose_lightweight_openpose
pedestrian_tracking_yolox
single_person_pose_yolox_alpha_pose
multi_person_pose_yolox_alpha_pose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如果查看公开技能模板报错：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solution.py -l
cannot download data from obs
[3, 'Warn: Please set ak, sk and endpoint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n']

可修改当前用户OBS配置文件“C:\Users\XXX\.obsutilconfig”中的字段
autoChooseSecurityProvider=true。
autoChooseSecurityProvider=true

步骤 3：开发 Hello World 应用

使用Python开发一个 简单的ModelBox应用：打开一个视频文件，在画面左上方写上
“Hello World”，再输出到另一个视频文件中。

1. 使用“create.py”创建“hello_world”工程。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create.py -t server -n hello_world
sdk version is modelbox-win10-x64-1.0.9.6
success: create hello_world in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

首次创建工程，会在“modelbox sdk”目录下自动生成文件夹“workspace”文
件夹，此文件夹将作为modelbox应用的默认目录。

“workspace”目录下创建了“hello_world”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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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创建工程

2. 为“hello_world”工程创建python的“draw_text”功能单元。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create.py -t python -n draw_text -p hello_world
sdk version is modelbox-win10-x64-1.0.9.6
success: create python draw_text in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
\hello_world/etc/flowunit/draw_text

在“hello_world”工程的“etc/flowunit”目录（此目录将作为Python功能单元
的默认存放目录）下，生成了“draw_text”文件夹，并自动生成了Python功能单
元所需的py文件和toml配置文件。

– draw_text.toml：配置该功能单元的名称、类别、输入输出端口等信息，当
前不用修改。

– draw_text.py：描述该功能单元的处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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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创建功能单元

3. 修改功能单元。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9 使用 Windows ModelBox 端云协同 AI 开发套件开发
应用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



使用命令pip install opencv-python安装OpenCV与NumPy的Python库，在
“draw_text.py”中增加OpenCV与NumPy包的引用，修改其中的process函数如
下：
import cv2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_flowunit as modelbox

…

    def process(self, data_context):
        # Process the data
        in_data = data_context.input("in_1")
        out_data = data_context.output("out_1")

        # draw_text process code.
        # Remove the following code and add your own code here.
        for buffer_img in in_data:
            width = buffer_img.get('width')
            height = buffer_img.get('height')
            channel = buffer_img.get('channel')

            img_data = np.array(buffer_img.as_object(), copy=False)
            img_data = img_data.reshape((height, width, channel))

            cv2.putText(img_data, 'Hello World', (50, 5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255, 0, 0), 2)

            out_buffer = self.create_buffer(img_data)
            out_buffer.copy_meta(buffer_img)
            out_data.push_back(out_buffer)

        return modelbox.Status.StatusCode.STATUS_SUCCESS

4. 修改流程图。

“hello_world”工程“graph”目录下默认生成了一个“hello_world.toml”流程
图，修改其中的流程定义graphconf如下：
graphconf = """digraph hello_world {
    node [shape=Mrecord];
    queue_size = 4
    batch_size = 1
    input1[type=input,flowunit=input,device=cpu,deviceid=0]

    data_source_parser[type=flowunit, flowunit=data_source_parser,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demuxer[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demuxer,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decoder[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decoder, device=cpu, deviceid=0, pix_fmt=bgr]
    draw_text[type=flowunit, flowunit=draw_text,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out[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out, device=cpu, deviceid=0]

    input1:input -> data_source_parser:in_data
    data_source_parser:out_video_url -> video_demuxer:in_video_url
    video_demuxer:out_video_packet -> video_decoder:in_video_packet
    video_decoder:out_video_frame -> draw_text:in_1
    draw_text:out_1 -> video_out:in_video_frame
}"""

