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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数字资产盘活机器人是一个将机器学习应用于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客户可以使用此
解决方案中的机器人，对其上传至 Amazon Web Services 云上的数字资产
（例如，照片、PDF 文档、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知识标记。标记知识将有助于
客户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

此解决方案利用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和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的竞价型实例，使客户可以安全的、低成本
的使用批处理机器人来标记数字资产。机器人将所识别出的信息存储在客户私有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来保证数据安全性，机器人将运行在 EC2 竞价型实例中来节省计
算成本。

您可以访问亚马逊云科技解决方案库查看最新版本的机器人。此解决方案第一批将发布
三个机器人：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车型分类机器人、基于OCR技术的的场景文字识别机器
人和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情感分析机器人。未来亚马逊云科技解决方案创新中心还
会在此解决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发布新的资产盘活机器人。

使用场景
车型分类机器人
保险公司需要对交通事故进行定责时，可以利用此机器人对用户现场拍的车辆照片进
行处理分析。机器人可以快速返回车辆类型、生产年限等信息。这样可提高保险理赔
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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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
医疗保险公司对业务处理流程中的扫描文档和图片进行审核时，可以利用此机器人训
练自己的模型并进行审核。这样可以节省过去采用人工审核及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所产
生的费用，并且提升准确率和响应速率。

情感分析机器人
金融投资公司调研热点新闻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时，可以利用此机器人对历史财经新
闻进行分析建模，并对热点新闻进行情感分析。这样可以更高校、更准确的获取市场
反馈信息。

架构与工作原理
部署此解决方案将在由西云数据运营的亚马逊云科技（宁夏）区域或由光环新网运营的亚马逊
云科技（北京）区域部署中构建以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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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描述

将待盘活的数字资产存储在 Amazon S3 上，只需指定要处理的 Amazon S3 文件夹
和机器人类型，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发出 REST 请求即可运行资产盘活任务。
机器人具体运行流程如下：
•

Amazon API Gateway 将请求转发到Amazon Lambda。

•

Amazon Lambda 递归取出 Amazon S3 中所有待处理的文件路径，并生成待处理文件列表
。

•

Amazon Lambda 将待处理文件列表存入 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中。

•

Amazon Lambda 启动 Amazon SageMaker 的推理终端节点。

•

Amazon Lambda 通过 Amazon Step Functions 启动一个或者多个 Amazon Batch
任务。

•

Amazon Batch 执行相应资产盘活任务，从 Amazon S3 存储桶中读取源文件，并调用
Amazon Sagemaker 的终端节点进行推理。推理结果会被写入 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的索引中，识别结果将被写入您指定的 S3 路径。

工作原理
机器人在软件上的本质形式是 Docker 容器，它们存储在 Amazon ECR 上。每个机
器人都包括下述两个部分：
•

业务逻辑处理模块。该模块主要负责处理 Amazon S3 的输入输出，负责调用推
理终端节点及其它业务逻辑。

•

推理终端节点。此解决方案自带预训练的模型，预训练模型在 Amazon
SageMaker 中启动后即可用于推理，并可被相应的业务处理模调用。

机器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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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决方案内建三个机器人：

•

车型分类机器人：此机器人可以通过图像分类方法，对输入的车辆图像进行分
类， 识别出车辆生产厂商、车辆型号等信息。本模型基于 AutoML 技术，利用
AutoGluon 框架在 ResNet50 基础上生成新的对车辆类别进行分类的图像分类模
型。

•

情感分析机器人：此机器人可以对输入的中文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判断正面/负
面评论。通过调优预训练的中文 BERT 模型，我们基于公开的评论数据集预训练
了机器人背后的模型。

•

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可识别图片中的印刷体中文文本信息。该机器人使用两
个模型来完成文字识别任务。模型一是 Connectionist Text Proposal Network
（CTPN）模型，图片经过 CTPN 后可以取出文字位置的坐标信息，之后，包含文
字的图片被送入第二个名为 Convolutional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CRNN） 的
模型去识别图片中文字的内容

