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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部署指南详细描述了如何在亚马逊云上使用亚马逊云科技的 CloudFormation 模板

部署面向 IP 监控行业的 SaaS 服务，为 IP 摄像头厂商提供 RESTful API 调用接口。 

解决方案描述 

该解决方案基于 Amazon S3，Amazon Lambda，Amazon API Gateway，Amazon 

SageMaker 等组件，旨在为智能 IP 监控行业（IP Camera）提供人工智能算法赋能。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人脸检测，人形检测，人脸比较三种算法服务，AI 算法是封装在

ECS Container 镜像中进行加载并部署为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形式提供给

用户调用，具有易拓展，可插拔的优点。用户基于该解决方案架构可以进行自定义扩

展，针对自身的场景和需求定制化合适的 AI 模型，并将其封装成容器镜像一键部署。

该解决方案端到端地提供了一整套云端 SaaS 服务，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将生产环境中的

数据及其推理结果存储至 Amazon S3 桶，为后期算法的迭代升级提供数据基石。 

使用场景 

此解决方案提供了在亚马逊云上构建面向 IP Camera 行业的 AI 算法服务，使用场景非

常广泛，比如智慧楼宇，公共场所安防监控，居家室内外监控，智慧门铃，大型活动

策划方，或其他对人脸检测/人形检测/人脸识别认证有需求的场景。 

系统架构 

架构图 

此解决方案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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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部署；也可以在海外区进行部署。架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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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Amazon API Gateway 

• 本解决方案使用 API Gateway 路由用户的 HTTP POST 请求； 

• 同时还使用 API Gateway 中自定义域名来关联用户 ICP 备案的域名；用户的

HTTP POST 请求中携带图片的 base64 编码； 

• API Gateway 中还可以进行密钥设置来对 HTTP POST 请求方进行授权。 

Amazon Lambda 

 Lambda 函数将用户的请求转发到 SageMaker Endpoint 进行推理运算； 

 同时该 Lambda 函数还负责将请求的图片和 SageMaker Endpoint 推理的结

果写入 S3 桶； 



 Page  5  of  25   

Amazon S3 Bucket 

 用于存储用户的请求图片和推理结果，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人工/半自动化复核

打标签，继而对算法模型进行增量训练，更新模型参数，提升模型精度。 

Amazon SageMaker 

 SageMaker 负责用户的推理请求，基于 SageMaker Endpoint 对请求图像实

现人脸检测，人形检测和人脸比较，用户可以根据 SageMaker Endpoint 的

托管机器的工作负载对其进行 Auto-Scaling，完成大批量高并发的请求服务。 

部署说明 

部署前提 

 若 在 中 国 区 部 署 ， 需 准 备 ICP 备 案 过 的 域 名 ， 用 于 申 请 亚 马 逊 云 科 技

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 

 如用户直接部署在海外区域，则无需 ICP 备案过的域名，API Gateway 输出的

网址可以直接访问，如用户无需自定义域名，则直接进入“快速部署”章节进

行部署即可得到生成的 API URL 即可。 

 

推荐配置 

该解决方案中提供了将 AI 算法部署在 CPU 和 GPU 云端机器之上，不同的算法计算对

计算资源的要求各不相同，推荐使用 GPU 实例进行测试和应用。人脸比较应用中推荐

使用 retinaface_mnet025_v2+MobileFaceNet(人脸检测模型+人脸表征模型)模型，

人脸检测和人形检测推荐使用 yolo3_darknet53_coco 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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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 

为了能确保该解决方案部署后能以 HTTPS 方式进行调用，必须使用亚马逊云科技 

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或者其他第三方的证书。具体使用方式，请参考： 

如何上传 SSL 证书并将其导入亚马逊云科技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本部署指南以使用亚马逊云科技 Certificate Manager 为例进行说明。关于亚马逊云

科技 Certificate Manager 更多信息，请参考 ： 

https://aws.amazon.com/cn/certificate-manager/ 

 

首先，登录亚马逊云科技 Certificate Manager 控制台。依次点击 【预置证书-开始使

用】，【请求证书】（请求共有证书），如下图所示。 

 

 

 

 

在【添加域名】中的【域名】输入框，输入智能 IP 摄像头 AI SaaS 服务所需要使用的

域名（需经过 ICP 备案），如：gaowexu.solutions.aws.a2z.org.cn（用户输入需输

https://aws.amazon.com/cn/premiumsupport/knowledge-center/import-ssl-certificate-to-iam/
https://aws.amazon.com/cn/certificat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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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己的 ICP 备案过的域名，如用户部署在海外区域且无需自定义域名，则可以忽略