5. 配置输入和输出。

提前准备mp4文件“car_test_video.mp4”，将“modelbox sdk”目录下的
“solution/car_det/common/data/car_test_video.mp4”复制到“hello_world”
工程目录的“data”文件夹下，然后打开工程目录下“bin/mock_task.toml”文
件，修改其中的任务输入和任务输出配置为如下内容：
# 任务输入,mock模拟目前仅支持一路rtsp或者本地url
# rtsp摄像头，type = "rtsp", url里面写入rtsp地址
# 其它用"url"，比如可以是本地文件地址, 或者httpserver的地址，(摄像头 url = "0")
[input]
type = "url"
url = "../data/car_test_video.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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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输出,目前仅支持"webhook", 和本地输出"local"(输出到屏幕,url="0", 输出到rtsp，填写rtsp地址)
# (local 还可以输出到本地文件，这个时候注意，文件可以是相对路径，是相对这个mock_task.toml文件
本身)
[output]
type = "local"
url = "../hilens_data_dir/hello.mp4"

6. 构建工程。

在“hello_world”工程路径下执行build_project.sh进行工程构建：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
$ ./build_project.sh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graph/
hello_world.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graph/
modelbox.conf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etc/flowunit/
draw_text/draw_text.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bin/
mock_task.toml to Unix format...

build success: you can run main.bat in ./bin folder

Press 'p' to pause..., any key to exit

7. 运行应用。

执行bin/main.bat运行应用。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
$ ./bin/main.bat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set PATH=...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modelbox.exe -c D:/modelbox/
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bin/../graph/modelbox.conf
[2022-07-29 18:48:16,144][ INFO][          main.cc:234 ] modelbox config path : D:/modelbox/windows/
modelbox-win10/workspace/hello_world/bin/../graph/modelbox.conf
...
[2022-07-29 18:48:19,719][ INFO][mock_communicate.cc:492 ] Task SUCCEEDED, Mock will exit 
application
[2022-07-29 18:48:19,720][ INFO][iva_task_manager.cc:788 ] task finish. B8DD0DBE-
A008-4DF3-9A7D-483CB8B8A58F
[2022-07-29 18:48:19,720][ INFO][iva_task_manager.cc:839 ] IvaUpload Update notify.
[2022-07-29 18:48:19,720][ INFO][      iva_task.cc:564 ] ModelBoxTaskStatusCallback: Callback 
Finish,   task_name_: B8DD0DBE-A008-4DF3-9A7D-483CB8B8A58F_1659091697 
modelbox task id: F4D0C302-DE0E-4102-83AB-578056F6C82A
[2022-07-29 18:48:19,720][ INFO][iva_task_manager.cc:852 ] IvaUpload Stop notify.
[2022-07-29 18:48:19,934][ INFO][mock_communicate.cc:475 ] mock communicate stop.
[2022-07-29 18:48:19,934][ INFO][flow_scheduler.cc:397 ] shutdown flow scheduler.
[2022-07-29 18:48:19,934][ERROR][flow_scheduler.cc:377 ] the scheduler caught an error : Stop 
operation
[2022-07-29 18:48:19,938][ INFO][   job_manager.cc:82  ] delete job : IVA_JOB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出现Task SUCCEEDED日志即表示这个图运行结束，按任意键可结束该应用。工
程目录下的“hilens_data_dir”文件夹下将会生成视频文件“hello.mp4”，可以
打开查看。

步骤 4：开发第一个 AI 应用

接下来开发一个口罩检测应用：打开一个视频文件，检测画面中的人是否佩戴口罩，
将佩戴口罩状态显示到画面中，再输出到另一个视频文件中。

1. 下载口罩检测模板

可通过“solution.py”工具下载口罩检测所需的代码、模型和数据。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solution.py -s mask_det_yolo3

华为 HiLens
佳实践

9 使用 Windows ModelBox 端云协同 AI 开发套件开发
应用

文档版本 01 (2022-03-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7



Start at 2022-07-29 09:44:37.6239095 +0000 UTC

...

