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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步特征图重构的滤波器剪枝

的倒残差结构。在 MobileNets-V1 和 MobileNets-V2 的基
础上，最新版本的 MobileNets-V3 被提出。然而，上述方法
都没有考虑滤波器存在冗余的情况。实际上，滤波器之间往往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两步特征图重构方法来逐层判断滤波器的冗余性。该方法包括两步：第一步旨在通过重构当前层的特征图，设计

存在冗余 [24,25]。而对冗余滤波器的学习占用了计算资源，

一个基于范数的滤波器剪枝机制，剪掉当前层冗余的滤波器。具体地，设计的滤波器剪枝机制主要由两项构成：一项是使用范数约

因此找到冗余滤波器并删除可以提高网络的计算效率。

束当前层特征图的重构误差；另一项是使用范数约束正则项。提出的滤波器剪枝机制通过重构当前层的特征图能够学习出一个具有

本文中，我们提出一种基于两步特征图重构的滤波器剪枝

列一致性稀疏的系数表达矩阵，该系数表达矩阵能够表征滤波器的冗余性。第二步旨在通过重构下一层的特征图来更新该层的滤波

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逐层剪掉冗余的滤波器和相应的特

器，使得提出的滤波器剪枝机制尽量不改变后续层的输出。实验结果验证了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征图通道。具体而言，该方法主要分为两步：1）设计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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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枝机制判断当前层的冗余滤波器，然后删减当前层的冗余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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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以及下一层特征图的冗余通道；2）通过重构下一层的特
征图，更新该层的滤波器，减少滤波器选择机制对后续层可能
带来的影响。其中，滤波器剪枝机制是我们提出方法的主要创
新点。该机制使用范数 I2.1 来约束重构项和正则项，使得学习

1 引言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机器学习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1,2]，越来越多的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

网络进行“安全地”压缩而不影响其性能是深度神经网络压缩
方法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当前学术界和工业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

DNN） 模 型 被 提 出， 如 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l

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压缩方法通过联合多个学科，如机

Neural Network，CNN）[3,4]，AlexNet[1]，

器学习、计算机架构、数据压缩、索引和硬件设计等取得了很

GoogLeNet[5]，VGGNet[6] 等等。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大的进展。当前，已有的神经网络压缩方法主要概括为两大类：

等领域，深度神经网络 DNN 均被证明是一种极具成效的模型

1）对已有网络进行压缩；2）直接训练小而精的轻量级网络。

[1-4]，如卷积神经网络 CNN[3,4] 在计算机视觉等诸多传统问

前者旨在使用剪枝方法压缩已训练好的网络，使得压缩前

题，如分类、检测、分割上都超越了传统方法 [7]。

后的准确度基本不变。剪枝包括参数剪枝和滤波器剪枝。对大

出的系数表达矩阵具有表征滤波器是否冗余的功能。

图 1 提出的滤波器剪枝机制学习到的冗余滤波器

net）的求解，因此计算复杂度较高。此外，由于第层的每个
特征图通道都是经过第层的每个滤波器卷积后得到的结果，因
此若判断出第层的特征图中冗余的通道位置，那么生成该冗余
通道的滤波器也是冗余可去除的。

2 相关工作
由于我们方法是受通道剪枝（channel-pruning）方法的
启示而提出的，因此在介绍我们方法之前，先给出通道剪枝方
法 [16] 的介绍。
通道剪枝方法旨在剪掉特征图中冗余的通道。根据网络的
特性，由于当前层的输出（即特征图）是下一层的输入，那么
假定第 i 个卷积层中含有 ni 个滤波器，这 ni 个滤波器对第 i-1
卷积层的输出进行卷积后得到的第 i 层的特征图的通道数为

3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旨在逐层剪掉冗余的滤波器，主要包括两步，
分别介绍在 2.1 和 2.2 中。

3.1 滤波器剪枝机制
通道剪枝方法表明深度神经网络中的滤波器的确存在冗余
现象，该方法通过判断冗余通道的方式间接判断冗余滤波器。由
于冗余滤波器生成的特征图通道也是冗余的。基于此，我们提

