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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导读

联邦学习服务提供了产品介绍、快速入门、常见问题、产品术语、客户端部署指南和
API参考手册，帮助用户快速熟悉和使用联邦学习服务。

表 1-1 文档导读

手册 概述

《产品介绍》 本文档详细阐述了联邦学习服务的概念、优势、功能、与组网模式
等。

《快速入门》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联邦学习服务，创建联邦实例、注册边缘节点
和运行联邦实例，实现用户快速熟悉和使用联邦学习服务。

《常见问题》 本文档收集了用户日常使用服务遇到的问题，并给予解答，帮助用
户高效使用服务。

《客户端部署
指南》

本文档介绍如何安装联邦学习客户端FLC（Federated Learning
Client）。

《联邦学习模
型包规范》

本文档介绍联邦学习模型包的规范。

《联邦学习算
法说明》

本文档介绍多种通用算法和高级算法。

《API参考
（FL-
Server）》

本文档包含了联邦学习服务端FL-Server的API描述、语法、参数说
明及样例等内容。

《API参考
（FL-
Client）》

本文档包含了联邦学习客户端FL-Client的API描述、语法、参数说明
及样例等内容。

《产品术语》 本文档详细阐释联邦学习服务相关的产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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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2.1 什么是联邦学习
联邦学习是一种加密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技术，它是指参与联邦学习的各用户在不共享
本地数据的前提下共建AI模型。其核心是：参与方在本地进行模型训练，然后仅将模
型更新部分加密上传到云端，并与其它参与方的模型更新部分进行汇聚整合，形成一
个公共的模型，这个公共的模型再由云端下发给各参与方，通过反复的本地训练以及
反复的云端整合， 终得到一个更好的AI模型。

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基于华为云的计算资源，集成云端联邦中心开发环境，为终
端、边缘设备、本地数据中心提供联邦学习环境的平台。

2.2 产品优势
● 数据不出局

局点由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而导致数据不能出本地，形成数据孤岛问题。传统
的机器学习无法汇聚完整的训练数据，从而无法训练出较优的模型。

联邦学习只利用本地数据进行训练，不交换数据本身，而是用加密方式交换更新
的模型参数。

● 模型效果提升

数据样本在各地分布不均，样本量少的局点，训练得到的AI模型效果较差，AI模
型应用的泛化效果没有保障。

联邦学习利用设备在不同环境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模型汇集更新后再下发至设
备，可以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

● 模型训练效率提升

由于边缘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分布式训练相对于集中训练，更能提高AI模型生成
效率，充分发挥边缘节点的计算资源及计算能力。

联邦学习利用终端或边缘设备闲置计算能力进行训练，提升模型个性化适配训练
效率，不影响核心业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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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能介绍
● 支持多种边缘计算框架

支持客户端节点使用Tensorflow、Caffe、Pytorch三种深度学习框架生成的模型
进行联邦学习，无需用户进行模型文件适配。

● 支持多种联邦汇聚算法

联邦聚合算法：联邦基础的加权平均算法，适用于各类计算梯度下降求解的算
法。

学习率衰减：开启学习率衰减算法，能够让联邦收敛的更加平滑，同时能够达到
优解。

梯度分叉算法：开启自适应算法（又名梯度分叉法），达到相同精度的要求下可
以有效的减少本地训练时长。

● 支持多种安全隐私算法

多方安全计算：在安全要求较高的场景下，开启安全多方算法可以实现本地模型
的信息不被服务端获取，同时不降低模型的精度。

差分隐私：在安全场景下，通过不同阶段加噪， 大化数据查询的准确性同时
大限度减少识别数据的机会。

● 支持多种模型压缩算法

参数冻结法：压缩算法，根据模型变化趋势调节每轮联邦汇聚的参数达到降低通
信带宽的目的。

随机挑参法：在多节点场景下，每个客户端随机上传部分参数达到降低通信带宽
的目的。

● 支持联邦可视化

联邦平台上实现 1. 边缘节点的状态（包括离线、空闲、训练、评估等）；2、边
缘节点训练的相关信息（如：样本数，训练时长，准确率，带宽使用等）的实时
及历史可视化展示。

2.4 产品架构
联邦学习的功能架构图如功能架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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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功能架构

联邦学习功能视图说明如功能说明所示。

表 2-1 功能说明

系统 描述

联邦控制台
（FL-Console)

联邦学习在线IDE能力，提供给用户操作页面。监控，管理实例及
边缘节点状态。

联邦学习服务
（FLS）

联邦学习Server，提供联邦API供FLC，FL-Console调用。

联邦客户端
（FLC）

联邦学习客户端，提供API供业务训练系统调用。

业务训练系统 用户侧的运行环境，包括运行环境、结果反馈以及推理应用等。

 

2.5 组网模式
● 云地协同的部署模式

● FLS部署在云端：推荐的部署方式。在云端NAIE的FLS上创建联邦学习实例，用户
可以接入更大范围的联邦学习客户端，及时获取NAIE训练的新算法和模型以及
NAIE联邦专家的支持。

● FLC&业务训练系统：部署在地侧。FLC负责边缘计算节点与FLS之间进行通信，下
载Global模型、上传模型参数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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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各模块介绍如功能说明所示。

表 2-2 功能说明

系统 描述

训练服务 根据项目要求，提供合适的算法和公共模型。

FLS Federated-Learning Server，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服务端。用于完成
模型的汇聚，合成公共模型上传到AI市场。

AI市场 NAIE的运营平台。可以购买AI服务，在当前场景中，可以从AI市场下
载发布的公共模型。

前置Agent 地端上云的网关。保证和NAIE云服务的安全连接。

FLC Federated-Learning Client，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客户端。完成端侧
联邦学习的执行。

 

2.6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与模型训练服务的关系

NAIE平台的模型训练服务。公共模型、算法可以在训练平台中创建，提供给联邦学习
部署服务导入。

与 AI 市场的关系

NAIE的运营平台。AI市场可以实现联邦学习的模型版本管理、公共模型下载以及客户
订购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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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 的关系

NAIE平台使用，华为公有云系统提供的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实现统一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服务。

与 API 网关的关系

NAIE平台必须对接到华为公有云系统提供的统一API网关，此API网关为用户提供统一
的入口调用NAIE云服务的API。NAIE云服务开放给租户的API，必须在API网关上注册
通过后再发布。

与对象存储服务的关系

NAIE平台使用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OBS）存储数据和模型的
备份和快照，实现安全、高可靠和低成本的存储需求。

与 ModelArts 服务的关系

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使用，ModelArts服务转换用户提交的算法为初始模型。在联
邦试运行阶段可以使用ModelArts服务在联邦服务端运行用户模型、算法。

2.7 如何访问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步骤1 在用户终端PC上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s://www.hwtelcloud.com/，进

入NAIE服务官网。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进入登录界面。

步骤3 选择“IAM用户登录”方式，输入租户名、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账号登录。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4 单击“登录”，进入NAIE服务官网。

步骤5 依次选择“AI服务 > AI服务 > 模型训练服务 >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进入联邦学习部
署服务介绍页面。

步骤6 单击“进入服务”，进入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页面。

----结束

2.8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2-30 服务名字变更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2020-08-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6-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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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入门

3.1 联邦学习总体介绍

3.1.1 简介
联邦学习是一种新兴的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可以在不直接访问训练数据的情况下构建
机器学习系统，数据保留在原始位置，这有助于确保隐私并降低通信成本。其设计目
标是在保障大数据交换时的信息安全、保护终端数据和个人数据隐私、保证合法合规
的前提下，在多参与方或多计算结点之间开展高效率的机器学习。

联邦学习的系统框架包括边缘节点与中心节点，边缘节点表示需要参与联邦的各用
户，其中存放了训练的算法与数据，各边缘节点的数据只在中心节点通过加密共享；
中心节点也可称为协作节点，对各边缘节点的训练结果进行汇聚。

本文旨在指导大家完成一个完整的联邦学习过程，包括创建联邦实例、注册边缘节
点、运行联邦实例，以达到快速熟悉和使用联邦学习的目的。

3.1.2 基本组网
联邦学习基本组网如图1所示：

图 3-1 联邦学习基本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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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联邦实例管理

3.2.1 访问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步骤1 在用户终端PC上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s://www.hwtelcloud.com/，进
入NAIE服务官网。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进入登录界面。

步骤3 选择“IAM用户登录”方式，输入租户名、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账号登录。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4 单击“登录”，进入NAIE服务官网。

步骤5 依次选择“AI服务 > AI服务 > 模型训练服务 >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进入联邦学习部
署服务介绍页面。

步骤6 单击“进入服务”，进入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页面。

----结束

3.2.2 创建联邦实例
登录联邦首页后，可先按照界面上的操作指引进行操作，也可直接按如下步骤创建联
邦实例。

步骤1 单击“创建联邦实例”，如图1 联邦实例创建界面所示。

图 3-2 联邦实例创建界面

步骤2 在实例创建界面填写相应信息，如图2 参数配置界面所示，参数配置说明，如表1 参数
配置所示。

导入的模型包需要符合《联邦学习模型包规范》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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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参数配置界面

表 3-1 参数配置

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基本信息 实例名称 联邦实例的名称，也是联邦实例的标识之一，不同实例通
过实例ID区分；

只能以字母（A~Z a~z）开头，由字母、数字（0~9）、
下划线（_）、中划线（-）组成，不能以下划线和中划线
结尾。

联邦类型 联邦实例类型，当前仅支持“横向联邦”。

描述 联邦实例的描述信息，一般用于描述实例的创建或使用场
景。

是否公开 联邦实例是否公开给所有用户 ，默认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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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基础模型
配置

联邦汇聚
算法类型

支持的汇聚算法类型及说明如下：

● 加权平均
服务器对边缘侧模型参数汇聚时，采用简单加权平均
以获得全局模型。

● 动量优化
服务器对边缘侧模型参数汇聚时，采用动量SGD优化
机制，提高全局模型的收敛性。

● 自适应优化
服务器对边缘侧模型参数汇聚时，采用Adam自适应优
化机制，提高全局模型的收敛性。

● 多梯度下降
采用多梯度下降算法（MGDA）进行汇聚，提高模型
的收敛性。

● XGBoost
采用基于联邦学习模式的XGBoost算法进行汇聚，并
构建树联邦模型。

模型评估
指标

选择基础算法使用的模型评估指标：

● 准确率

● 精确率

● 召回率

● F1 Score
● F2 Score
一般选择“准确率”，表示所创建合作模型的准确程度。

边缘节点
运行环境

选择基础算法使用的运行环境：

● TensorFlow Lite
● PyTorch
● Keras

本地导入 从用户本地导入模型包。

用户在“模型包路径”中打开本地基础模型包路径，导入
模型包。

模型包要求说明：

1. 包文件必须是单个ZIP格式的压缩文件，包文件名只含
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线和英文圆括号。

2. 包文件应不超过100M。

3. 压缩文件内二级目录下应包含metadata.json，并在
metadata.json中正确填写模型包的元数据信息。

模型包路
径

“基础模型配置”选择“本地导入”时，展示此参数，用
于从本地选择待上传的基础模型包。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3 快速入门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



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从NAIE平
台中导入

从NAIE训练平台的训练项目中选择基础模型包。

系统会自动从NAIE训练平台中导入已有的联邦学习训练
项目，包括项目名称、模型包、描述、创建人、创建时间
等信息。系统支持通过项目名称快速检索项目，也可以通
过“操作”相应列进入训练平台查看该项目的详细信息。

如果当前列表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用户可以单击“NAIE
平台”链接跳转至NAIE训练平台，在NAIE训练平台创建
一个联邦学习训练项目，并在该项目下完成模型训练任务
训练及训练结果打包。

客户端策
略

全部 “客户端策略”选择“全部”，则所有在线边缘节点同时
参与训练，建议10个以内。

注册边缘
节点数阈
值

“客户端策略”选择“全部”时，需要设置此参数，表示
中心节点允许注册的 大边缘节点数。

指定数量 “客户端策略”选择“指定数量”，则需选定需要同时训
练边缘数量，该策略适用于大量边缘节点场景。

随机挑选
策略

“客户端策略”选择“指定数量”时，展示此参数。

随机挑选策略支持的选项及说明：

● 随机策略
随机挑选指定数量的客户参与联邦。

● 误差减小策略
引入评价机制，每轮客户端对联邦模型进行评价和反
馈，服务端根据反馈的评价值优先挑选能使联邦模型
误差越来越小的有效客户端，再从剩余客户端中随机
挑选。

默认为“误差减少策略”。

每轮训练
参与的边
缘节点数

“客户端策略”选择“指定数量”时，展示此参数。手动
输入每轮参与联邦的边缘节点数。

随机选择
的客户端
比例

“客户端策略”选择“指定数量”且“随机挑选策略”选
择“误差减少策略”时，展示此参数。

误差减少策略下，该参数设置比例部分按随机准则挑选，
剩下的部分按误差减少准则挑选。

注册边缘
节点数阈
值

“客户端策略”选择“指定数量”时，展示此参数。表示
中心节点允许注册的 大边缘节点数。

默认为10000。

高级选项-联邦算法配置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3 快速入门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