以上这些模型和示例的训练和部署代码都已经在开源的代码库中，您可以直接使用。
您也可以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数据进行增量训练（Fine Tune），训练和部
署需要用到 Amazon SageMaker 服务。

部署前提条件
•

确保当前使用的 亚马逊云科技账户已经在国内通过 ICP 备案，并需确保 Amazon
API Gateway 可以通过公网访问 80 及 443 端口。

•

检查您的 SageMaker Host Instance Limit，其中的 endpoint/ml.m5.large
机型有 8 个以上的空闲。具体请参考 Amazon SageMaker 终端节点和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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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的 Amazon Lambda 中不包含名称为 sam_spot_bot_create_job 或
sam_spot_bot_api_receiver 的函数。

•

检查 IAM 中是否已经存在 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的 Service-Linked Role，如
果该 Role 已存在，请删除该 Role。

快速部署
本文的步骤主要针对在运行在由西云数据运营的亚马逊云科技（宁夏）区域或由光环新网运营
的 亚马逊云科技（北京）区域中的解决方案。

步骤 1: 启动 CloudFormation 堆栈
此自动化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在亚马逊云科技账户中部署 数字资产盘活
机器人 应用程序。您负责运行此解决方案时使用的亚马逊云科技服务的成本。 有关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费用”部分。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此解决方案中将使用
的每个 亚马逊云科技服务的定价页面。
1. 登录到 亚马逊云科技管理控制台，然后单击下面的按钮以启动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
2. 默认情况下，该模板将在亚马逊云科技（宁夏）区域启动。 若需在其他亚马逊云科技
区域中启动该解决方案，请使用控制台导航栏中的区域选择器。
3. 在创建堆栈页面上，确认 Amazon S3 URL 文本框中显示正确的模板 URL，然后选择 下
一步

Page 5 of 20

数字资产盘活机器人

4. 在指定堆栈详细信息下，需要指定如下参数。

AvailabilityZones = [“cn-northwest-1a”, “cn-northwest-1b”]；
注意：AvailabilityZones 需要选择两个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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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下一步。

6. 在配置堆栈选项页面上，保持默认值，点击 下一步 按钮。

7. 在审核页面上，查看并确认设置。 确保选中确认模板将创建 Amazon Identity and
8. Access Management（IAM）资源和使用 CAPABILITY_AUTO_EXPAND 功能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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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创建堆栈以部署堆栈。
您可以在 Amazon CloudFormation 控制台的状态列中查看堆栈的状态。 您应该在大约
20 分钟内看到状态为 CREATE_COMPLETE。
堆栈创建成功后，可在 Amazon CloudFormation 中输出标签页中看到：
•

Elasticsearch Domain - 其中包含可以在VPC 内访问的 URL。

•

API Gateway Endpoint URL - 可用于启动新的机器人工作任务，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见本
指南中的步骤 3.启动盘活任务章节。

步骤 2: 新建 S3 存储桶用于测试
为了运行本说明中机器人机型资产盘活示例，您需要在 亚马逊云科技 账户中新建一个
S3 存储桶用于存放数字资产的示例中的输入和输出文件。S3 存储桶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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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bot- exampledata-RegionName-AccountID”。示例：假如您在 亚马逊云
科技（宁夏）区域创建了账户 ID 为 123456789012 的 亚马逊云科技账号，那么 S3
存储桶的名称应该是 “spot-bot- 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注意：请更换示例中的 123456789012 为您自己的账户 ID
1. 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
进入 Amazon S3 网页控制台。