该小节，直接进行快速部署）。 

 

这里我们在 ICP 备案过的域名前加“*”好表示通配符，可以保护同一域中的若干站

点，请求证书时域名填写如：*.gaowexu.solutions.aws.a2z.org.cn；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 

 

勾选【DNS 验证】，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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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审核】按钮； 

 

点击【确认并请求】，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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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录下 【名称】【类型】及【值】三个字段的值，这三个值需要在后面的 Route53 

中添加记录使用。点击【继续】按钮。 

Route53 域名认证 

在 Route 53 中添加 CNAME 记录，以认证该域名为您所有并可以使用。首先，进入 

Route 53 的管理页面，点击你的域名。如果没有创建托管区域，请参考: 

https://aws.amazon.com/cn/route53/ 

 

点击【创建记录】，在窗口中【记录名称】，【记录类型】和【值】三个输入区域输

入在 Certificate Manager 控制台验证步骤中记录的【名称】【类型】及【值】三个字

段值，然后点击【创建记录】，如下图所示。 

 

https://aws.amazon.com/cn/rout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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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记录完成后回到 Certificate Manager 控制台界面等待大概 5 分钟。点击刷新按

钮。等待 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的状态变为 【已颁发】。 

 

到此为止，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已经申请完毕。该证书会在后续部署完之后 API 

Gateway 中自定义域名时使用。 

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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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部署该解决方案，您可以直接基于 CloudFormation 模板来进行快速

部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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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CloudFormation 堆栈 

打开亚马逊云科技管理控制台（如果还没登录会先跳转到登录页面，登录后进入模板

启动页面）。默认情况下，中国区此模板在北京区域启动，海外区会在 us-east-1 区

域启动。您同时可以使用控制台右上方的区域选择链接，以在其他区域部署该方案。

然后单击下面的按钮以启动亚马逊云科技 CloudFormation 模板。 

中国区部署链接： 

 

同时该解决方案还支持在海外区部署（us-east-1, us-west-2），部署链接

为： 

 

 

 

点击 【下一步】。  

https://console.amazonaws.cn/cloudformation/home?region=cn-north-1#/stacks/create/template?stackName=IPCSolutionStack&templateURL=https://aws-gcr-solutions.s3.cn-north-1.amazonaws.com.cn/amazon-ipc-ai-saas/latest/IpcAiSaasStack.template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home?region=us-east-1#/stacks/create/template?stackName=IPCSolutionStack&templateURL=https://aws-gcr-solutions.s3.amazonaws.com/amazon-ipc-ai-saas/latest/IpcAiSaasStack.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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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部署过程中一共有 5 个参数需要用户进行输入，如上图所示。5 个配置参数的参数名

称及其默认值如下表所示： 

参数 默认值 

applicationType face-detection 

deployInstanceType ml.g4dn.xlarge 

detectorModelName yolo3_darknet53_coco 

faceDetectAndCompareModelNam

 

retinaface_mnet025_v2+MobileFaceNe

 saveRequestEvents No 

 

5 个配置参数的具体含义及其可选值说明如下： 

 applicationType: 配置该解决方案的 SaaS 服务类型，可选值为 ̀ face-detection

`，`body-detection`， `face-comparison`； 

 deployInstanceType: AI 推理服务部署的机型，可选值包括  ̀ ml.m5.xlarge`, ̀ m

l.g4dn.x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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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ectorModelName: 配置人脸检测和人形检测服务中所使用的检测算法名称，

只有`serviceType`值为`face-detection`，`body-detection`时有效，可选值为`s

sd_512_resnet50_v1_coco`, `yolo3_darknet53_coco`, `yolo3_mobilenet1.0_c

oco`, `faster_rcnn_fpn_resnet101_v1d_coco`； 

 faceDetectAndCompareModelName: 配置人脸比较算法中检测模型和人脸表

征模型，仅在`serviceType`值为`face-comparison`时有效，可选值为 `retinafac

e_mnet025_v2+LResNet100E-IR`,  `retinaface_mnet025_v2+MobileFaceNet

`,  `retinaface_r50_v1+MobileFaceNet`； 

 saveRequestEvents: 配置是否将每一次调用推理时的输入和响应存储至 S3 桶，

可选值为 `Yes`, `No`。 

 