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通用算法 启用安全
隐私算法

选用安全隐私算法：

● 否

● 多方计算
边缘侧模型加噪后传递，服务端无法还原，保证联邦
可信。

● RSA多方计算
在多方计算基础上，解决边缘节点掉线问题，交互复
杂度增加。

● DP-RSA安全隐私算法
结合RSA多方计算和差分隐私，在保持模型可用性的
同时提供隐私性。

默认为“否”。

启用压缩
算法

是指通过放弃部分模型改变量极小的参数传递，减少网络
流量。

选用安全隐私算法：

● 否

● 随机选参

● 服务端参数冻结

默认为“否”。

高级算法 启用自适
应聚合算
法

默认为“否”。

是指神经网络中 后一层网络参数不参与联邦汇聚。

启用梯度
分叉算法

默认为“否”。

当启用梯度分叉法，则会动态调整边缘模型迭代次数，学
习效率更高。

持续学习
算法

默认为“否”。

当启用了持续学习算法，表示边缘损失函数中增加了惩罚
项，记录重要网络参数，克服多轮联邦任务出现的网络遗
忘。边缘侧需包含Fisher信息计算过程，并生成ewc.h5文
件。

启用
FedProx

默认为“否”。

启用FedProx时，边缘损失函数中需增加近端项惩罚，限
制边缘模型远离初始全局模型，避免边缘模型发散。

超参配置 边缘模型
学习率

边缘模型参数更新学习率。默认为“0.01”。

此值设置过大易欠拟合，过小易出现过拟合的情形。

边缘模型
迭代次数

每轮训练边缘节点内迭代次数，值应不小于1的整数。

每轮迭代次数越多想对训练效果越好；但过大的值也会导
致训练时间过长，无意义。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3 快速入门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



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小边缘
节点数

一轮联邦学习迭代任务中参与迭代的边缘节点数目设置
值，通常不小于2的整数值。

在实际应用中相当于参与本轮联邦的用户数。

此值的设置需要与实际注册的边缘节点数一致。

中心模型
汇聚轮次
阈值

默认值为“100”。

联邦学习任务总共执行的迭代步长数目，即每次在中心节
点汇聚的迭代次数。

中心模型
评估间隔

评估中心模型精度的迭代轮数间隔设置值。

中心模型
学习率

默认为“1”。

中心模型参数更新学习率设置值。

中心模型
改变量阈
值

模型收敛判定指标。

模型改变量小于设置值后停止联邦学习迭代过程。

学习率衰
减系数

默认为1，表示不改变学习率。

达到衰减步长，学习率=学习率*衰减系数。

学习率衰
减步长

表示汇聚轮次。

在“学习率衰减系数”非设定为1时有意义。

每次本地
训练所选
取的样本
数

每次本地训练所选取的样本数

自定义参
数

自定义参数配置，配置方法为：

单击“自定义参数”区域，弹出“自定义参数”配置框，

单击 新增自定义参数，配置“参数类型”、“参数
名”及“参数值”。

 

步骤3 设置完成，单击“确认”即完成实例创建。

步骤4 在主界面查看创建的实例信息，如图3-4所示。

创建完成后，可在主界面查看创建的实例信息，包括实例名称，ID为唯一标识（边缘
注册时使用），版本号0.0.1（首次创建联邦实例，版本号为0.0.1），联邦类型及状
态。其中版本默认为0.0.1，后续也可在此基础上创建其它版本号的实例；初始创建的
实例均为“草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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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联邦学习主界面

----结束

3.2.3 发布联邦实例
当创建完成联邦实例后，为草稿状态，需要发布才可使用。

步骤1 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首页“我的实例”中找到创建的实例，单击实例右侧对应的发布

图标“ ”。

步骤2 在弹出的发布确认对话框内单击“确认”。

----结束

3.2.4 创建联邦实例多版本
首次创建的联邦实例默认版本为0.0.1，后续可在此基础上创建其它版本，步骤如下。

步骤1 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首页“我的实例”中找到待创建新版本的实例，展开实例的右侧
对应的“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创建新版本”，如图3-5所示

图 3-5 实例版本创建界面

步骤2 在弹出的“创建新版本”界面中，可使用默认的版本号0.0.2，也可修改为其他版本
号，如图3-6所示。其它的配置项亦可修改，只是代表了同一个实例的不同版本，支持
不同配置。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3 快速入门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图 3-6 联邦参数配置

步骤3 修改完毕后，单击“确认”。

----结束

3.2.5 查看联邦实例多版本
当一个联邦实例有多个版本时，在联邦主界面只会看到一个 新版本的实例，通过以
下方式可以查看到所有版本。

步骤1 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首页“我的实例”中找到待查看多版本的实例，展开实例的右侧
对应的“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查看更多版本”，如图3-7所示。

图 3-7 查看更多版本入口

步骤2 在“实例版本列表”界面查看当前联邦实例的多个版本，单击“返回首页”可返回联
邦学习部署服务首页，如图3-8所示。

图 3-8 联邦实例多版本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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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删除联邦实例

当完成了所需要的联邦学习过程，并训练出期望的模型后，可删除联邦实例，前提是
先完成边缘节点的去注册。

步骤1 参考3.3.3 边缘节点去注册完成边缘节点的去注册。

步骤2 删除联邦实例。

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首页“我的实例”中找到待删除的实例，展开实例的右侧对应的
“ ”，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删除”，如图3-9所示。

图 3-9 联邦实例删除界面

步骤3 在弹出的“警告”弹框内单击“确认”。

----结束

3.3 边缘节点管理

3.3.1 边缘节点说明

联邦学习的整体框架包括边缘节点与中心节点，联邦实例是创建在中心节点的，即
server端，而用户的本地算法与数据在边缘节点，要进行联邦学习，必须将边缘节点注
册到中心节点的联邦实例。一个中心节点（一个联邦实例）可注册多个边缘节点，一
个边缘节点一次只能注册到一个联邦实例的一个版本。

边缘节点客户端部署方法请参见《客户端部署指南》。

说明

因为注册边缘节点会同步生成安全特性多方计算用秘钥，在使用联邦学习安全特性多方计算能力
时建议定期（一年或视情况）更新安全秘钥，否则可能存在秘钥信息泄露风险。更新方法为先去
注册边缘节点，然后重新注册边缘节点即可。

3.3.2 边缘节点注册

当创建了联邦实例，接下来将进行联邦学习，需要提前将要进行联邦的边缘节点注册
到联邦实例。具体可参考client接口文档进行注册。

client接口文档的获取方式如下：

步骤1 登录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界面，并选择一个实例进入，如图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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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进入联邦学习实例

步骤2 在“联邦实例”界面单击“如何加入联邦？”，在弹出的“加入联邦说明”对话框内
单击“下载，”下载FL-Client安装包，如图2所示。

按照安装包内的《FL-Client部署指南》，将FL-Client部署到边缘节点上。

图 3-11 FL-Client 安装包下载

----结束

3.3.3 边缘节点去注册
当需要将边缘节点与联邦实例解绑时，或者需要删除联邦实例时，需要先将边缘节点
去注册。具体可参考client接口文档进行去注册。

client接口文档获取方式同章节3.2。

3.4 运行联邦实例

3.4.1 实例运行
注册完成后，需要运行联邦实例进行训练，得到期望的训练模型。

步骤1 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主界面，单击实例所在行 右侧的 图标。

步骤2 在弹出的“启动联邦”界面上配置算法参数，单击“确认”。

联邦实例启动成功后，处于“运行中”状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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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结果检查

联邦实例运行成功后，实例处于“完成”状态，此时在联邦学习部署服务主界面，单

击运行完成实例所在行 右侧的 图标，跳转到当前联邦实例的详情界面。

在结果的详情界面，可查看的内容包括联邦详情与联邦效果。

● 联邦详情页签会显示各边缘节点的训练情况及各指标数值，如图3-12所示。

● 联邦效果页签可查看模型训练准确率或精确率变化趋势等信息，如图3-13所示。

图 3-12 联邦训练详情界面

图 3-13 联邦实例运行效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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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进度查看
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实例，可单击如图3-14所示红框中的中心节点，查看联邦的进
度，如图3-15所示。

图 3-14 联邦学习进度查看

图 3-15 联邦学习进度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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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2-30 服务名字变更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全文修改。

更新3.2 联邦实例管理整章节，优化3.3 边缘节点管理以及3.4
运行联邦实例章节。

2020-09-17 本次版本更新了章节2.2；章节2.6；章节4.1；章节4.2。

2020-08-17 本次版本更新了章节2.2的图2与表1参数配置

2020-06-30 本次版本更新了章节2.2；章节3.2与3.3.3 边缘节点去注册的实
例注册与去注册方式；章节4.2。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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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

4.1 如何回到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平台首页？
用户进入联邦实例详情界面后，如果需要回到联邦实例首页，请单击界面左上角的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图标。如果需要回到应用市场界面，请单击界面左上角的
“iMaster NAIE”图标。

4.2 如何使用联邦快速体验？
联邦快速体验，是基于mnist数据集及模型创建的联邦实例，并在Windows环境上模拟
3个边缘节点，快速体验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单击“联邦快速体验”区域中“详情”，查看操作步骤。

步骤1 单击“创建实例”，快速创建并发布一个实例。

步骤2 单击“下载边缘环境”，下载边缘环境体验包。

----结束

4.3 创建实例时参数“是否公开”的含义？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平台首页有“我的实例”和“其他实例”两个页签。

● 我的实例：指我作为一个租户或者租户下的一个用户所创建的联邦学习实例。当
该租户或者用户配置“是否公开”为“否”时，仅能本用户查看该实例，其他任
何用户无法查看。

● 其他实例：指除我自己创建的联邦实例外，其他人创建的已公开的联邦实例。当
该租户或者用户配置“是否公开”为“是”时，其他任何用户均能在联邦学习部
署服务平台首页的“其他实例”中查看该实例，但不能操作该实例。

自己创建的实例具有完全操作权限，包括查看详情、编辑、删除、将其它边缘local节
点加入该实例、运行实例等权限操作，而非我创建的实例，则只能查看以及申请将其
它边缘节点加入该实例，不能执行编辑、运行、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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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压缩算法中“随机选参”和“服务端参数冻结”的区别？
运行实例时，参数“压缩算法”有3个取值：

● 否：表示不使用任何压缩算法。

● 随机选参：所有参数均参与边缘节点训练，但上报到FLS前随机丢弃一些参数取
值，缩减模型大小，以减少模型上传的通信代价。

● 服务端参数冻结：从FLS下发消息通知FLC，冻结部分参数不参与边缘节点训练，
缩减模型大小，以减少模型上传的通信代价。

4.5 如何配置“中心模型评估间隔”？
中心模型评估间隔用来设置评估模型的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等指标的汇聚轮数间
隔。

例如：某个实例的参数“中心模型汇聚轮次阈值”配置为50，“中心模型评估间隔”
配置为2，表明该实例每2轮汇聚进行模型评估一次，运行进度如下：

● 第1轮：“模型训练”、“模型上传”、“模型汇聚”

● 第2轮：“模型训练”、“模型上传”、“模型汇聚”、“模型评估”、“指标上
传”

● ....

一共汇聚50次，其中模型训练50次，模型评估25次。

建议配置：“中心模型评估间隔” 配置取值需要被“中心模型汇聚轮次阈值”整除。

4.6 如何配置学习率衰减？
实例的参数“学习率衰减系数”和“学习率衰减步长”配套使用。

例如：某个实例的参数“边缘模型学习率”配置为0.01，“学习率衰减系数”配置为
0.8，“学习率衰减步长”配置为10，表明该实例每经过10轮汇聚，边缘模型学习率按
0.8的倍数逐渐降低。边缘模型学习率取值如下：

● 第1轮：0.01
● 第2轮~第9轮：由0.01逐渐降低为0.008（0.01*0.8）
● 第10轮：0.008
● 第11轮~第19轮：由0.008逐渐降低为0.0064（0.08*0.8）
● 第20轮：0.0064
● .....

4.7 满足“试运行”条件的模型包格式要求？
“试运行”功能模拟实例运行的全过程，模型包需要具备试运行条件。

● 从外部导入：导入的模型包里需要包含基本的算法文件和样例数据，仅提供模型
文件，无法正常执行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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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NAIE平台导入：不支持试运行

4.8 为什么实例运行第一轮模型下载量 大？
实例运行中正常的一轮汇聚经过“模型训练”、“模型上传”、“模型汇聚”、“模
型评估”、“指标上传”5个阶段。其中：

● 需要从FLS下载模型的阶段：“模型训练””、“模型评估”

● 需要上传模型到FLS的阶段：“模型上传”

但是，实例运行第一轮时会下载一份全量模型，用于“恢复联邦”功能，方便联邦实
例运行过程中异常中断，可以继续恢复联邦。

4.9 如何使用“恢复联邦”功能？
主要应用于2个场景

● 当联邦实例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常，问题解决后，可以使用“恢复联邦”功能完成
本次实例运行。

● 当联邦实例运行完成后，效果不理想，希望在这次模型基础上调整参数继续联
邦。

4.10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6-30 增加“如何使用联邦快速体验”。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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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户端部署指南

5.1 安装须知

安装场景

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部署在华为云端，客户侧通过部署联邦学习FLC（Federated
Learning Client，也叫FL-Client）连接华为云端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典型组网如
图5-1所示，本文介绍该场景下如何安装联邦学习FLC。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详细
组网介绍请参见《产品介绍》的“组网模式”章节。

图 5-1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典型组网

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典型组网中各模块介绍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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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功能说明

系统 描述

训练服务 根据项目要求，提供合适的算法和公共模型。

FLS Federated-Learning Server，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服务端。用于完成
模型的汇聚，合成公共模型上传到AI市场。

高斯DB FLS使用的高斯数据库。

AI市场 NAIE的运营平台。可以购买AI服务，在当前场景中，可以从AI市场下
载发布的公共模型。

前置Agent 地端上云的网关。保证和NAIE云服务的安全连接。

FLC Federated-Learning Client，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客户端。完成端侧
联邦学习的执行。

业务训练系
统

执行端侧本地训练任务。

 

安装准备

从华为云联邦学习部署服务console页面下载FLC安装包。

步骤1 登录联邦学习部署服务console。

步骤2 创建联邦实例。

步骤3 单击“如何加入联邦？”并下载FLC安装包，如图5-2所示。

图 5-2 下载 FLC 安装包

步骤4 （可选）校验FLC安装包的完整性。

解压下载的安装包后，参考“signature.txt”中说明，使用openssl命令对安装包做完
整性校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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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规划

配置规划

联邦学习FLC的安装机器资源配置建议如表5-2所示。

表 5-2 安装机器资源

服务 规格 数据盘（GB） 操作系统

FLC 8C16G 100 EulerOS 2.0(SP2
x86_64)

 

说明

数据盘挂载于/opt/cloud.