如上图所示，点击创建存储桶按钮。
点击下一步，在随后的两个步骤中都保持默认值，并点击下一步。

点击创建存储桶按钮。
2. 下载测试数据集并上传到 Amazon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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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如下的链接下载测试示例文件： https://aws-solutionsreference.s3.cn- north-1.amazonaws.com.cn/spot-bot/v1.0.0/spot-botexampledata.zip
示例中包含 3 个目录：/car_bot, /ocr_bot, /sentiment_bot。分别对应于车型分类
机器人，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情感分析机器人。每个机器人的目录中分别存在
/input 及 /output 目录，用于存储示例输入文件及存储示例文件的推理结果。
具体目录结构如下：
├── car_bot
│ ├── input
│ │ ├── 2020-Audi-TTS-Coupe-Orange.png
│ │ ├── benz.jpg
│ │ ├── porsche_mission_e_cross_turismo_2018.jpg
│ │ └── rh_ferraripistauk-31.jpg
│ └── output
│ ├── 2020-Audi-TTS-Coupe-Orange.json
| |── benz.json
| |── porsche_mission_e_cross_turismo_2018.json
│ └── rh_ferraripistauk-31.json
├── ocr_bot
│ ├── input
│ │ ├── ocr_1.png
│ │ ├── ocr_2.png
│ │ └── ocr_3.png
│ └── output
│ ├── ocr_1.json
│ ├── ocr_2.json
│ └── ocr_3.json
├── sentiment_bot
│ ├──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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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mple_n_1.txt
│ │ ├── example_p_1.txt
│ │ ├── example_p_2.txt
│ │ └── example_p_3.txt
│ └── output
│ ├── example_n_1.json
│ ├── example_p_1.json
│ ├── example_p_2.json
│ └── example_p_3.json

在本地解压该 zip 文件，然后上传到在步骤 2.1 中创建的 S3 存储桶中。

上传成功后，S3 存储桶中会有三个文件夹，如上图所示。

步骤 3：启动盘活任务（方法一）—— 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控制台
如果您账户中的 Amazon API Gateway 暂时不能通过 80 端口访问，您也可以通过
访问 Amazon API Gateway 的控制台进行测试。
1. 在 Amazon API Gateway 服务中选择“spo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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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选择 ANY，然后点击测试。

3. 选择 POST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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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请求正文中填入相应的 JSON，然后点击测试。
注意：请替换 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名
称中的123456789012 为您的账户 ID.
{
"s3_bucket": "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s3_path": "sentiment_bot/input",
"bot_name": "SENTIMENT_ANALYSIS",
"number_of_bots": "1",
"bulk_size": "500",
"output_s3_bucket": "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output_s3_prefix": "sentiment_bot/output"
}
参数描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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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ot-bot-exampledata-cns3_bucket

输入文件所在桶

northwest1-123456789012

2

s3_path

输入文件所在前缀

3

sentiment_bot/input
车型分类机器人使用CAR_ACCIDENT_INSPECTOR
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使用CHINESE_ID_OCR

bot_name

机器人的名称

情感分析机器人使用SENTIMENT_ANALYSIS

4

启动的机器人实例的
number_of_bots

大于或等于 1 的数字
数量

5

bulk_size

每批次的数量

6

默认 500 即可
spot-bot-exampledata-cn-

output_s3_bucke 输出文件所在桶

northwest-

t
1-123456789012
7

output_s3_prefix

输出文件前缀

sentiment_bot/output

步骤 3：启动盘活任务（方法二）—— 使用命令行
使用此方法启动盘活任务的前提是，您当前使用的 亚马逊云科技账户已经在国内通过
ICP 备案，并且 Amazon API Gateway 可以通过公网访问 80 及 443 端口。
首先，您要先在控制台中查找 Amazon API Gateway 的 URL。您需要依次选择阶段，
Prod，记录并保存调用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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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前在控制台中使用的 JSON 和前面保存的 Amazon API Gateway 的URL 拼成
一个 curl 命令。
注意：Amazon API Gateway 的 URL 最后要额外加上“/create/proxy”
在 Terminal 中输入下述指令并执行：

curl -d '{"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s3_path":"sentiment_bot/input","bot_name":"SENTIMENT_A
NALYSIS", "number_of_bots":"1","bulk_size":"500",
"output_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output_s3_prefix":"sentiment_bot/output"
}' -X POST 'https://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机器人任务定义参考列表

情感分析机器人任务定义
资源示例：
11. S3 存储桶：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12. S3 源文件路径： Prefix:sentiment_bot/input
13. S3 识别后存放路径： Prefix: sentiment_bot/output
14. 机器人数量： 1