Task id is: 94992ce4-cf63-4635-b89f-c7f737f05c96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下载完成后将在“modelbox sdk”的“solution”目录看到mask_det_yolo3模
板。

图 9-13 口罩检测模板

2. 使用口罩检测模板创建“mask_det”工程。

说明

使用口罩检测模板创建工程与步骤3：开发Hello World应用中创建hello_world工程不
同，命令后需增加-s参数。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create.py -t server -n mask_det -s mask_det_yolo3
sdk version is modelbox-win10-x64-1.0.9.6
复制了 5 个文件
复制了 7 个文件
success: create mask_det in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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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创建工程

3. 查看推理功能单元

口罩检测应用使用到模型推理，需要用到推理功能单元。

在“mask_det”工程目录的“model”文件夹下，存在推理功能单元文件夹
“mask_infer”。推理功能单元文件夹里面有yolo3模型文件
“yolo3_resnet18_mask_det_288x512.onnx”和模型配置文件
“mask_infer.toml”，其中模型配置文件内容如下：
# Copyright (C) 2022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base]
name = "mask_infer" # 流单元名称
device = "cpu" # 流单元运行的设备类型，cpu，cuda，ascend等。
version = "1.0.0" # 流单元组件版本号
description = "mask detection infer" # 流单元功能描述信息
entry = "yolo3_resnet18_mask_det_288x512.onnx" # 模型文件路径  engine
type = "inference" #推理流单元时，此处为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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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_type = "onnx" # 指定推理引擎

# 输入端口描述
[input]
[input.input1]
name = "data"
type = "float"
device = "cpu"

# 输出端口描述
[output]
[output.output1]
name = "yolo/output1"
type = "float"

[output.output2]
name = "yolo/output2"
type = "float"

[output.output3]
name = "yolo/output3"
type = "float"

可以看到该模型有1个输入节点，3个输出节点。Windows版本的ModelBox使用
onnxruntime推理框架，故“virtual_type”配置为“onnx”；输入节点的device
配置建议设为与该推理功能单元的上一个功能单元相同。ModelBox内置了推理引
擎和推理逻辑，开发者只需要准备好模型、编辑好配置文件，即可使用该模型进
行推理，无需编写推理代码。

如果想要创建另外的推理功能单元，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推理功能单元默认创建
在工程目录的“model”文件夹下：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python ./create.py -t infer -n my_model -p mask_det
sdk version is modelbox-win10-x64-1.0.9.6
success: create infer my_model in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
model/my_model

4. 查看其他功能单元

口罩检测模型推理后需要做一些后处理操作得到检测框，再根据一定的逻辑判断
其中的人物是否带口罩并显示到画面中，口罩检测模板已经准备好对应的功能单
元“yolo3_post”和“draw_mask_bbox”：

图 9-15 其他功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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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执行脚本

“mask_det”工程“graph”目录下带有多个流程图，配置文件
“modelbox.conf”中的“flow_path”参数指定了技能运行时的流程图路径：
flow_path = "${HILENS_APP_ROOT}/graph/mask_det${HILENS_MB_GRAPH_TYPE}.toml"

其中环境变量${HILENS_APP_ROOT}在运行技能时将自动替换为当前工程的实际
路径，而${HILENS_MB_GRAPH_TYPE}可以在执行bin/main.bat脚本时输入流程
图后缀名作为参数指定当前运行哪个图，打开该脚本看到相关参数内容为：
if "%1" == "default" (
  set HILENS_MB_GRAPH_TYPE=
) else if "%1" == "" (
  set HILENS_MB_GRAPH_TYPE=
) else (
  set HILENS_MB_GRAPH_TYPE=_%1
)