用户规划

联邦学习FLC的安装用户规划如表5-3所示。

表 5-3 安装用户

服务 用户名 用户密码 属组 家目录 备注

FLC service 无默认密
码，由用户
自行设置。

servicegrou
p

/home/
service

FLC安装和
运行用户

 

5.3 安装 FLC

前提条件

已获取FLC安装包。

背景信息

FLC支持两种用户注册：

● 公有云用户：FLC使用公有云用户id、ak/sk、用户名和密码、domainName信息
向华为云端FLS申请注册。

● 云道用户：FLC通过云道用户appid从云道侧获取用户token后向华为云端FLS申请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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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上传并解压安装包。

将已下载的FL-Client_x.x.x.xxx.tar.gz压缩包上传到/root路径下，并解压包。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 tar -xzvf FL-Client_x.x.x.xxx.tar.gz

说明

包名“FL-Client_x.x.x.xxx.tar.gz”中“x.x.x.xxx”为实际的包版本号和打包时间戳。

文件解压缩后，系统会在/root路径生成一个名为FL-Client_x.x.x.xxx的文件夹，文件夹
的目录文件如下：

● action：存放安装脚本文件

● config：存放配置rpm包

● repo：存放jre、client的rpm包

● vars：存放配置变量文件

● manifest.yml：描述包的基本属性文件

步骤2 执行安装命令。

进入解压后文件夹内的action文件夹，执行“sh appctl.sh install”。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 cd FL-Client_x.x.x.xxx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FL-Client_x.x.x.xxx]# cd action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action]# sh appctl.sh install

系统提示“Install Federated-Client success.”表示FLC安装成功。

步骤3 配置参数。

FLC安装成功后，实际部署目录为“/opt/cloud/Federated-Client/”，需要切换到此目
录下，修改“conf/config.properties”中的配置参数取值，参数说明如表5-4所示。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 cd /opt/cloud/Federated-Client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Federated-Client]# cd conf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conf]# vi config.properties

表 5-4 配置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federalServer.a
ddress

FLC连接的华为云端FLS服务地
址。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公有云北京四region配置为网关地
址：https://119.3.161.172

https://10.10.10.1: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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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client.user 配置注册公有云用户信息，通过用
户ak/sk鉴权注册：

● id：用户ID
● ak/sk：用户访问密钥，sk配置

为明文，服务启动后会自动加
密。

● domainName：用户所在租户
名（账号名）。

系统支持使用“|”同时配置多个
用户信息。用户信息为华为公有云
用户信息，可在“我的凭证”页面
获取。

仅在使用公有云用户注册时需要配
置该参数，使用云道用户注册时不
需要配置该参数。

{"id":"*******","ak":"*******","s
k":"*******","domainName":"
*******""}|
{"id":"*******","ak":"*******","s
k":"*******","domainName":"
*******""}

client.user.pwd 配置注册公有云用户信息，通过用
户名和密码鉴权注册：

● id：用户ID
● name：用户名

● pwd：用户密码，配置为明
文，服务启动后会自动加密。

● domainName：用户所在租户
名（账号名）。

系统支持使用“|”同时配置多个
用户信息。用户信息为华为公有云
用户信息，可在“我的凭证”页面
获取。

该参数为可选参数，当无法使用用
户ak/sk鉴权注册时，可通过用户
名和密码鉴权注册。

仅在使用公有云用户注册时需要配
置该参数，使用云道用户注册时不
需要配置该参数。

{"id":"*******","name":"*******
","pwd":"*******","domainNa
me":"*******""}

client.custom.r
egisterRequest

配置FLC自动注册信息。

● instanceId：实例ID
● userId：用户ID
● name：用户名

● instanceVersion：实例版本

仅在网络AI框架场景下需要配置。

{"instanceId":"*******" ,"userI
d":"*******",
"name":"*******" ,"instanceV
ersion":"*******"}

client.model.gl
obal.path

全局模型存储路径。

建议使用默认值。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model/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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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client.model.lo
cal.path

本地模型存储路径。

建议使用默认值。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model/local/

client.kpi.local.
path

本地模型kpi存储路径。

建议使用默认值。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model/kpi/

client.apppack
age.path

应用包存储路径。

建议使用默认值。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apppackage/

client.model.k
eep.num

FLC上保存的模型文件 大个数。
系统凌晨1:00会自动清理
client.model.global.path和
client.model.local.path配置路径
下的模型文件，只保留 新文件的
大个数。

100

client.policy 对接的联邦FLS服务类型：

● online：FLS在华为云端。

● offline：FLS在客户端。

配置为online。

online

rest.proxy.ena
bled

FLC是否通过Rest请求代理方式连
接FLS。
● true：使用Rest请求代理。

● false：不使用Rest请求代理。

false

rest.proxy.host FLC的Rest请求代理host。
当FLC使用Rest请求代理方式连接
FLS时有效。

10.12.11.11

rest.proxy.port FLC的Rest请求代理端口。

当FLC使用Rest请求代理方式连接
FLS时有效。

8080

client.offline.sf
tp.host

线下sftp服务器ip，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ffline时生
效。

无需配置。

10.10.10.12

client.offline.sf
tp.port

线下sftp服务器端口，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ffline时生
效。

无需配置。

22

client.offline.sf
tp.username

线下sftp服务器登录用户，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ffline时生
效。

无需配置。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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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client.offline.sf
tp.password

线下sftp服务器登录用户密码，仅
当client.policy配置为offline时生
效。

无需配置。

-

cloud.region FLS服务部署区域，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nline时生
效。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cn-north-4

iam.global.end
point

iam对外提供的global区访问地
址，仅当client.policy配置为
online时生效。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https://
iam.myhuaweicloud.com

obs.endpoint obs对外提供的访问地址，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nline时生
效。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https://obs.cn-
north-4.myhwclouds.com

obs.location obs服务的部署区域，仅当
client.policy配置为online时生
效。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cn-north-4

apig.app.authe
ntication

federalServer.address参数配置的
华为云端FLS服务地址是否为华为
云API网关地址。

取值：

● yes
● no
联系华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
确认取值。

no

client.csb 是否使用云道用户注册：

● on：使用云道用户注册。

● off：使用公有云用户注册。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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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client.csb.app 云道用户appid、account(w3工
号)、pwd(w3密码)、region和是
否灰度账号信息，联系华为联邦学
习部署服务接口人确认取值。

系统支持使用“|”同时配置多个
app信息。

仅在使用云道用户注册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使用公有云用户注册时不
需要配置该参数。

{"id":"*******","account":"****
***","pwd":"*******","region":"
*******","gray":"no"}

client.csb.adap
ter.address

集成adapter的服务地址，联系华
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接口人确认取
值。

仅在使用云道用户注册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使用公有云用户注册时不
需要配置该参数。

https://10.10.10.10:8080

client.python FLC使用的python路径。 /opt/cloud/3rdComponent/
python3.9.2/bin/python

business.mode
l.in.type

边缘节点上业务训练系统的输入：

● model：模型

● model_change：模型改变量

model

business.mode
l.out.type

边缘节点上业务训练系统的输出：

● model：模型

● model_change：模型改变量

model_change

model.name 边缘节点上FLC的输入模型和输出
模型名称。

● Tensorflow框架下，模型名称
不需要加后缀，例如：model

● Caffe框架下，模型名称以
“.caffemodel”后缀结尾，例
如：model.caffemodel

● Pytorch框架下，模型名称以
“.pth”后缀结尾，例如：
model.pth

● Keras框架下，模型名称以
“.h5”后缀结尾，例如：
model.h5

model.h5

keystore.path https单向认证使用的服务端证书
库路径。

无需配置。
keystore.check.switch.on配置为
true时有效。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conf/
trustServer.key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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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keystore.passw
d

https单向认证使用的服务端证书
库访问密码。

无需配置。
keystore.check.switch.on配置为
true时有效。

-

keystore.check
.switch.on

是否开启https单向认证。

● true：开启

● false：关闭

配置为false。

false

revoke.cert.pat
h

https单向认证使用的服务端吊销
证书文件路径。

无需配置。
keystore.check.switch.on配置为
true时有效。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conf/revoke.crl

naie.platform NAIE的部署平台。如果NAIE部署
在GDE上，则配置为gde，否则不
需要配置。

-

agent.edge.swi
tch.on

是否使用FLC中自带的边缘业务训
练系统。

● true：使用

● false：不使用

配置为false。

false

agent.edge.he
artbeat.interva
l

FLC和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间
的心跳消息时间间隔。单位：秒。

使用默认值。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5

agent.edge.ch
eckstatus.inter
val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检查
训练和评估任务状态的时间间隔。
单位：秒。

使用默认值。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5

use.global.alg
o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是否
使用创建联邦实例时上传的模型包
中的全局算法。

● true：使用

● false：不使用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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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配置样例

edge.model.kp
i.file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本地
训练时记录的模型kpi文件。

使用默认值。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result

edge.prereport
data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注册
FLS时上报的初始kpi文件。

使用默认值。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result.txt

edge.customer.
properties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注册
FLS信息文件。

使用默认值。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opt/cloud/Federated-
Client/conf/
customer.properties

edge.train.dat
a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本地
训练数据目录。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opt/demo/data/

edge.test.data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本地
模型评估数据目录。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true
时有效。

/opt/demo/data/

edge.python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使用
的python路径。

/opt/cloud/3rdComponent/
python3.9.2/bin/python

edge.train.file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本地
训练时调用的python代码入口。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
true，且use.global.algo配置为
false时有效。

/opt/demo/code/main.py

edge.test.file FLC自带的边缘业务训练系统本地
模型评估时调用的python代码入
口。

agent.edge.switch.on配置为
true，且use.global.algo配置为
false时有效。

/opt/demo/code/main.py

 

步骤4 启动服务。

切换至service用户，进入/opt/cloud/Federated-Client/bin目录，执行start.sh启动服
务。
[root@EulerOS-BaseTemplate conf]# su - service
[service@EulerOS-BaseTemplate conf]$ cd /opt/cloud/Federated-Client/bin
[service@EulerOS-BaseTemplate bin]$ sh star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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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示“Start Federated-Client success”表示服务启动成功。

----结束

5.4 附录
FLC常用的操作命令介绍如表5-5所示。

表 5-5 常用操作命令

命令 路径 作用

checkStat
us.sh

/opt/cloud/
Federated-
Client/bin

检查FLC进程和端口是否正常启动

startall.sh /opt/cloud/
Federated-
Client/bin

启动FLC服务并在crontab部署周期性检查FLC进
程状态的监控任务，若进程异常则自动拉起进
程

start.sh /opt/cloud/
Federated-
Client/bin

启动FLC服务

stopall.sh /opt/cloud/
Federated-
Client/bin

停止FLC服务并删除crontab中部署的周期性检
查FLC进程状态的监控任务

stop.sh /opt/cloud/
Federated-
Client/bin

停止FLC服务

 

5.5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10-13 修改公有云网关参数。

2021-02-28 删除“model.env”参数，新增“model.name”参数。

2020-12-30 服务名字变更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2020-09-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8-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6-30 增加安装包完整性校验说明。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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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邦学习模型包规范

6.1 使用场景

图 6-1 模型包应用场景

模型包应用场景：

● 业务人员从训练平台导入模型包：算法人员可以在训练平台上开发算法，业务人
员通过联邦服务提供的Console从训练平台导入开发好的模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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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人员从外部导入模型包：算法人员也可以在第三方环境上开发算法并遵循联
邦学习部署服务包规范进行打包，并通过联邦服务提供的Console导入模型包。

● 边缘节点执行环境在本地运行模型包：边缘节点从联邦Server下载模型包之后，
按照NAIE的规范解析模型包，运行模型包中的模型训练和评估算法参与联邦。

6.2 模型包结构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使用的模型包格式满足NAIE的统一的模型包规范，NAIE模型包目录
结构：

● metadata.json：描述模型包的元数据文件，遵循NAIE模型包规范，并根据联邦的
要求进行扩展。

● model：保存初始模型的目录，在NAIE规范中并未规定模型目录名称，联邦模型
包规范固定该目录名称为model，如果不提供初始模型，model目录可以为空。

● retrain：保存重训练算法实现的目录，retrain目录内部内容除了data目录之外，
其他内容可以由用户自行定义组织。data目录中保存的是重训练样本数据，主要
目的是提供给联邦Server进行模型包的试运行。retrain目录也可以为空。但model
和retrain至少要有一个目录不为空。

6.2.1 模型包约束
模型包的约束如下所示：

1. 模型包必须是使用ZIP格式压缩生成，包文件后缀名为“*.zip”。

2. 模型包文件名只能由字母（A~Z a~z）组成。

3. 模型包压缩后大小需小于100M。

4. 模型压缩包根目录下必须包含metadata.json文件，此文件为模型包的元数据描述
文件。该描述文件定义请参见6.2.2 模型包元数据。

6.2.2 模型包元数据
metadata.json是描述模型包的元数据文件，遵循NAIE模型包规范，并根据联邦的要求
进行扩展，主要包括如图6-2所示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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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元数据描述