这里以人脸检测进行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 

 

配置堆栈选项 

保持默认值不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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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下一步】。 

 

审核堆栈 

保持默认值，但请勾选 “ 我确认，亚马逊云科技 CloudFormation 可能创建具有自定

义名称的 IAM 资源。”的单选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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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创建堆栈】。 

等待大概 20 分钟，堆栈创建完成。点击堆栈的【输出】标签页。 

 

得到 API Gateway 的 URL， 例如： 

 https://gys43fz58g.execute-api.cn-north-1.amazonaws.com.cn/prod/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海外区域部署，该 URL 可以直接基于 HTTP POST 访问，但是

在中国区部署，需要 ICP 备案，并结合 API Gateway 自定义域名使用。 

https://gys43fz58g.execute-api.cn-north-1.amazonaws.com.cn/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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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Gateway 自定义域名 

进入 API Gateway 控制台界面，点击 【自定义域名】-【创建】按钮，创建过程中需

要输入自定义的域名名称以及相关的 ACM 证书，这里以前缀形式定义域名，即在 ICP

备案的域名前添加了 facedet 前缀，如果部署的是人形检测，人脸比较，可以自行更

改，如 bodydet, facecomp 等等。如下图所示： 

 

ACM 证书选择前述在 Certificate Manager 控制台中已颁发的证书，点击【创

建域名】； 

创建域名完成之后，点击控制台上的【API 映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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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配置 API 映射】-【添加新映射】，选择对应的 API，阶段，路径保持不变，无

需填任何值，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最后需要将自定义的域名更新到 Route 53 中，即将【终端节点配置】中的 API 

Gateway 域名（如：d-sxb1eibnud.execute-api.cn-north-1.amazonaws.com.cn）

记录下来，接下来需要在 Route 53 中的创建一条 CNAME 记录来关联自定义的域名

和 API Gateway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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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至 Route53 控制台，进入域名所在的托管区域，点击【创建记录】，输入记录名

称为刚刚自定义域名的前缀部分，如 facedet；记录类型为 CNAME 类型，值填入 API 

Gateway 控制台【自定义域名】-【终端节点配置】中的 API Gateway 域名（如：d-

sxb1eibnud.execute-api.cn-north-1.amazonaws.com.cn） 

 

点击【创建记录】完成自定义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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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调用 API 接口 

在上述解决方案部署完成，并完成了 API Gateway 自定义域名之后，可以基于自定义

的域名（如：https://facedet.gaowexu.solutions.aws.a2z.org.cn/inference）对解

决方案的 SaaS 服务进行测试；测试基于 Python 接口实现，同时给出并发测试的方法

示例。注意该解决方案后推理的 path 需要加上 inference 字段。 

 Python 代码调用示例 

人脸检测，人形检测的 HTTP POST 请求数据字段定义为： 

字段名称 字段数据类型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_id int 

image_base64_enc string 

 

人脸比较的 HTTP POST 请求字段定义为： 

字段名称 字段数据类型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_id int 

source_image string 

target_image string 

 

人脸检测/人形检测的 Python 代码调用示例如下所示，用户需要配置 invoke_url 和

test_image_full_path 即可。 

import base64 

import time 

import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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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requests 

 

 

def get_base64_encoding(full_path): 

    with open(full_path, "rb") as f: 

        data = f.read() 

        image_base64_enc = base64.b64encode(data) 

        image_base64_enc = str(image_base64_enc, 'utf-8') 

 

    return image_base64_enc 

 

 

invoke_url = '<your_deployed_http_address>' 

test_image_full_path = '<your_test_image_full_path>' 

 

# Step 1: read image and execute base64 encoding 

image_base64_enc = get_base64_encoding(test_image_full_path) 

 

# Step 2: send request to backend 

request_body = { 

    "timestamp": str(time.time()), 

    "request_id": 1242322, 

    "image_base64_enc": image_base64_enc 

} 

json.dump(request_body, open('test_detect_post_data.txt', 'w')) 

 

response = requests.post(invoke_url, data=json.dumps(request_body)) 

response = json.loads(response.text) 

print('Response = {}'.format(response)) 

 

人脸比较的 Python 代码调用示例与人脸检测/人形检测基本一致，如下所示，用户需

要配置 invoke_url, test_source_image_full_path 和 test_target_image_full_path 三

个参数即可： 

import base64 

import time 

import json 

import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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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get_base64_encoding(full_path): 

    with open(full_path, "rb") as f: 

        data = f.read() 

        image_base64_enc = base64.b64encode(data) 

        image_base64_enc = str(image_base64_enc, 'utf-8') 

