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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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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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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提供使用TensorFlow对MNIST数据集进行训练的相关代码、训练数据及测试数据下载地址。

执行代码下载

训练数据下载

测试数据下载

说明 说明 需要将下载的三个文件上传至OSS同一目录。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TensorFlow对CIFAR-10数据集进行训练的相关数据及代码下载地址。

训练数据

训练代码

预测代码

预测图片

本文为您提供TensorBoard的相关代码下载地址。

TensorBoard代码下载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TensorFlow实现自动填写歌词的相关数据及代码下载地址。

代码及数据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TensorFlow实现多机多卡的相关代码下载地址。

多机多卡案例代码下载

本文为您提供FastNN的相关代码下载地址。

FastNN代码

超参文件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TensorFlow读写MaxCompute表的相关代码下载地址。

1.TensorFlow相关下载1.TensorFlow相关下载
1.1. MNIST案例1.1. MNIST案例

1.2. CIFAR 10案例1.2. CIFAR 10案例

1.3. TensorBoard1.3. TensorBoard

1.4. 写歌案例1.4. 写歌案例

1.5. 多机多卡案例1.5. 多机多卡案例

1.6. FastNN代码1.6. FastNN代码

1.7. TensorFlow读写MaxCompute表1.7. TensorFlow读写MaxComput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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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0654/cn_zh/1519725447993/tensorflow_mnist.py?spm=0.0.0.0.71pdEM_0.0.0.0.HMmIZB_0.0.0.0.EmCD0L&file=tensorflow_mnist.py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0654/cn_zh/1487561924421/train.tfrecords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0654/cn_zh/1487561978564/test.tfrecords
https://www.cs.toronto.edu/~kriz/cifar-10-python.tar.gz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800/cn_zh/1490066041708/cifar_pai.py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800/cn_zh/1508489222979/cifar_predict_pai.py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1800/cn_zh/1490066204771/bird_bullocks_oriole.jpg.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63961/cn_zh/1513305756304/tensorboard.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7011/cn_zh/1523438902798/lyrics.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64146/cn_zh/1513835674044/mnist_cluster.tar.gz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9430/cn_zh/1568771070607/FNN.tar.gz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9430/cn_zh/1568771086989/config.txt


读写MaxCompute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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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29749/cn_zh/1565333220966/iristest.py


本文为您提供Apache MXNet相关数据集和代码的下载地址。

训练数据集下载

测试数据集下载

超参配置文件下载

执行代码包下载

2.Apache MXNet相关下载2.Apache MXNet相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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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mxnet.io/data/cifar10/cifar10_train.rec
http://data.mxnet.io/data/cifar10/cifar10_val.rec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0656/cn_zh/1487562282738/hyperparam.txt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0656/cn_zh/1487562169108/mxnet_cifar10_demo.tar.gz


本文为您提供Caffe相关数据集及代码的下载地址。

Caffe MNIST代码下载（包含Solver文件及训练数据）

Caffe CIFAR代码下载

3.Caffe相关下载3.Caffe相关下载

相关下载··Caffe相关下载 机器学习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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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2239/cn_zh/1490950570129/caffe_mnist.zip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52239/cn_zh/1496736657170/Caffe_cifar10.zip


本文为您提供在线预测的相关下载地址。

PAI-online-service

4.在线预测相关下载4.在线预测相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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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94199/cn_zh/1539921402624/PAI-online-service.zip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PyTorch对MNIST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的代码下载地址。

MNIST训练文件下载

MNIST测试文件下载

使用PyTorch分布式处理MNIST文件的代码下载

5.PyTorch相关下载5.PyTorch相关下载

相关下载··PyTorch相关下载 机器学习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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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9986/cn_zh/1568950295254/training.pt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9986/cn_zh/1568950333498/test.pt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39986/cn_zh/1568950210259/pytorch_dist_mnist.py


本文为您提供视频分类的相关下载。

模型下载：

ResNet 1

ResNet 2

ResNet 3

视频数据下载

配置文件下载

Label File下载

6.视频分类相关下载6.视频分类相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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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i-vision-data-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retrained_models/resnet_3d_50/resent_3d_50_model.ckpt.data-00000-of-00001
https://pai-vision-data-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retrained_models/resnet_3d_50/resent_3d_50_model.ckpt.index
https://pai-vision-data-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retrained_models/resnet_3d_50/resent_3d_50_model.ckpt.meta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55513/cn_zh/1583314035724/data.zip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55513/cn_zh/1583314077976/ucf101_qince.config
https://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155513/cn_zh/1583314234311/vip.csv

	1.TensorFlow相关下载
	1.1. MNIST案例
	1.2. CIFAR 10案例
	1.3. TensorBoard
	1.4. 写歌案例
	1.5. 多机多卡案例
	1.6. FastNN代码
	1.7. TensorFlow读写MaxCompute表

	2.Apache MXNet相关下载
	3.Caffe相关下载
	4.在线预测相关下载
	5.PyTorch相关下载
	6.视频分类相关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