算法包元数据描述文件metadata.json采用标准JSON格式。

metadata.json文件格式示例：

{
    "basicinfo":{
        "name": "minist_model",
        "model_file_type" : [ {
            "env_name" : "TensorFlow",
            "file_type" : "others",
            "name" : "minist/model"
          } ],
        "description":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model package"
    },
    "methods": [
        {
            "name": "init",
            "entry": "retrain/init.py:init",
            "type": "others"
        },
        {
            "name": "main",
            "entry": "retrain/main.py:main",
            "type": "retrain"
        },
        {
            "name": "main",
            "entry": "retrain/main.py:main",
            "type": "predict"
        }
    ]
}

元数据中各字段的含义和定义如表6-1所示。

说明

表中基数为1表示该字段为必填项，为0表示该字段为非必填字段。

表 6-1 basicInfo 表示模型包基本信息

名称 类型 基数 描述

name string 0 模型包名称。

合法性约束如下：

1）合法字符集：a~z、A~Z、0~9、
以及 _-
2）以字母开头

3）长度不超过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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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基数 描述

model_file_ty
pe

string 1 模型文件类型描述见表2 。

description string 0 模型描述信息

 

表 6-2 model_file_type表示模型包内的文件类型

名称 类型 基数 描述

name string 0 模型包文件目录名称

file_type string 1 模型文件类型。

当前联邦学习部署服务支持的模
型文件类型有:
● tf-ck：TensorFlow

checkpoint格式模型文件

● caffe：Caffe格式的模型文件

● pytorch: PyTorch格式的模型
文件

● others: 其它类型

● None：无模型文件

当前训练平台生成的模型包暂不
支持tf-ck, caffe, pytorch三种模
型类型，对于这三种类型训练平
台统一表示为others。
当model_file_type非None时，
联邦Server以模型包中的模型作
为初始模型，否则需要重新训练
生成初始模型。

env_name string 0 模型包中的模型文件支持在哪些
env上执行。

 

表 6-3 methods 表示联邦模型包对外发布的方法信息

名称 类型 基数 描述

name strin
g

0 方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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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基数 描述

entry strin
g

1 方法入口，由两部分组成{filepath}：{funName}
filepath: 入口文件路径，为文件在模型包内的相对路
径。如“retrain/init.py”
funName：文件中的具体函数名。非必须，如果
python文件中包含main启动方法则可缺省funName。
示例：”retrain/init.py：init_model”
说明
当路径时包含目录时，请以”/”而不是”\”做为路径分隔
符。

type strin
g

1 方法类型。对于联邦模型包，取值包括：others,
retrain和predict分别表示模型初始化，训练以及评估方
法。

 

说明

metadata.json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包含字段名、有效枚举值、路径等，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6.3 算法接口
下面接口描述的参数是联邦要求的算法参数，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自己的参数定
义。

6.3.1 入参解析
编写的代码需能够接收服务端下发的下列参数：

● type：表示任务类型，取值"training"、"evaluation"。training表示训练任务，
evaluation表示评估任务。

● train_url：训练模型输出路径。

● data_url：数据集路径。

● model_path：common model路径。

● subModelLearningRate：学习率。

● subModelIterateTimes：迭代次数。
def parse_args() -> argparse.Namespace:
    """
    Parse args on edge side, DO NOT modify.
    args:
    type: training or testing, directed by server
    model_path: path to store common model
    data_url: path to fetch data, usually in local
    train_url: path to save model after training
    subModelLearningRate: learning rate
    subModelIterateTimes: number of batches per local train
    """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Federated Learning",
                                     formatter_class=argparse.ArgumentDefaultsHelpFormatter)
    parser.add_argument("--type", type=str, default="training", choices=["training", "evaluation"])
    parser.add_argument("--model_path", type=str, help="the path to store comm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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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er.add_argument("--data_url", type=str, help="the path to fetch data")
    parser.add_argument("--train_url", type=str, help="the path to save model after training")
    parser.add_argument("--subModelLearningRate", type=float, default=0.01)
    parser.add_argument("--subModelIterateTimes", type=int, default=1)
    args, _ = parser.parse_known_args()

    return args

6.3.2 初始化接口
def init_model(train_url: str) -> Tuple[int, str]:
    """
    init model and save model to train url
    :param train_url: the path to store init model
    :return: Tuple(code,reason) -- 0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was succsessfully
    initialized and failed in other cases

    ====================== YOUR CODE HERE ======================
    you can write your init model function here.
    ============================================================
    """
    pass

6.3.3 模型训练接口
def train(data_url: str,
         train_url: str,
         subModelLearningRate: float,
         subModelIterateTimes: int,
         model_path: str) -> Tuple[int, str]:
    """
    train local model
    :param data_url: the path of training data
    :param train_url: the path to store model after training
    :param subModelLearningRate: learning rate in training process
    :param subModelIterateTimes: iterate times in training process
    :param model_path: the path of common model
    :return Tuple(code,reason) -- 0 indicates that training was successful, otherwise failed

    ====================== YOUR CODE HERE ======================
    you can write your train function here.
    ============================================================
    """
    pass

6.3.4 模型评估接口
def evaluate(model_path: str,
             data_url: str) -> Tuple(str, str):
    """
    evaluate common model
    :param model_path: the path of common model
    :param data_url: the path of evaluating data
    :return: Tuple(KPI,value) KPI in: "accuracy", "precision", "recallrate", "flscore"

    ====================== YOUR CODE HERE ======================
    you can write your evaluate function here.
    ============================================================
    """
    pass

6.4 附录
模型包样例请从华为云论坛获取：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
thread-337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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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用华为云账号登录后，才能下载附件。

模型包样例为DemoPackage.zip。样例代码为DemoCode.zip。详情可阅读模型包内的
readme.md文件。

其中样例代码包含如下文件：

● init.py：联邦模型初始化对应的脚本。

● main.py：联邦训练与评估对应的脚本。

● load_data.py、nn_model.py、train_mnist.py：依赖脚本。

6.5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2-30 服务名字变更为“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2020-08-17 更新metadata中method对象type字段初始化方法取值。

2020-06-30 更新模型包结构与模型包样例。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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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邦学习算法说明

7.1 通用算法

7.1.1 联邦汇聚算法

背景信息

联邦汇聚算法主要通过 server收集各个终端上传的本地模型改变量，计算出相应的全
局模型改变量。全局模型改变量直接反映了全局模型的收敛速度和效果。本框架主要
包含如下三种全局模型改变量的计算方法。

算法 1：加权平均

算法原理：server根据各个终端数据量的差异，对反馈的局部模型改变量进行加权，然
后平均化处理，以此作为全局模型改变量，从而达到更新全局模型的目的。

算法优势：过程简单，易于实现，适合大部分场景，效果不错。

算法劣势：不适合所有场景，全局模型收敛时间较长，可能会陷入局部 优。

算法 2：动量随机梯度下降

算法原理：基于算法1引入带动量的梯度下降机制，即动量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与常见的模型训练优化器类似，在server端对联邦模型采
用“动量SGD”更新机制。计算公式如下：

动量 SGD参数更新的算法：

其中p，g，v和m分别表示参数，梯度，速度和动量。

这里动量参数m一般取0.9，而速度v表示上一轮全局模型的梯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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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优势：加速收敛，同时抑制收敛过程中的振荡。联邦前期，各终端模型梯度下降
方向差异不大，引入动量后，可加速全局模型的收敛。联邦后期，全局模型容易陷入
局部 优，引入动量后，可增大更新步长，跳出局部 优值。

算法劣势：所有参数使用相同的学习速率更新，某些场景下联邦模型效果可能较差。

算法 3：自适应矩估计

算法原理：基于算法2引入自适应学习率机制，即自适应矩估计（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Adam）。与常见的模型训练优化器类似，在server端对联邦模型采用
“Adam”更新机制。它能根据不同参数调整学习率，对频繁变化的参数以更小的步长
更新，而稀疏的参数以更大的步长更新。算法主要通过记录历史的全局梯度一阶矩和
二阶矩，对模型改变量和学习率进行处理，在适当的时候兼具动量加速模型收敛和
佳参数学习率的能力。

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p，g，m，v，β1，β2，ε分别表示参数，梯度，一阶矩，二阶矩，衰减率和极小
值（引入极小值防止出现“非数”）。

Adam的必要参数是衰减率β1，β2，一般取β1 = 0.9，β2 = 0.999。

算法优势：不仅保留了动量机制，还引入了学习率自适应调节，完善了梯度更新规
则，效果更好。

算法劣势：该算法虽然是当下主流的优化算法，但在某些场景下其效果不一定 佳。
Wilson 等人就曾指出在对象识别、字符级别建模、语法成分分析等方面，Adam算法
的性能效果不如带动量的随机梯度下降算法。因此该算法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算法 4：联邦 XGBoost 算法

联邦XGBoost：采用基于联邦学习模式的XGBoost算法进行汇聚，并构建树联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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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参与联邦的各client将XGBoost算法中间梯度信息上传至Server， Server汇
聚梯度后计算出树模型的切分点下发，Client收到切分点后构建树模型。算法流程图如
图1所示。

算法优势：在数据不出局的情况下，各联邦client联合构建XGBoost模型，联合建模效
果与单独建模效果相比有提升。

图 7-1 联邦 XGBoost 算法流程

参考资料

McMahan H B, Moore E, Ramage D, et al. Communication-efficient learning of
deep networks from decentralized data[J]. arXiv preprint arXiv:1602.05629, 2016.

Reddi S, Charles Z, Zaheer M, et al. Adaptive Federated Optimization[J]. arXiv
preprint arXiv:2003.00295, 2020.

7.1.2 安全隐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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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安全多方算法

背景信息

在联邦学习架构中，各client在本地进行训练，并上传明文形式的模型参数值，至
server进行加权汇聚。如果server不可信，则存在隐私威胁，即server可以得到每个
client的模型参数值，从而恢复出训练数据。

算法原理

通过多方计算，client对模型参数进行加噪后上传server 。噪声在server处汇聚时相互
抵消，且server无法得到各client的模型参数值。

算法缺陷

当有 client 掉线时，无法恢复出噪声，导致汇聚失败。

7.1.2.2 RSA 算法

背景信息

安全多方算法无法处理client掉线问题，且server不可信时，仍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算法原理

采用Random Secure Averaging（RSA）算法，基于Google的安全聚合方案，引入邻
居选择策略，解决掉线问题。并在保证算法安全性的基础上，降低算法计算复杂度。

算法效果

测试场景为：300个客户端, 3千万个参数, dropout比例是30% 。

测试结果如图7-2所示， 与Google安全聚合方案相比，RSA算法提升了Server与Client
的计算效率。

图 7-2 Google SA 与 RSA 算法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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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Bonawitz K, Ivanov V, Kreuter B, et al. Practical secure aggregation for privacy-
preserving machine learning[C]//Proceedings of the 2017 ACM SIGSAC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2017: 1175-1191.

应用场景

client 数量大于100，且对安全隐私要求较高的场景。

7.1.2.3 差分隐私算法

背景
● 联邦学习的隐私风险主要分为本地隐私风险和全局隐私风险两方面。本地隐私风

险是指从本地模型改变量中可以恢复本地数据信息。全局隐私风险是指全局模型
改变量对本地数据具有记忆性，同样可以恢复本地数据信息。

● 差分隐私通过给数据添加噪声使数据失真的思想保护隐私。

算法原理

针对本地隐私风险，在向服务端发送模型改变量之前，每个客户端给本地模型改变量
加上差分隐私噪声，使攻击者无法恢复本地数据。

针对全局隐私风险，在服务端给全局模型改变量加上差分噪声，使攻击者无法从全局
模型改变量中恢复单个客户端数据。

算法效果

采用差分隐私算法提升了联邦学习隐私保护能力，但是由于差分隐私没有逆过程，会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联邦模型的可用性。

算法效果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引入差分隐私算法后，联邦模型准确率下降。

图 7-3 差分隐私算法对模型准确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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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压缩算法

背景信息

联邦训练过程中，服务端和客户端需要频繁交互传递模型改变量。我们希望不降低模
型精度的情况下，降低通信代价。

随机选参法

应用场景：大量客户端的场景下，可以大幅降低通信量。

算法优势：不会增加额外的计算，联邦初始阶段就可以进行模型压缩。

算法原理：在大量客户端的场景下，可以认为每个客户端只上传模型的部分参数（随
机上传），在服务端可以还原出整体的模型。例如有100个客户端节点，每个节点随机
上传20%的参数（ 优的情况是5个节点就可以恢复模型），服务端进行恢复，这样通
信量只有原本的20%。

服务端参数冻结

应用场景：通用的压缩算法。

算法优势：联邦过程中，模型保持稳定，波动较小。

算法原理：

● 只同步不稳定的参数的梯度。稳定参数只参与本地梯度更新，不参与全局更新。

● 将判断为稳定的参数，进行冻结并引入冻结期。冻结一段时间后将参数解冻，参
与更新并重新判断是否稳定。

7.2 高级算法

7.2.1 自适应聚合算法

算法介绍

一种常见的用做分类任务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如图7-4所示。

可以将网络结构简化为两层，如下所示：

● Backbone：Backbone层执行特征提取流程。

● Last Layer(LL)：卷积神经网络的 后一层，执行分类流程，通常使用softmax作
为激活函数。

自适应聚合算法的流程，如图7-5所示。参与联邦的client只共享上传Backbone层参
数，而LL层参数只在本地训练，无需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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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图 7-5 自适应聚合算法流程

算法优势

● 减小通信开销。不同于传统的联邦流程，自适应聚合流程中，client不上传LL层参
数，减小通信开销。

● 数据量不均衡的场景下，共享Backbone层参数。数据量较少的client上，提升模
型的特征提取效果。

● 由于不上传LL层参数而只在本地更新，使得模型能够快速适应本地数据分布，提
升模型推理精度。

应用场景

数据量不均衡场景下，client上某类标签数据较少，希望提升模型对此类标签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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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Liang P P, Liu T, Ziyin L, et al. Think Locally, Act Globally: Federated Learning with
Local and Global Representations[J]. arXiv preprint arXiv:2001.01523, 2020.