Page 15 of 20

数字资产盘活机器人

2020 年 8 月

curl -d '{"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s3_path":"sentiment_bot/input","bot_name":"SENTIMENT_A
NALYSIS", "number_of_bots":"1","bulk_size":"500",
"output_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output_s3_prefix":"sentiment_bot/output"
}' -X POST 'https://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车型分类机器人任务定义
资源示例：
15. S3 存储桶：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16. S3 源文件路径： Prefix: car_bot/input
17. S3 识别后存放路径： Prefix: car_bot/output
18. 机器人数量： 1
curl -d '{"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s3_path":"car_bot/input","bot_name":"CAR_ACCIDENT_INSPECTOR
","number_of_bots":"1","bulk_size":"500","output_s3_bucket":
"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output_s3_prefix":"car_bot/output"}' -X POST
'https://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任务定义
资源示例：
19. S3 存储桶：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20. S3 源文件路径： Prefix: ocr_bot/input
21. S3 识别后存放路径： Prefix: ocr_bot/output
22. 机器人数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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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d '{"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
"s3_path":"ocr_bot/input","bot_name":"CHINESE_ID_OCR",
"number_of_bots":"1","bulk_size":"500",
"output_s3_bucket":"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output_s3_prefix":"ocr_bot/output"}' -X POST
'https://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步骤 4：从 Amazon Step Functions 查看运行过程
您可以打开 Amazon Step Functions 网络控制台中查看这个资产盘活任务的运行状
态，并查看输入输出的细节。

在 Amazon Step Functions 运行结束后，您可以在指定的输出 S3 存储桶中找到对应
的输出的 JSON 文件。

步骤 5: 查看运行结果
在网页控制台中打开 Amazon S3，选择提交任务时指定的存储桶，可以看到下图这样
的输出 JSON 文件列表，输出文件名和输入文件名是对应的。步骤 3 中，输入文件名
为 example_p_1.txt，在这一步的输出文件名为 example_p_1.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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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所示是运行情感分析机器人后的输出的结果。
运行结果分析

以本示例中的输入文件 example_p_1.txt 为例，其文件内容如下：
"这个打印机还是很不错的。大小很好，适合家庭没什么地方放打印机的。而且打印的速度
特别快，基本上我在打印之后不到半分钟吧，内容就已经可以打出来了，很快的，很适合家
里有小朋友给孩子打作业呀习题呀。用了几天了，目前各方面都很满意，希望可以像宣传的
一样，一盒墨可以打很多吧。"

机器人盘活任务完成后，输出文件为 example_p_1.json。下载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可以查看机器人运行结果，其内容如下：
{"s3://spot-bot-exampledata-cn-northwest-1123456789012/sentiment_bot/input/example_p_1.txt":
"positive"}

从结果可以看出，情感机器人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判断出输入文字的情感类型为正面
评价（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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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任务资源清理
数字资产盘活机器人中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按需收费的服务，它们仅仅在运行时启动
并产生费用。只有 Amazon SageMaker 服务中的推理终端节点在使用后会一直运
行。如果您不需要频繁启动数字资产盘活任务，可以发送 REST 请求或从控制台中关闭
推理终端节点。

通过发送 REST 请求：针对不同的机器人，请从 Terminal 中输入相应的命令来清理机
器人所使用的资源。
注意：请将命令行中 DELETE 后面的 Amazon API Gateway 的示例URL 替换为实际
的 URL。
参数描述：
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值
车型分类机器人使用- CAR_ACCIDENT_INSPECTOR
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使用- CHINESE_ID_OCR

bot_name

机器人名称

情感分析机器人使用- SENTIMENT_ANALYSIS

情感分析机器人的资源清理
curl -d '{"bot_name": "SENTIMENT_ANALYSIS"}' -X DELETE
'https://xxx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车型分类机器人的资源清理
curl -d '{"bot_name": "CAR_ACCIDENT_INSPECTOR"}' -X DELETE
'https://xxx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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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文字识别机器人的资源清理
curl -d '{"bot_name": "CHINESE_ID_OCR"}' -X DELETE
'https://xxxxxxxxxx.execute-api.cn-northwest1.amazonaws.com.cn/Prod/create/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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