 

    return image_base64_enc 

 

 

invoke_url = '<your_deployed_http_address>' 

test_source_image_full_path = '<your_test_source_image_full_path>' 

test_target_image_full_path = '<your_test_target_image_full_path>' 

 

# Step 1: read image and execute base64 encoding 

source_image_base64_enc = get_base64_encoding(test_source_image_full_path) 

target_image_base64_enc = get_base64_encoding(test_target_image_full_path) 

 

# Step 2: send request to backend 

request_body = { 

    "timestamp": str(time.time()), 

    "request_id": 123456789, 

    "source_image": source_image_base64_enc, 

    "target_image": target_image_base64_enc 

} 

json.dump(request_body, open('test_face_compare_post_data.txt', 'w')) 

 

 

response = requests.post(invoke_url, data=json.dumps(request_body)) 

response = json.loads(response.text) 

print('Response = {}'.format(response)) 

 

注意人脸比较的输入涉及到两张图片，即源图片（source image）和目标图片

（target image），人脸比较首先会检测源图片和目标图片中的所有人脸，然后将源

图片中的最大人脸和目标图片中的所有人脸进行逐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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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测试 

并发测试是用来测试部署的 SaaS 服务能够同时承载的并发量，其性能一般会受网络传

输延时影响，为了避免网络传输延时造成的影响，可以基于 Amazon EC2 平台进行并

发测试，即在 Amazon EC2 平台上发起 HTTP POST 请求，具体步骤如下： 

1. 在 Amazon EC2 控制台上【启动新实例】，选择【Amazon Linux 2 AMI (HVM), 

SSD Volume Type】，实例类型为【t2.xlarge】并启动后，然后 terminal 登录进

该台服务器。 

2. 安装压力测试工具 apache bench，安装命令为：yum install -y httpd-tools 

3. 准备 HTTP POST 测试数据：将上一小节 Python 代码调用示例中的 request_body

以 json 格式存储即可，上述 Python 代码调用示例中已经准备好 POST 的测试数

据，相关的代码行为： 

json.dump(request_body, open('test_detect_post_data.txt', 'w')) 

json.dump(request_body, open('test_face_compare_post_data.txt', 'w')) 

 

4. 执行并发测试命令： 

ab -p test_detect_post_data.txt -T application/json -c 50 -n 500 

<your_invoke_url>   

 

其中 50 为设置的并发数，500 位测试的总请求数量，<your_invoke_url>为部署

后的 API 调用地址，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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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结 果 可 以 看 出 ， 并 发 数 量 大 概 在 29.6 次 每 秒 ， 该 测 试 结 果 是 基 于 单 台

ml.g4dn.xlarge 实例进行测试的结果，输入图像大小为 1200*800 像素。 

配置 Auto Scaling 

该解决方案部署完成及单台实例并发测试后，可以进一步配置 Auto Scaling 来实现高

并发下的开支节省，具体做法为以下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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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Amazon SageMaker 控制台，切换到【推理】-【终端节点】页面，选择

【终端节点运行时设置】下的 AllTraffic 变体，点击右侧【配置 Auto-Scaling】，

如下图所示： 

 
 

2. 输入最大实例计数（如 10），同时输入目标值（如 1000），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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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MakerVariantInvocationsPerInstance 的目标值计算方法如下： 

Target_Value = (MAX_RPS * SAFETY_FACTOR) * 60 

其中 MAX_RPS 为单台推理服务器每秒可以处理的请求数量，可以参考上述并发

测试的结果，如 29.6，SAFETY_FACTOR 为安全因子，建议值为 0.5，最后乘 60

是将每秒的请求数转化为每分钟请求数。 

 

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目    录
	背景
	解决方案描述
	使用场景
	系统架构
	架构图
	组件
	Amazon API Gateway
	Amazon Lambda
	Amazon S3 Bucket
	Amazon SageMaker


	部署说明
	部署前提
	推荐配置
	创建 Certificate Manager 证书
	Route53域名认证

	快速部署
	启动CloudFormation堆栈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配置堆栈选项
	审核堆栈
	API Gateway自定义域名

	终端用户调用API接口
	Python代码调用示例
	并发测试

	配置Auto Sca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