7.2.2 梯度分叉算法

背景信息

我们将不同终端给出的梯度方向由相同逐渐到不同的过程，定义为梯度分叉。梯度分
叉会导致全局参数停滞在非全局 优点，准确率无法达到 优值。

算法原理

实时统计各个终端给出的本地梯度的分叉情况。当所有(或大部分)参数都出现梯度分
叉之后，将通讯频率提升，否则将通讯频率缓慢降低。反复迭代进行， 终模型参数
收敛于全局 优值，实现 优准确率。

算法优势和劣势分析

联邦后期，为了达到 优的准确率，本地训练次数会降到1，大幅降低了本地计算量，
但有可能需要更多的汇聚次数。

7.2.3 持续学习算法

背景信息

当终端数据结构非独立同分布（non-i.i.d）, 终端模型存在差异。随着联邦轮次增多，
联邦效果下降，全局模型通用性变差，所以引入持续学习。

算法介绍

采用弹性权重固化（Elastic Weight Consolidation, EWC）算法，旨在防止多轮联邦任
务过程中，出现网络灾难性遗忘，提升联邦性能。

应用场景：终端数据分布差异较大的联邦场景，同时终端具备计算Fisher信息的能力。

实现方案：终端在损失函数中增加一个惩罚项，通过对影响联邦性能较大的网络参数
减小惩罚力度，对影响较小的网络参数增大惩罚力度，使得局部模型能收敛到一个共
享的 优值。其中，网络参数对联邦性能的影响程度用Fisher Information表示。

损失函数的惩罚项获取方式：

1. 终端训练结束后，根据训练数据计算Fisher信息阵，得到本轮网络参数重要程度并
存于ewc.h5文件。

2. 终端上传ewc.h5文件至服务端。

3. 服务端对Fisher信息平均化，再下发给终端以此作为损失函数的惩罚项。

算法优势

算法能在终端数据分布差异较大的联邦场景下，适当地提高联邦性能。同时终端设备
需要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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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Shoham N, Avidor T, Keren A, et al. Overcoming Forgetting in Federated Learning
on Non-IID Data[J]. arXiv preprint arXiv:1910.07796, 2019.

7.2.4 节点选择算法

背景信息

大规模边缘节点进行联邦汇聚（如10000+终端设备），考虑到通信代价，通常每轮只
允许部分边缘节点参与联邦。如何既能保证联邦系统性能，又能减少通信带宽，合理
地挑选边缘节点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本框架支持如下两种节点选择算法。

算法 1：随机策略

实现原理：顾名思义，根据指定参与联邦的节点数m， 每轮server等概率地随机挑选
m个边缘节点进行联邦。

算法优势：过程简单，易于实现，对场景无特殊要求。

算法劣势：效果不一定 佳，无法排除不良用户数据对联邦产生的负影响。

算法 2：误差减少策略

实现原理：引入评价机制，每轮边缘节点会分别对联邦模型进行评价和反馈，server根
据反馈的评价值，优先挑选能使联邦模型误差越来越小的有效节点（占比为1-P），再
从剩余的边缘节点中随机挑选（占比为P）。

算法优势：考虑了边缘节点数据差异对联邦效果的影响，优先挑选对联邦有益并有价
值的节点进行联邦。与随机策略相比，相同联邦效果下，能减少联邦汇聚的轮次。

算法劣势：评价值的传递，存在泄露边缘节点隐私的可能，因此评价函数的定义尤为
重要。

参考论文：Goetz J, Malik K, Bui D, et al. Active Federated Learning[J]. arXiv
preprint arXiv:1909.12641, 2019.

7.2.5 FedProx 算法

背景信息

在联邦学习主流的联邦平均（FedAvg）算法中，各边缘模型采用相同的学习率和局部
epochs数，局部epochs数对各边缘模型的收敛至关重要，过大的局部epochs数可能会
导致边缘模型远离全局模型，陷入局部 优，全局模型收敛时间较长。当各边缘数据
间的分布不一致，该问题会加剧恶化。

引入FedProx算法，实现数据跨边缘且不同分布时联邦全局模型的快速收敛。

算法介绍

优化边缘模型局部目标函数，增加近端项惩罚，使得局部模型的更新不偏离全局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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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局部模型更新权重， 为联邦server下发的全局模型权重， 为近
端项惩罚系数。

当μ=0时，FedProx降为FedAvg。

算法优势

FedProx算法在各边缘数据间的分布不一致，可以提高模型收敛的稳健性和稳定性。

参考论文

TianLi, AnitKumarSahu, ManzilZaheer, et al. Federated Optimization for
Heterogeneous Networks. arXiv:1812.06127v3 [cs.LG] 11 Jul 2019

7.3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1-16 1.1联邦汇聚算法章节增加算法4：联邦 XGBoost 算法。

2020-08-31 增加2.5节FedProx算法。

2020-08-17 增加1.2.3节差分隐私算法。

2020-06-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5-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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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I 参考（FL-Server）

8.1 使用前必读
本文档主要面向NAIE各服务开发、测试人员，用于指导使用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API接口完成AI服务订购或管理服务资源。

表 8-1 文档导读

阶段 相关链接

了解API接口组成及接口列表 ● 8.2 接口简介

使用接口前必做的准备工作 ● 8.3 环境准备

REST消息体组成以及使用方法 ● 8.4 接口使用方法

接口使用说明 ● 8.5 联邦实例服务

● 8.6 联邦客户端服务

公共参数 ● 8.7 通用错误码

 

8.2 接口简介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对外提供的API接口，如表8-2所示。

表 8-2 API 接口列表

类型 接口 说明

联邦实
例服务

创建联邦实例 创建联邦实例

更新联邦实例 更新联邦实例

删除联邦实例 删除联邦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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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接口 说明

操作联邦实例 操作联邦实例

查询单个联邦实例 查询单个联邦实例

查询联邦实例多版本 查询联邦实例多版本

查询联邦实例运行进
度信息

查询联邦实例运行进度信息

查询联邦实例监控信
息

查询联邦实例监控信息

联邦客
户端服
务

注册联邦客户端 注册联邦客户端

去注册联邦客户端 去注册联邦客户端

客户端下载联邦模型 客户端下载联邦模型

客户端上传本地模型 客户端上传本地模型

客户端上传KPI 客户端上传KPI

客户端发送心跳信息 客户端发送心跳信息

获取任务配置信息接
口

客户端获取任务配置信息接口

上报联邦前KPI信息
接口

客户端上报联邦前KPI信息接口

上传边缘节点元数据
接口

客户端上传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删除边缘节点元数据
接口

客户端删除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RSA多方交互接口 联邦安全类RSA多方计算功能交互接口

客户端错误信息上报
接口

客户端任务错误信息上报接口

联邦XGBoost交互接
口

联邦XGBoost功能交互接口

 

8.3 环境准备

8.3.1 获取请求认证

Token 认证

使用Token认证方式完成认证鉴权时，需要获取用户Token并在调用接口时增加“X-
Auth-Token”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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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发送“POST https://IAM的Endpoint/v3/auth/tokens”，获取IAM的Endpoint及消息
体中的区域名称，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当服务区域名称为“所有”时，选择IAM“华北-北京一”的Endpoint。

请求内容示例如下：

说明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斜体字需要替换为实际内容，详情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cn-north-1aaa" //假设项目名称是"cn-north-1aaa" 
      }  
    }  
  }  
}

步骤2 获取Token，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的“获取用户Token”章节。请求
响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头中包含的“X-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步骤3 调用业务接口，在请求消息头中增加“X-Auth-Token”，“X-Auth-Token”的取值为
步骤2中获取的Token。

----结束

8.3.2 获取项目 ID/租户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ID（project_id或者tenant_id，本文中
project_id和tenant_id含义一样），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项目ID。项目ID
获取步骤如下：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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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查看项目 ID

8.4 接口使用方法
公有云API符合RESTful API设计理论。REST从资源的角度观察整个网络，分布在各处
的资源由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确定，客户端的应用通过URL（Unified
Resource Locator）获取资源。URL的一般格式为：https://Endpoint/uri。其中uri为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的路径。

公有云接口采用HTTPS传输协议，请求/响应报文使用JSON报文，媒体类型表示为
Application/json。

ModelArts提供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API。

REST从资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网络，提供创建、查询、更新、删掉等方法访问服务的
资源。

REST API请求/响应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 请求URI

● 请求消息头

● 请求消息体

● 响应消息头

● 响应消息体

请求 URI
● URI格式

{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需要在请求消息中单独传递请求URI。

● URI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I-scheme 表示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

Endpoint 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从地区和终端节
点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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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resource-path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
例如“v3/auth/tokens”。

Query string 可选参数，例如API版本或资源选择标准。

 

请求消息头

请求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 HTTP方法（也称为操作），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HTTP方法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HEAD 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 可选的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公共请求消息
头字段请参见如下表。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
nt-
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
式）

是 application/json

X-
Auth-
Token

Token认证信息，
通过Token认证获
取

当使用Token方式认
证时，必须填充该字
段

-

X-Sdk-
Date

请求发送的时间 当使用AK/SK认证
时，必须填该字段

20151222T03404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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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Autho
rizatio
n

签名认证信息该值
来源于请求签名结
果

当使用AK/SK认证
时，必须填该字段

SDK-HMACSHA256
Credential=ZIRRK
MTWPTQFQI1WK
NKB/20151222/cnnorth-
1/ec2/
sdk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
nection;contenttype;
host;x-sdk-date,
Signature=7972cc91
45876d174b386218
8a0f61819431fa71c
8a8a060809ea8b898
e3eaa9
Host:
www.myhwclouds.c
om

 

请求消息体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
传递除请求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若请求消息体中参数支持中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响应消息头

响应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 一个HTTP状态代码，从2xx成功代码到4xx或5xx错误代码。 或者，可以返回服务
定义的状态码，如API文档中所示。

● 附加响应头字段，如支持请求的响应所需，如Content-type响应消息头。详细的
公共响应消息头字段请参见下表。

名称 描述 示例

Dat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表示消息发送的
时间，时间的描述格式由rfc822定义

Mon, 12 Nov 2007
15:55:01 GMT

Server HTTPS协议标准报头。包含了服务器用
来处理请求的软件信息

Apache

Content-Length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实体正
文的长度，以字节方式存储的十进制数
字来表示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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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示例

Content-Typ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发送给
接收者的实体正文的媒体类型

application/json

 

响应消息体

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返回，与响应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
传递除响应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发起请求

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基于已构建好的请求消息发起请求，分别为：

● cURL
cUR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执行各种URL操作和信息传输。cURL充当的是
HTTP客户端，可以发送HTTP请求给服务端，并接收响应消息。cURL适用于接口
调试。关于cURL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curl.haxx.se/。

● 编码

通过编码调用接口，组装请求消息，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

● REST客户端

Mozilla、Google都为REST提供了图形化的浏览器插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针
对Firefox，请参见Firefox RESTClient。针对Chrome，请参见Chrome
RESTClient。

8.5 联邦实例服务

8.5.1 创建联邦实例

功能介绍

创建联邦实例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

参数说明，如表8-3所示。

表 8-3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name Y String 联邦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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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version Y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type Y String 联邦类型

creator Y String 创建者

description N String 描述

baseAlgorit
hm

Y BaseAlgorithm 算法基础信息

aggregateAl
gorithm

Y AggregateAlgorith
m

汇聚算法配置

 

AggregateAlgorithm类型说明，如表8-4所示。

表 8-4 AggregateAlgorithm 类型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type Y String 取值：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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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superArg
s

Y Map<String，
String>

模型超参。

目前支持的超参key如下所示：

● useBifurcation：取值为true或false，默认
值为“false”。

● multipartCalc：取值为true或false，默认
值为“false”。

● COMPRESS_FREEZE_PARAM_CLIENT：取
值为true/false，默认值为“false”。

● COMPRESS_FREEZE_PARAM_SERVER：
取值为true/false，默认值为“false”。

● COMPRESS_RANDOM_PARAM：取值为
true或false，默认值为“false”。

● subModelLearningRate：客户端学习率

● subModelIterateTimes：客户端训练轮次

● modelUpdateCompressionRatio：模型更
新压缩率，默认值为“1”。

● nodeNumPerIteration： 小汇聚节点数

● maxIterateSteps： 大汇聚轮次

● iterateSteps：汇聚轮次

● modelChangemodelChange：模型改变
量阈值。如果小于阈值，则联邦学习部署
服务停止。

● decayRate decay：算法rate。如果取值为
“1”，说明不启动decay算法。

● decaySteps decay：算法触发条件

● generalModelTestInterval：多少轮汇聚评
估一次

 

BaseAlgorithm类型说明，如表8-5所示。

表 8-5 BaseAlgorithm 类型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remote N RemoteBaseAlgori
thm

从训练平台获取的算法包信息，
和local二选一

local N LocalBaseAlgorith
m

从本地上传的算法包信息，和
remote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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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modelEvalu
ationIndex