默认执行与工程同名的流程图“mask_det.toml”，如果输入bin/main.bat
camera即执行“mask_det_camera.toml”。

6. 查看默认流程图

与工程同名的“mask_det.toml”流程图中的流程定义“graphconf”如下：
graphconf = """digraph mask_det {
    node [shape=Mrecord]
    queue_size = 4
    batch_size = 1
    input1[type=input,flowunit=input,device=cpu,deviceid=0]

    data_source_parser[type=flowunit, flowunit=data_source_parser,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demuxer[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demuxer,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decoder[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decoder, device=cpu, deviceid=0, pix_fmt="bgr"]
    image_resize[type=flowunit, flowunit=resize, device=cpu, deviceid=0, width=512, height=288]
    color_transpose[type=flowunit, flowunit=packed_planar_transpose, device=cpu, deviceid=0]
    normalize[type=flowunit, flowunit=normalize, device=cpu, deviceid=0, 
standard_deviation_inverse="0.003921568627451, 0.003921568627451, 0.003921568627451"]
    mask_detection[type=flowunit, flowunit=mask_infer, device=cpu, deviceid=0]
    yolo3_post[type=flowunit, flowunit=yolo3_post, device=cpu, deviceid=0]
    draw_mask_bbox[type=flowunit, flowunit=draw_mask_bbox,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out[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out, device=cpu, deviceid=0]

    input1:input -> data_source_parser:in_data
    data_source_parser:out_video_url -> video_demuxer:in_video_url
    video_demuxer:out_video_packet -> video_decoder:in_video_packet
    video_decoder:out_video_frame -> image_resize:in_image
    image_resize:out_image -> color_transpose:in_image
    color_transpose:out_image -> normalize:in_data
    normalize:out_data -> mask_detection:data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1" -> yolo3_post:in_feat1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2" -> yolo3_post:in_feat2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3" -> yolo3_post:in_feat3
    video_decoder:out_video_frame -> draw_mask_bbox:in_image
    yolo3_post:out_data -> draw_mask_bbox:in_bbox
    draw_mask_bbox:out_image -> video_out:in_video_frame
}"""

查看任务配置文件“bin/mock_task.toml”，可以看到其中的任务输入和任务输
出配置为如下内容：
# 任务输入,mock模拟目前仅支持一路rtsp或者本地url
# rtsp摄像头，type = "rtsp", url里面写入rtsp地址
# 其它用"url"，比如可以是本地文件地址, 或者httpserver的地址，(摄像头 url = "0")
[input]
type = "url"
url = "../data/mask_test.mp4"

# 任务输出,目前仅支持"webhook", 和本地输出"local"(输出到屏幕,url="0", 输出到rtsp，填写rtsp地址)
# (local 还可以输出到本地文件，这个时候注意，文件可以是相对路径，是相对这个mock_task.toml文件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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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type = "local"
url = "../hilens_data_dir/mask_test_result.mp4"

    input1:input -> data_source_parser:in_data
    data_source_parser:out_video_url -> video_demuxer:in_video_url
    video_demuxer:out_video_packet -> video_decoder:in_video_packet
    video_decoder:out_video_frame -> image_resize:in_image
    image_resize:out_image -> color_transpose:in_image
    color_transpose:out_image -> normalize:in_data
    normalize:out_data -> mask_detection:data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1" -> yolo3_post:in_feat1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2" -> yolo3_post:in_feat2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3" -> yolo3_post:in_feat3
    video_decoder:out_video_frame -> draw_mask_bbox:in_image
    yolo3_post:out_data -> draw_mask_bbox:in_bbox
    draw_mask_bbox:out_image -> video_out:in_video_frame
}"""

该流程图使用“data/mask_test.mp4”文件进行车辆检测，检测结果绘制后保存
为“hilens_data_dir/mask_test_result.mp4”文件。

7. 运行默认应用

在“mask_det”工程路径下执行build_project.sh进行工程构建：
███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
$ ./build_project.sh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graph/
mask_det.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graph/
mask_det_camera.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graph/
modelbox.conf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etc/flowunit/
draw_mask_bbox/draw_mask_bbox.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etc/flowunit/
yolo3_post/yolo3_post.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model/
mask_infer/mask_infer.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model/
mask_infer/yolo3_resnet18_mask_det_288x512.toml to Unix format...
dos2unix: converting file /d/modelbox/windows/modelbox-win10/workspace/mask_det/bin/
mock_task.toml to Unix format...