Y String[] 模型评估方式。

枚举值：

● accuracy
● precision
● recallRate

localRunEn
v

Y String 本地环境类型。

取值如下所示：

● 1：TF
● 2：CAFFE

 

LocalBaseAlgorithm类型说明，如表8-6所示。

表 8-6 LocalBaseAlgorithm 类型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packageId N String 上传包ID

 

RemoteBaseAlgorithm类型说明，如表8-7所示。

表 8-7 RemoteBaseAlgorithm 类型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Id Y String 项目ID

projectName N String 项目名称

modelId Y String 模型ID

 

8.5.2 更新联邦实例

功能介绍

更新联邦实例

URI
URI格式：
PU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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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与“创建联邦实例”章节相同。

请求

请求样例
PU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
{
"name": "demo",
"creator": "qianlihai",
"type": "resourceEfficiency",
"description": null,
"version": "0.0.1",
"baseAlgorithm": {
"remote": {
"projectId": "fd9d055e57274a529284d9176"
},
"modelEvaluationIndex": ["accuracy"],
"localRunEnv": 1
},
"aggregateAlgorithm": {
"type": "SGD",
"superArgs": {
"subModelLearningRate": "0.01",
"subModelIterateTimes": "1",
"modelUpdateCompressionRatio": "1",
"nodeNumPerIteration": "2",
"generalModelLearningRate": "0.001",
"maxIterateSteps": "3",
"generalModelTestInterval": "1",
"modelChange": "0.0000001",
"COMPRESS_FREEZE_PARAM_SERVER":"false",
"COMPRESS_FREEZE_PARAM_CLIENT":"false",
"COMPRESS_RANDOM_PARAM":"false"
}
}
}

响应

与“创建联邦实例”章节相同。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5.3 删除联邦实例

功能介绍

删除联邦实例

URI

URI格式：

DELETE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instanceId}?version={version}

参数说明，如表8-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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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
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N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如果不传，表示删除实例
的所有版本。

 

请求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fflq5ro9?version=0.0.1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ext": null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ext": null
} 

参数说明，如表8-9所示。

表 8-9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误
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ext N Map 扩展信息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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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操作联邦实例

功能介绍

操作联邦实例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instanceId}/action

参数说明，如表8-10所示。

表 8-10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Y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type Y String 支持的操作类型。

取值如下所示：

● publish：发布

● start：启动

● stop：停止

● resumeStart：恢复联邦

● tryDo：试跑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instance/{instanceId}/action
{ 
    "type": "publish",
    "version": "0.0.1"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fflq5ro9",
    "ext": null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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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ext": null
} 

参数说明，如表8-11所示。

表 8-11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
情况下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
败情况下为错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ext N Map 扩展信息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5.5 查询单个联邦实例

功能介绍

查询单个联邦实例

URI
URI格式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instanceId}?verssion={version}

参数说明，如表8-12所示。

表 8-12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N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如果不传，表
示删除实例的所有版本

 

请求

请求样例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a3qy1h0m?versio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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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成功响应样例如下所示，返回的是实例对象。样例代码中的参数说明，请参考“创建
联邦实例”章节。

{
    "version": "0.0.1",
    "name": "SA_Case4",
    "description": null,
    "type": "experience",
    "serverType": "cloud",
    "status": "READY",
    "consoleStatus": "Ready",
    "baseAlgorithm": {
        "remote": {
            "projectId": "c708c4f3083948648c4d9a9c879ee9e6",
            "projectName": "ServiceAwareness_FL",
            "modelId": null
        },
        "local": null,
        "modelEvaluationIndex": [
            "accuracy"
        ],
        "localRunEnv": 2
    },
    "aggregateAlgorithm": {
        "type": "AVG",
        "superArgs": {
            "generalModelLearningRate": "1",
            "COMPRESS_FREEZE_PARAM_CLIENT": "false",
            "generalModelTestInterval": "10",
            "decayRate": "1",
            "nodeNumPerIteration": "3",
            "decaySteps": "1",
            "modelUpdateCompressionRatio": "1",
            "useBifurcation": "false",
            "maxIterateSteps": "300",
            "COMPRESS_RANDOM_PARAM": "false",
            "multipartCalc": "false",
            "iterateSteps": "500",
            "subModelIterateTimes": "20",
            "subModelLearningRate": "0.0005",
            "COMPRESS_FREEZE_PARAM_SERVER": "false",
            "modelChange": "0.0000001"
        }
    },
    "taskId": "taskId-2jaf13eo",
    "federatedTimes": null,
    "currentSubTaskId": "taskId-g1sy1lhf",
    "creator": "ai_train_s00453560",
    "createTime": "2019-11-09 11:43:10",
    "updateTime": "2019-11-09 11:43:10",
    "projectId": "050698b9de00d5e82f1dc0057ca15e62",
    "operationResult": "failed",
    "accuracy": null,
    "recallRate": null,
    "precision": null,
    "f1Score": null,
    "csbUserId": null,
    "csbAppId": null,
    "isPublic": false,
    "clients": [],
    "owner": true,
    "id": "a3qy1h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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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5.6 查询联邦实例多版本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联邦实例多版本信息

URI
URI格式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s/{instanceId}? version={version}

参数说明，如表8-13所示。

表 8-13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N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如果不
传，表示删除实例的所
有版本

 

请求

请求样例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s/lfzad3kl

响应

成功响应样例如下所示，返回的是实例对象。样例代码中的参数说明，请参考“创建
联邦实例”章节。

 [
    {
        "version": "0.0.2",
        "name": "test1129",
        "description": null,
        "type": "fault",
        "serverType": "cloud",
        "status": "DRAFT",
        "consoleStatus": "Draft",
        "baseAlgorithm": {
            "remote": {
                "projectId": "3c93079c85174014a969b94a04d35a4b",
                "projectName": "fl_z00511000",
                "modelId": null
            },
            "local": null,
            "modelEvaluationIndex": [
                "accur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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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RunEnv": 1
        },
        "aggregateAlgorithm": {
            "type": "AVG",
            "superArgs": {}
        },
        "taskId": null,
        "federatedTimes": null,
        "currentSubTaskId": null,
        "creator": "ai_train_s00453560",
        "createTime": "2019-11-29 09:09:42",
        "updateTime": "2019-11-29 09:09:42",
        "projectId": "050698b9de00d5e82f1dc0057ca15e62",
        "operationResult": null,
        "accuracy": null,
        "recallRate": null,
        "precision": null,
        "f1Score": null,
        "csbUserId": null,
        "csbAppId": null,
        "isPublic": false,
        "clients": [],
        "owner": true,
        "id": "lfzad3kl"
    },
    {
        "version": "0.0.1",
        "name": "test1129",
        "description": null,
        "type": "fault",
        "serverType": "cloud",
        "status": "DRAFT",
        "consoleStatus": "Draft",
        "baseAlgorithm": {
            "remote": {
                "projectId": "3c93079c85174014a969b94a04d35a4b",
                "projectName": "fl_z00511000",
                "modelId": null
            },
            "local": null,
            "modelEvaluationIndex": [
                "accuracy"
            ],
            "localRunEnv": 1
        },
        "aggregateAlgorithm": {
            "type": "AVG",
            "superArgs": {}
        },
        "taskId": null,
        "federatedTimes": null,
        "currentSubTaskId": null,
        "creator": "ai_train_s00453560",
        "createTime": "2019-11-29 09:05:50",
        "updateTime": "2019-11-29 09:05:50",
        "projectId": "050698b9de00d5e82f1dc0057ca15e62",
        "operationResult": null,
        "accuracy": null,
        "recallRate": null,
        "precision": null,
        "f1Score": null,
        "csbUserId": null,
        "csbAppId": null,
        "isPublic": false,
        "clients": [],
        "owner": true,
        "id": "lfzad3k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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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5.7 查询联邦实例运行进度

功能介绍

查询联邦实例运行进度

URI
URI格式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progress/{instanceId}?version={verison}

参数说明，如表8-14所示。

表 8-14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Y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请求

请求样例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instance/progress/0an1uie5?version=0.0.1

响应

成功响应样例如下所示：

{
    "instanceId": "0an1uie5",
    "stage": "TRAINING",
    "success": false,
    "progressItemsInfos": [
        {
            "name": "AGGREGATING",
            "errorCode": "23469334.14010.10005",
            "errorMessage": "force stop instance by operator, because run instance failed, run local algorithm 
failed ,instanceId is 0an1uie5",
            "status": "AGGREGATING",
            "beginTime": "2019-09-20 16:14:33",
            "endTime": "2019-09-20 16:14:39",
            "timeout": 240000,
            "iterationNumber": 1
        },
        {
            "name": "AGGREGATE",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success",
            "status":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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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Time": "2019-09-20 16:14:03",
            "endTime": "2019-09-20 16:14:33",
            "timeout": 300000,
            "iterationNumber": 1
        },
        {
            "name": "MODEL_UPDATE_TRAIN",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success",
            "status": "MODEL_UPDATE_TRAIN",
            "beginTime": "2019-09-20 16:12:55",
            "endTime": "2019-09-20 16:14:03",
            "timeout": 36000000,
            "iterationNumber": 1
        }
    ],
    "toDoList": [
        "MODEL_UPDATE_TEST",
        "KPI_ASSESS"
    ]
}          

参数说明，如表8-15所示。

表 8-15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N String 实例ID

stage N String 实例状态。

取值如下所示：

● PUBLISHING：发布中

● TRYING：试运行中

● TRAINING:训练中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取值为“false”或“true”。

progressIte
msInfos

N List<
ProgressItem
sInfo>

项目进度信息

toDoList N List<String> 待执行动作列表

 

ProgressItemsInfo信息，如表8-16所示。

表 8-16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name N String 进展名称

errorCode N String 错误码，成功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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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errorMessa
ge

N Boolean 错误信息

status N List<ProgressIte
msInfo>

状态信息列表

beginTime N List<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N String 结束时间

iterationN
umber

N Integer 迭代次数

timeout N Integer 超时时间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5.8 查询联邦实例的运行监控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联邦实例的运行监控信息

URI

URI格式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nitoring/{instanceId}?version={version}

参数说明，如表8-17所示。

表 8-17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version Y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请求

请求样例：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nitoring/a3qy1h0m?versio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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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成功响应样例如下所示，返回的是实例对象。样例代码中的参数说明，请参考“创建
联邦实例”章节。

[
    {
        "agentId": "agentId-hag2vb6r",
        "agentName": "SA_98",
        "monitorItems": [
            "accuracy"
        ],
        "monitoringInfoList": [
            {
                "trainTimes": 10,
                "accuracy": 0.62207,
                "recallRate": 0,
                "precision": 0,
                "f1Score": null,
                "modelChangeValue": null
            },
            {
                "trainTimes": 20,
                "accuracy": 0.719727,
                "recallRate": 0,
                "precision": 0,
                "f1Score": null,
                "modelChangeValue": null
            }, 
            *******
}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 联邦客户端服务

8.6.1 注册联邦客户端

功能介绍

注册联邦客户端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client

参数说明，如表8-18所示。

表 8-18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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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version Y String 联邦实例版本

name Y String Client名称

publicKey N String 多方场景下的public key，只有多
方场景下需要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client
{ 
    "instanceId": "xxxx",
    "version": "0.0.1",
    "name": "clientA"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agentId": "agentId-xxxxxx",
    "code": "0",
    "msg": "success",
    "ext": null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ext": null
} 

参数说明，如表8-19所示

表 8-19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ext N Map 扩展信息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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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去注册联邦客户端

功能介绍

去注册联邦客户端

URI
URI格式

DELETE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client/{agentId}

参数说明，如表8-20所示。

表 8-20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请求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Federal-Address}}/federated/v1/client/agentId-2fder3yu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21所示。

表 8-21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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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3 客户端下载联邦模型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下载联邦模型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global

参数说明，如表8-22所示。

表 8-22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taskId Y String 任务ID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global
{ 
    "agentId": "xxxx",
    "taskId ": "zzzz"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bucketName": "federal-model"，
     "folder": "/model/gloable/instance/0.0.1/",
     "fileName":"model.h5"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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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3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误
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4 客户端上传本地模型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上传本地模型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local

参数说明，表8-24如所示。

表 8-24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taskId Y String 任务ID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global
{ 
    "agentId": "xxxx",
    "taskId ": "zzzz"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8 API 参考（FL-Server）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6



     "msg": "success",
     "bucketName": "federal-model"，
     "folder": "/model/gloable/instance/0.0.1/",
     "fileName":"model.h5"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25所示。

表 8-25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5 客户端上传 KPI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上传KPI信息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kpi

参数说明如表8-26所示。

表 8-26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
型

说明

agentI
d

Y Str
ing

客户端ID

taskId Y Str
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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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
选

类
型

说明

kpiInfo Y M
ap

Kpi信息。

目前支持的取值，如下所示：

● spendTime：耗时，单位为“秒”

● totalNumber：整体数据量

● accuracy：准确率。取值小于等于1
● precision：精确率。取值小于等于1
● recallRate：召回率。取值小于等于1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model/kpi
{ 
    "agentId": "xxxx",
    "taskId": "zzzz",
    "kpiInfo": {
         "spendTime": "200",
          "totalNumber": "10000"
     }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27所示。

表 8-27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8 API 参考（FL-Server）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8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6 客户端发送心跳信息

功能介绍

客户端发送心跳信息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heartbeat

参数说明，如表8-28所示。

表 8-28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taskId N String 任务ID。服务端生成的ID，再带回到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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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clientStat
us