build success: you can run main.bat in ./bin folder

Press 'p' to pause..., any key to exit

执行bin/main.bat运行应用，运行结束后在“hilens_data_dir”目录下生成了
“mask_test_result.mp4”文件，可以打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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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运行应用

8. 查看camera流程图

除了测试视频文件外，还可以使用PC自带或者外接的USB摄像头进行口罩实时检
测，对应的流程图为“mask_det_camera.toml”，其流程定义“graphconf”如
下，可以对比它与“mask_det.toml”的区别：
graphconf = """digraph mask_det {
    node [shape=Mrecord]
    queue_size = 4
    batch_size = 1
    input1[type=input,flowunit=input,device=cpu,deviceid=0]

    data_source_parser[type=flowunit, flowunit=data_source_parser, device=cpu, deviceid=0]
    local_camera[type=flowunit, flowunit=local_camera, device=cpu, deviceid=0, pix_fmt="bgr", 
cam_width=1280, cam_height=720]
    image_resize[type=flowunit, flowunit=resize, device=cpu, deviceid=0, width=512, height=288]
    color_transpose[type=flowunit, flowunit=packed_planar_transpose, device=cpu, deviceid=0]
    normalize[type=flowunit, flowunit=normalize, device=cpu, deviceid=0, 
standard_deviation_inverse="0.003921568627451, 0.003921568627451, 0.003921568627451"]
    mask_detection[type=flowunit, flowunit=mask_infer, device=cpu, deviceid=0]
    yolo3_post[type=flowunit, flowunit=yolo3_post, device=cpu, deviceid=0]
    draw_mask_bbox[type=flowunit, flowunit=draw_mask_bbox, device=cpu, deviceid=0]
    video_out[type=flowunit, flowunit=video_out, device=cpu, deviceid=0]

    input1:input -> data_source_parser:in_data
    data_source_parser:out_video_url -> local_camera:in_camera_packet
    local_camera:out_camera_frame -> image_resize:in_image
    image_resize:out_image -> color_transpose:in_image
    color_transpose:out_image -> normalize:in_data
    normalize:out_data -> mask_detection:data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1" -> yolo3_post:in_feat1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2" -> yolo3_post:in_feat2
    mask_detection:"yolo/output3" -> yolo3_post:in_feat3
    local_camera:out_camera_frame -> draw_mask_bbox:in_image
    yolo3_post:out_data -> draw_mask_bbox:in_bbox
    draw_mask_bbox:out_image -> video_out:in_video_frame
}"""

9. 修改输入和输出配置

打开工程目录下“bin/mock_task.toml”文件，修改其中的任务输入和任务输出
配置为如下内容：
# 任务输入,mock模拟目前仅支持一路rtsp或者本地url
# rtsp摄像头，type = "rtsp", url里面写入rtsp地址
# 其它用"url"，比如可以是本地文件地址, 或者httpserver的地址，(摄像头 url = "0")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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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url"
url = "0"

# 任务输出,目前仅支持"webhook", 和本地输出"local"(输出到屏幕,url="0", 输出到rtsp，填写rtsp地址)
# (local 还可以输出到本地文件，这个时候注意，文件可以是相对路径，是相对这个mock_task.toml文件
本身)
[output]
type = "local"
url = "0:mask_det"

即使用编号为0的摄像头（默认为PC自带的摄像头），输出画面显示到名为
mask_det的窗口中。

10. 运行应用

执行bin/main.bat camera运行应用，将会自动弹出实时的口罩检测画面：

图 9-17 运行应用

如果PC带独立显卡，ModelBox将使用独显进行模型推理加速，可以打开“任务管
理器>性能”版块实时查看推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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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8 查看推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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