Y String 客户端状态。

目前支持的状态，如下所示：

● OFFLINE：离线状态

● TO_BE_APPROVED：待审批状态

● INIT：初始状态

● ABNORMAL：异常状态

● IDLE：空闲，表示可以启动联邦

● MODEL_DOWNLOADING：下载模型

● MODEL_DOWNLOADED：完成下载模型

● MODEL_DOWNLOAD_FAILED：模型下载失败

● MODEL_TRAINING：本地训练

● MODEL_TRAINED： 完成本地训练

● MODEL_TRAIN_FAILED：训练失败

● MODEL_UPLOADING：上传模型

● MODEL_UPLOADED：完成上传模型

● MODEL_UPLOAD_FAILED：模型上传失败

● MODEL_TESTING：测试模型

● MODEL_TESTED：完成测试模型

● MODEL_TEST_FAILED：测试失败

● MODEL_KPI_UPLOADING：上传模型KPI
● MODEL_KPI_UPLOADED：完成上传模型KPI
● MODEL_KPI_UPLOAD_FAILED：上传模型KPI

失败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heartbeat
{ 
    "agentId": "xxxx",
    "taskId ": "zzzz",
    "clientStatus": "MODEL_TRAINING"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serverStatus":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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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
         "taskId": "xxx",    
         "type": "STOP"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29所示。

表 8-29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serverStat
us

N String 服务端状态

task N Task 任务

 

Task对象的参数说明，如表8-30所示。

表 8-30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askId N String 任务ID，客户端上报消息时需要带过来

type N String 任务类型。

目前支持的任务类型，如下所示：

● NONE：无任务

● INIT：初始化

● MODEL_DOWNLOAD： 模型下载

● MODEL_TRAIN：模型训练

● MODEL_UPLOAD：模型上传

● MODEL_TEST：测试模型

● KPI_UPLOAD：指标上传

● STOP：训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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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7 获取任务配置信息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获取任务配置信息接口

URI
URI格式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task

参数说明，如表8-31所示。

表 8-31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taskId Y String 任务ID

agentId N String 客户端ID

 

请求

请求样例

GE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task?taskId=taskId-s22s8hea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taskId": "taskId-s22s8hea",
    "config": {
        "initModelUrl": "model/global/oxeg5on2/0.0.1/init/",
        "bucketName": "bucket-1yenwckj",
        "algorithmType": "AVG",
        "COMPRESS_RANDOM_PARAM": "false",
        "algorithmUrl": "algorithm/local/oxeg5on2/0.0.1/mnist/retrain/",
        "COMPRESS_FREEZE_PARAM_CLIENT": "false",
        "weight": null,
        "modelEvaluationIndex": "[accuracy]",
        "subModelIterateTimes": "1",
        "subModelLearningRate": "0.03333333",
        "modelEnv": "1",
        "COMPRESS_FREEZE_PARAM_SERVER": "false"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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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32所示。

表 8-32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8 上报联邦前 KPI 信息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上报联邦前KPI信息接口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effect/before_federal

参数说明，如表8-33所示。

表 8-33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kpiInfo Y Map Kpi信息。

目前支持的取值，如下所示：

● spendTime：耗时，单位为“秒”

● totalNumber：整体数据量

● accuracy：准确率。取值小于等于1
● precision：精确率。取值小于等于1
● recallRate：召回率。取值小于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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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effect/before_federal
{ 
      "agentId": "agentId-2mowsu8f",
      "kpiInfo": {
         "accuracy": "0.95"          
     }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34所示。

表 8-34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9 上传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上传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algo_metadata/{agentId}

参数说明，如表8-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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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5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algoMeta Y AlgoMeta 元数据信息

 

AlgoMeta定义如表8-36所示。

表 8-36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schemas Y List<AlgoMet
aSchema>

客户端ID

statistics N AlgoMetaSta
t

元数据信息

 

AlgoMetaSchema定义如表8-37所示。

表 8-37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id Y String 元数据信息

name Y String 元数据名称

index Y Integer 索引ID

dataType Y String 数据类型

roleType N String 角色类型

description N String 描述信息

range N String 属性范围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algo_metadata/agentId-2mowsu8f
{ 

    "schemas": [{
        "dataTyp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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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Name",
        "description": "姓名",
        "index": 0,
        "range": "1",
        "id": "0",
        "roleType": "feature"
    },
    {
        "dataType": "integer",
        "name": "PassengerId",
        "description": "乘客ID",
        "index": 1,
        "id": "1",
        "roleType": "feature"
    },
    {
        "dataType": "text",
        "name": "Survived",
        "description": "false代表死亡，true代表存活",
        "index": 2,
        "range": "false,true",
        "id": "2",
        "roleType": "label"
    },
    {
        "dataType": "integer",
        "name": "Pclass",
        "description": "乘客所持票类",
        "index": 3,
        "id": "3",
        "roleType": "feature"
    }]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38所示。

表 8-38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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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10 删除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删除边缘节点元数据接口

URI

URI格式

DELETE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algo_metadata/{agentId}

参数说明，如表8-39所示。

表 8-39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
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请求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algo_metadata/agentId-2mowsu8f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8-40所示。

表 8-40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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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N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11 RSA 多方交互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与服务端RSA多方交互接口，开启了RSA安全多方功能后客户端调用。

URI

URI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rsa/interaction

参数说明，如表8-41所示。

表 8-41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taskId Y String 任务ID（一般是模型上传任务的ID）

task Y String RSA交互任务类型。

取值信息如下所示：

● none：无指定任务

● client_push_pk：客户端上传公钥

● client_push_enc_sk_b：客户端上传加密后
的sk或b值

● client_receive_enc_sk_b：客户端接收到
server下发的加密后的sk或b值

● client_push_sk_b：客户端根据server指示，
上传解密后的sk或b

clientPub
Key

N MultipartRs
aPubKey

客户端公钥信息，在task为client_push_pk时需
要上传

shareEncS
kAndB

N String 客户端生成的加密sk/b信息，在task为
client_push_enc_sk_b时需要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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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erNee
dSkAndB

N String 服务端需要的解密后的sk或b信息，在task为
client_push_sk_b时需要上传。在线的客户端传
b，不在线的传sk。

 

表 8-42 MultipartRsaPubKey 类型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pubKey Y BigInteger 公钥pubKey信息

encPubKey Y BigInteger 公钥encPubKey信息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rsa/interaction
{ 
      "agentId": "agentId-2mowsu8f",
      "taskId": "taskId-xxxxxx",
      "task": "client_push_pk",
      "clientPubKey": {
         "agentId": "agentId-2mowsu8f",
         "pubKey": 
54381472524654731766206828790442948591541722900048035899002563981003176763466,
         "encPubKey": 
10417175369514411770959626817055940628104289396442323381834235478762431917129          
     }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task": "non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表 8-43 响应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0，失败情况下为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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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成功

task Y String RSA交互任务类型。

取值信息如下所示：

● none：无指定任务

● server_issue_pk：服务端下发公钥

● server_issue_enc_sk_b：服务端下发
加密后拆分的sk或b

● server_need_sk_b：服务端需要获取
指定解密后的sk或b

● over：结束任务

clientPubK
eys

N List<Multip
artRsaPubK
ey>

server下发的其他客户端公钥信息列表，
在task为server_issue_pk时下发。客户
端接收后需要保存相关信息。

remoteEnc
SkB

N String server下发的其他客户端加密sk、b信
息，在task为server_issue_enc_sk_b时下
发。客户端保存后需要上报
client_receive_enc_sk_b任务类型。

modulus N BigInteger server下发的本次RSA任务大素数，在
task为server_issue_pk时下发

onlineClien
ts

N List<String> server在需要客户端协助上传解密信息
时，即task为server_need_sk_b时下发，
客户端上传对应客户端b信息。

offlineClie
nts

N List<String> server在需要客户端协助上传解密信息
时，即task为server_need_sk_b时下发，
客户端上传对应客户端sk信息。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12 客户端错误信息上报接口

功能介绍

客户端错误信息上报接口，可用于前台展示联邦任务内客户端异常信息，辅助快速定
位。

URI
URI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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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client/{agentId}/log

参数说明，如表8-44所示。

表 8-44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requestBo
dy

Y ClientRepor
tLogReques
t

上报的错误日志信息。

 

表 8-45 ClientReportLogRequest 类型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N String 客户端ID

taskId Y String 任务ID

errorLog Y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client/agentId-2mowsu8f/log
{ 
      "agentId": "agentId-2mowsu8f",
      "taskId": "taskId-xxxxxx",
      "errorLog": "download model error: 403 for obs path."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msg": "you have not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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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6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息。失败情况下为错
误信息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成功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6.13 联邦 XGBoost 交互接口

功能介绍

使用联邦XGBoost算法时，客户端与服务端的交互接口。

URL
URL格式

POST  https://{{Federal-IP}}/federated/v1/xgboost/interact

参数说明，如表8-47所示。

表 8-47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客户端ID

taskType Y String 联邦XGBoost交互任务类
型。

取值信息如下所示：

● none：无指定任务

● upload_class_count：客
户端上传类别统计信息

● upload_feature_distribu
te：客户端上传特征分布
信息。

classCounts N int[] 客户端训练数据类别统计信
息，在taskType 为
upload_class_count时需要
上传。

featDistribute N String 客户端训练数据特征分布信
息，在taskType为
upload_feature_distribute
时需要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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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请求样例

{ 
      "agentId": "agentId-gbrcygpc",
      "taskType": " upload_class_count ",
      "classCounts": [1000, 4000]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taskType": "none"，
    "success": true
    "code": "0",   
    "msg": "success"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code": "23469334.14010.10001",   
    "msg": "you have no right to operator this instance!"
}

参数说明， 如表8-48所示

表 8-48 响应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ode N String 状态码。成功为
0，失败情况下为
非0。

msg N String 返回的message信
息。失败情况下为
错误信息。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成功

taskType Y String 联邦XGBoost交互
任务类型。

取值信息如下所
示：

● none：无指定
任务

● upload_feature
_distribute：服
务端给客户端下
发上传特征分布
任务。

● over：任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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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classWeights N double[] server下发的类别
权重信息，在
taskType为
upload_feature_di
stribute 时下发，
客户端接收后需要
保存相关信息。

candidates N String Server下发的
XGBoost算法候选
集信息， 在
taskType 为over
时下发，客户端接
收后需要保存相关
信息。

 

返回值

请参考8.7.1 通用HTTP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8.7 通用错误码

8.7.1 通用 HTTP 请求状态码返回值

● 通用HTTP请求正常返回值，如表8-49所示。

表 8-49 正常返回值

返回值 说明

200 OK 请求成功。

202 Accepted 接受请求。

 

● 通用HTTP请求异常返回值，如表8-50所示。

表 8-50 异常返回值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请求错误。

401 Unauthorized 鉴权失败。

403 Forbidden 没有操作权限。

404 Not Found 找不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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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内部错误。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服务不可用。

 

8.7.2 联邦错误码说明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错误码说明，如表8-51所示。

表 8-51 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类型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23469334.14010.1000
1

参数异
常

请求消息参数不
符合指定要求

请确认参数是否满足文档规
定的要求

23469334.14010.1000
2

参数异
常

用户非法 用户不在白名单列表中

23469334.14010.1000
3

参数异
常

用户未订购 用户未订购服务，请先订购
联邦服务

23469334.14010.1000
4

业务异
常

客户端失败 请检查客户端错误，如果无
法解决，请联系华为工程师

23469334.14010.1000
5

业务异
常

本地汇聚失败 本地汇聚失败

23469334.14010.1000
6

参数异
常

算法或者模型包
文件不符合格式

算法或者模型包文件不符合
格式

23469334.14010.1008
0

参数异
常

元数据重复 请检查元数据的合理性

23469334.14010.1008
1

参数异
常

server元数据不
存在

请检查元数据的合理性

23469334.14010.1008
2

参数异
常

client元数据不
存在

请检查元数据的合理性

23469334.14010.1008
3

业务异
常

元数据未对齐 请在联邦console控制台上对
齐元数据

23469334.14010.9999
9

业务异
常

未知错误 请联系华为工程师

23469334.14010.9999
8

业务异
常

内部错误 请联系华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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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6-30 新增6.11和6.12章节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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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PI 参考（FL-Client）

9.1 使用前必读
本文档主要面向NAIE联邦学习部署服务FL-Client开发、测试人员，用于指导使用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FL-Client的API接口，完成业务系统对接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工作。

表 9-1 文档导读

阶段 相关链接

了解API接口组成及接口列表 ● 2 接口简介

使用接口前必做的准备工作 ● 3 环境准备

REST消息体组成以及使用方法 ● 4 接口使用方法

接口使用说明 ● 5 API接口

公共参数 ● 6公共参数

 

9.2 接口简介
FL-Client对外提供的API接口，如表9-2所示。

表 9-2 API 接口列表

类型 接口 说明

API接口 注册接口 调用注册接口，将client接入server管理。

去注册接口 调用去注册接口，在server端下线client。

心跳接口 业务系统轮询调用心跳接口，如果有新任务需要业务系统
处理，则告知有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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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接口 说明

查询任务接
口

业务系统通过心跳获悉有新的任务，则调用查询任务接
口，获取任务信息。

上报数据接
口

业务系统通过上报数据接口，上报任务执行结果或者其他
指标信息。

 

9.3 环境准备

9.3.1 获取公有云 IAM 用户信息
在调用注册接口时，需填入用户ID，提前在管理控制台中获取到用户ID。该用户ID需
要与配置文件内配置的用户信息对应。具体请参考FL-Client部署指导。

9.3.2 获取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实例 ID 及版本
在调用注册接口时，需填入实例ID和版本信息。其中，版本信息为可选，不填默认为
新版本。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前台界面可以获取到实例ID和版本信息，如图9-1所示。

图 9-1 联邦学习前台界面

9.3.3 准备算法元数据文件
在调用注册接口时，需要传入算法元数据文件的存储路径，提前准备好json格式的元
数据文件。

9.4 接口使用方法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的FL-Client接口采用HTTPS传输协议，请求或响应的报文使用JSON
报文，媒体类型表示为Application/json。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FL-Client的API请求响应对，包括如下五个部分：

● 请求URI

● 请求消息头

● 请求消息体

● 响应消息头

● 响应消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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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URI
URI格式

{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需要在请求消息中单独传递请求URI。

URI中的参数说明，如表9-3所示。

表 9-3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I-scheme 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

Endpoint 指定承载API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

resource-path 资源路径，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例如
“v3/auth/tokens”。

Query string 可选参数，例如API版本或资源选择标准。

 

请求消息头

请求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 HTTP方法（也称为操作），表示请求操作的类型。

表 9-4 HTTP 方法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HEAD 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资源。

 
● 可选的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详细的公共请

求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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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
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
式）

是 application/json

 

请求消息体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格式）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的“Content-
type”对应，传递除请求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若请求消息体中参数支持中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响应消息头

响应消息头包含如下部分。

● 附加响应头字段，如支持请求的响应所需，如“Content-type”响应消息头。详
细的公共响应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9-6。

表 9-6 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示例

Dat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表示消息发送
的时间，时间的描述格式由rfc822定
义。

Mon, 12 Nov 2007
15:55:01 GMT

Server HTTPS协议标准报头。包含了服务器
用来处理请求的软件信息。

Apache

Content-
Length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实体
正文的长度，以字节方式存储的十进
制数字来表示。

xxx

Content-Typ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发送
给接收者的实体正文的媒体类型。

application/json

 

响应消息体

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格式）返回，与响应消息头中的“Content-
type”对应，传递除响应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发起请求

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基于已构建好的请求消息发起请求，分别为：

● cURL
cUR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执行各种URL操作和信息传输。cURL充当的是
HTTP客户端，可以发送HTTP请求给服务端，并接收响应消息。cURL适用于接口
调试。关于cURL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curl.haxx.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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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

通过编码调用接口，组装请求消息，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

● REST客户端

Mozilla、Google都为REST提供了图形化的浏览器插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针
对Firefox，请参见Firefox RESTClient。针对Chrome，请参见Chrome
RESTClient。

9.5 API 接口

9.5.1 注册

功能介绍

Client注册接口，用户Client接入server管理。

URI
URI格式

/federated/v1/agent/register

参数说明，如表9-7所示。

表 9-7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Y string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实例ID

userId Y string 用户ID

name Y string 本次注册客户端名称

metadataFilePath Y string 元数据文件全路径

instanceVersion N string 实例版本。如果不填默认
为 新版本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federated/v1/agent/register
 {    
"instanceId": "xxxxxxx",   
"userId": "xxxxxxxxx",
"name": "testName",
"metadataFilePath": "/xxx/xxx/xxx/x.json"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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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agentId": "agentId-xxx"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msg": "Invalid param!" 
}

参数说明，如表9-8所示。

表 9-8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注册成功

msg N String 失败信息

agentId N String 本次注册联邦唯一
标识Id

 

9.5.2 去注册

功能介绍

Client去注册接口，用于从server端下线该client。

URI

URI格式

/federated/v1/agent/deregister

参数说明，如表9-9所示。

表 9-9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本次联邦注册唯一
标识Id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federated/v1/agent/deregister
 {    
"agentId": "agentId-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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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msg": "Invalid param!" 
}

参数说明，如表9-10所示。

表 9-10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去注册成功

msg N String 失败信息

 

9.5.3 心跳

功能介绍

业务系统轮询调用心跳接口，如果业务系统有新任务时，则提示有新的任务。

URI

URI格式

/federated/v1/agent/heartbeat

参数说明，如表9-11所示。

表 9-11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本次联邦注册唯一标识Id

taskId N String 任务Id

taskStatus N String 任务状态。

取值如下所示：

● Accepted：接收

● Running：运行中

● Finished：完成

● Failed：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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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federated/v1/agent/heartbeat
{    
"agentId": "agentId-xxx"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newTask":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newTask": false
}

参数说明，如表9-12所示。

表 9-12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success Y boolean 心跳是否成功

newTas
k

Y boolean 是否有新任务。取值为“true”，说明有新任务需
要处理。此时，业务系统需要调用queryTask接口，
查询新任务相关信息并处理。

 

9.5.4 查询任务

功能介绍

业务系统通过心跳获悉有新任务，然后调用查询任务接口，获取任务相关信息。

URI
URI格式

/federated/v1/agent/queryTask

参数说明，如表9-13所示。

表 9-13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本次联邦注册唯一标识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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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federated/v1/agent/queryTask
{    
"agentId": "agentId-xxx"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taskId": "training_taskId-xxx",
"taskType": "training",
"taskParams": "{"subModelIterateTimes":"20","subModelLearningRate":"0.05","xxx":"xxx"}"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

参数说明，如表9-14所示。

表 9-14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
必选

类型 说明

succes
s

Y bool
ean

是否查询任务成功。

taskId N Strin
g

任务Id。

taskTy
pe

N Strin
g

任务类型。

取值如下所示：

● none：无任务

● training：训练任务

● evaluation：评估任务

● stop：强制终止所有任务，需要业务系统强行停止当前
所有联邦任务。如果重新执行联邦任务，需要等待服务
下发新任务。

taskPa
rams

N Strin
g

对应任务的参数，为json格式。需要业务获取处理任务的参
数，比如下发training训练任务时，提供模型训练的超参。

 

9.5.5 上报数据

功能介绍

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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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URI格式

/federated/v1/agent/report

参数说明，如表9-15所示。

表 9-15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gentId Y String 本次联邦注册唯一标识ID

taskId N String 当前联邦任务ID。如果为空，表示当前上报信息
为联邦任务前指标上报，如准确率。

taskStat
us

N String 任务状态。

取值如下所示：

● Accepted：接收

● Running：运行中

● Finished：完成

● Failed：失败

reportD
ata

Y String 上传json格式的KPI数据，如数据量、训练时长、
准确率等。

 

请求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federated/v1/agent/report
 
{    
"agentId": "agentId-xxx",
"taskId": "training_taskId-xxx",
"taskStatus": "Finished",
"reportData": "{"spendTime":"6000","dataNumber":"10000","xxx":"xxx"}",
}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msg": "Invalid param!" 
}

参数说明，如表9-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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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6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uccess Y boolean 是否上报成功

msg N String 失败信息

 

9.6 公共参数

9.6.1 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类型 说明 建议解决方法

23469334.14
020.10010

注册API接口处
理异常

上传元数据失败或
者服务端返回失败

● 排查元数据文件以及内
容

● 分析返回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20

去注册API接口
处理异常

可能是服务端实例
已不存在或者传入
的agentId不对

● 确认服务端实例是否存
在

● 确认传入的agentId是否
准确

●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
息

23469334.14
020.10030

心跳API接口处
理异常

可能是agentId不存
在或者服务端服务
不可用

● 检查服务端服务是否正
常

●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
息

23469334.14
020.10040

查询任务API接
口处理异常

内部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50

上报KPI信息
API接口处理异
常

内部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100

下载模型到本
地异常

包括并不限于如下
异常导致：

● minio或者SFTP
文件获取不到

● 本地磁盘空间满

● 本地脚本执行异
常

● 检查minio或者SFTP连
接配置

●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
息

● 检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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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9334.14
020.10200

上传本地模型
异常

包括并不限于如下
异常导致：

● 本地模型未生成

● 本地脚本执行异
常

● minio或者SFTP
路径不可达

● 检查minio或者SFTP连
接配置

●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
息

● 检查日志

23469334.14
020.10300

上报KPI指标信
息异常

内部处理指标信息
出现异常，或者服
务端返回错误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400

用户信息校验
异常

agentId传的不对，
本地缓存的临时用
户注册信息丢失

检查传入参数，检查临时缓
存文件，分析日志

23469334.14
020.10500

上传元数据异
常

元数据文件路径不
对，或者格式和大
小不符合要求

● 检查文件路径

● 检查文件格式是否为
json格式文件。

●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
息

23469334.14
020.10001

服务端返回，
心跳异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02

服务端返回，
下载模型异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03

服务端返回，
上传模型异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04

服务端返回，
查询任务参数
异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05

服务端返回，
上报数据异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0006

服务端返回，
上传元数据异
常

服务端无响应或者
处理出现异常

分析返回的异常描述信息

23469334.14
020.11000

非法参数 接口参数不合法 查看接口文档，排查入参

23469334.14
020.19999

未知错误 未知的异常 查看日志，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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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17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20-03-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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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术语

表 10-1 术语

术语 英文 缩略语 描述

安全多方计算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 安全多方计算是针
对无可信第三方的
情况下，如何保护
隐私的一种安全算
法。在联邦中通过
安全多方计算将本
地模型的更新加密
可以防止服务端通
过恢复模型获取边
缘训练数据的相关
信息。

边缘模型学习率 edge model
learning rate

- 边缘模型学习率同
监督学习以及深度
学习中的学习率是
一个意思，是算法
中的重要超参，用
来指导如何通过损
失函数的梯度调整
网络权重。学习率
太小，损失函数的
收敛过程可能会过
慢；学习率太大，
损失函数可能会出
现振荡。合适的学
习率能够使目标函
数在合适的时间内
收敛到局部 小
值。

在联邦学习场景
下，这个学习率一
般有FLS控制，以
达到 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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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英文 缩略语 描述

边缘模型迭代次数 number of edge
model iterations

- 每轮训练边缘节点
内迭代次数，与中
心模型汇聚轮次一
起（相乘）来计算
模型训练的总次
数。

边缘节点 edge node - 参与联邦的设备，
需要具备训练能
力，通过FLC与FLS
进行交互。

参数冻结法 parameter
freezing

- 参数冻结是一种压
缩算法，根据模型
变化趋势调节每轮
联邦汇聚的参数达
到降低通信带宽的
目的。

差分隐私算法 differential
privacy algorithm

- 是密码学中的一种
手段，旨在提供一
种当从统计数据库
查询时， 大化数
据查询的准确性，
同时 大限度保护
个人数据隐私。

联邦学习客户端 federated learning
client

FLC 包含终端
（Client）、边缘
设备（edge）、本
地数据中心
（server）。负责
与FLS之间进行通
信，下载Global模
型、上传模型参数
更新内容；可以利
用本地数据进行本
地训练。FLC工作
方式有自闭环模式
（模型训练由FLC
内部负责，需要对
接数据以及机器学
习框架）和代理模
式（模型训练由业
务系统负责，FLC
仅承担任务下发，
任务结果上报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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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英文 缩略语 描述

联邦学习服务端 federated learning
server

FLS 负责与FLC之间进
行通信，基于联邦
汇聚算法对FLC上
传的模型更新参数
进行计算，下发
Global模型给
FLC。

联邦Console federated console -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的前台页面。用户
可以在联邦
Console中创建联
邦实例，配置联邦
实例参数，发布并
启动联邦实例。

联邦学习 federated learning - 是一种加密的分布
式机器学习技术，
它是指参与联邦学
习的各local节点在
不共享本地数据的
前提下共建AI模
型。其核心是：参
与方在本地进行模
型训练，然后仅将
模型更新的部分加
密上传到云端，并
与其他参与方的模
型更新部分进行汇
聚整合，形成一个
公共的模型，这个
公共的模型再由云
端下发给各参与
方，通过反复的本
地训练以及反复的
云端整合， 终得
到一个AI模型，相
对于初始模型来说
具有更好的预测性
能。

NAIE
联邦学习部署服务 10 产品术语

文档版本 01 (2021-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2



术语 英文 缩略语 描述

模型改变量 model variation - 模型改变量是中心
模型参数的改变量
求和同模型参数求
和的一个比值，是
衡量模型改变幅度
的一个指标。模型
改变量越接近0，
就表示模型越趋近
于收敛。理论上改
变量为0时，达到
优解。

模型评估间隔 model evaluation
interval

- 模型评估间隔是相
对于模型汇聚次数
来说的，即每汇聚
多少次（模型评估
间隔）就进行一次
模型评估，如果设
置的值较小，则可
以很好的观察模型
训练的好坏趋势，
但是带来了额外的
计算开销，反之则
不能直观的观察模
型的准确率。

梯度分叉法 gradient
bifurcation

- 梯度分叉法是一种
自适应算法，可以
自动调节边缘模型
迭代次数，在达到
相同精度的要求下
可以有效的减少本
地训练时长。

随机选参法 random
parameter
selection

- 随机选参是一种压
缩算法，在多节点
场景下，每个客户
端随机上传部分参
数达到降低通信带
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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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英文 缩略语 描述

学习率 learning rate - 监督学习以及深度
学习中的重要超
参，用来指导如何
通过损失函数的梯
度调整网络权重。
学习率太小，损失
函数的收敛过程可
能会过慢；学习率
太大，损失函数可
能会出现振荡。合
适的学习率能够使
目标函数在合适的
时间内收敛到局部
小值。

学习率衰减 learning rate
attenuation

- 学习率衰减是一种
自适应调节学习率
的算法，可以动态
衰减学习率，让联
邦收敛的更加平
滑，同时能够达到
优解。

训练平台 training platform - NAIE模型训练服务
为开发者提供通信
领域一站式模型开
发服务，从数据预
处理，到特征提
取、模型训练、模
型验证，本服务为
开发者提供开发环
境、模拟验证环
境，API和一系列
开发工具，帮助开
发者快速高效开发
通信领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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