神经网络的深度是深度学习技术取得优良性能的关键原

多数卷积神经网络来说，卷积层涉及到滤波器，因此卷积层占

因，因此人们在利用深度网络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常常需要

用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全连接层涉及到大量的网络参数，因此

收集更多的数据，设计更加复杂的网络 [8-12]，以期望获得更

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本文旨在对滤波器进行剪枝。当前最具

高的性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模型的计算复杂度急剧升高。

代表性的滤波器剪枝方法有 [13,14,15,16]。[13,14] 旨在使用

直观的表现是模型的层数越来越深，参数越来越多。这会给深

组稀疏的性质来去除冗余滤波器，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进行优

度学习带来较大的计算量。例如，经典的深度卷积网络 VGG-

化。然而这种方法收敛慢，并且结构化滤波器的生成速度慢，

16 含有约 1.4 亿浮点数参数，假设每个参数存储为 32 位浮点

严重影响剪枝效率。[15] 直接使用范数统计滤波器的权重，然

征图的通道数从 ni 个剪到

数格式，整个网络需要占用 528 兆的存储空间。在运算时，

后根据统计结果删减冗余滤波器。[16] 在对下一层特征图重构

法需要最小化以下目标函数：

单张测试图片共需大约 3.13×108 次浮点数运算。这样大的计

的过程中使用范数约束当前层的特征图通道，从而判断当前层

每个滤波器 Fi+1，j=1,2,…ni+1 的大小为 ni×kh×kw。第 i+1 层

算量目前只能在高性能并行设备上进行，而高性能并行设备具

特征图的冗余性。

的卷积需要 ni+1nik2hi+1wi+1 次操作。如果 Fi+1 中的第 j 个滤波

ni。要对当前第 i 层中含有 ni 个通道的特征图进行通道剪枝，
首先需从第 i 层的特征图采样 Ni 个样本作为第 i+1 层的输入，

出一种新的滤波器剪枝机制来直接判断当前层滤波器的冗余性。
假定有一张输入图像输入到神经网络中，定义第 i 层的输

其大小为 Ni×ni×kh×kw，其中 kh 和 kw 是滤波器大小。经过第

入（即第 i-1 层的特征图）有 ni 个通道，经第 i 层的滤波器 Fi

i+1 层中含有 ni+1 个滤波器

卷积后得到第 i 层的特征图

的卷积后，

输出为第 i+1 层的特征图

。若要将第 i 层的特
（

）个，通道剪枝方

，其中 hi 和 wi

表示第 i-1 层的特征图的高度和宽度。第 i+1 层的滤波器 Fi+1
对 yi 进行卷积后得到第 i+1 层的特征图

。

注意，第 i+1 层的滤波器 Fi+1 其实是由 ni+1 个滤波器组成的，

（1）

有体积大、能耗大、价格高的特点，不便于携带，因此给深度

后 者 旨 在 直 接 训 练 小 而 精 的 轻 量 级 网 络 [17,18,19,20,

神经网络方法在终端智能设备上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

21,22,23]，其中最受欢迎的方法是 MobileNets，其是为移动

使深度学习技术能够更多的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改善国计民生，

和嵌入式设备提出的高效模型。目前，MobileNets 有三个版

层的特征图 Xi 的第 c 个通道，c=1,2,…ni，。

亟需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压缩。

本，其中 MobileNets-V1 采用深度可分离卷积来构建轻量级

当前层特征图的通道数一致，因此当特征图 yi+1 中的第 j 个通

是来自第层的滤波器中第个通道的滤波器权重。

道 yi+1,j 被去除时，第 i+2 层的滤波器 Fi+2 中每个滤波器的第 j

其 中，

是 Frobenius 范 数，

器被剪掉，那么特征图 yi+1 中的第 j 个通道 yi+1,j 则被去除，这
表示第 i

其次，深度神经网络常常存在滤波器过量冗余的问题，即

深度神经网络，该方法大大减少运算量以及参数量，提高了计

上述通道剪枝方法含有两个优化变量 β 和 Wi+1，使用交

网络神经元的功能具有较大的重复性。因此，如何对深度神经

算效率。在此基础上，MobileNets-V2 引入了具有线性瓶颈

替迭代的方式进行优化，其优化过程涉及到弹性网（elastic

减少了 ni+2k2hi+2wi+2 次操作。由于下一层的滤波器通道数需和

个通道也被去除。这进一步减少了 ni+2k2hi+2wi+2 次操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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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i+2 中有 r 个滤波器被去除，那么对第 i 层和 i+1 层来说，
减少的计算量为原来的

滤波器的权重，根据计算值的大小判断滤波器是否冗余。文献
[16] 使用

。

假定有 m 张输入图像输入到神经网络中，产生的第 i 层
特 征 图 和 第 i+1 层 特 征 图 的 大 小 分 别 为
矩阵形式

虽然都属于滤波器剪枝方法，但是具有以下两点不同：1）目

和

标函数设计不同。通道剪枝方法旨在使用当前层的特征图和下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从 yi 采样，形成

一层的滤波器来重构下一层的特征图，并对特征图通道添加稀

，其中 Ni 是采样的个数，具体的采样方

疏约束的方式来判断滤波器的冗余性；而提出的方法只需使用

式可以参见文献 [16]。

当前层的特征图，即可判断滤波器的冗余性；2）通道剪枝方
法使用 范数来选择冗余的特征图通道而我们的方法使用

基于上述定义，提出方法的具体目标函数如下所示：

范数来直接选择冗余的滤波器；3) 通道剪枝方法的求解过程涉

（2）
其中

范数来选择冗余的特征图通道，从而去除冗余的

滤波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和通道剪枝方法 [16]

，

是优化均值向量，

及到弹性网问题的优化，其计算复杂度为，是最耗费时间的步

是系数表达矩阵，

骤。其中，为中非零系数的个数。而提出的滤波器剪枝方法的

是元素值均为 1 的列向量。

计算复杂度为（见 3.1 部分）。由于，因此通道剪枝方法的计

对得到的具有列一致性稀疏的计算其每一列元素的平方和

算复杂度远远大于提出方法的计算复杂度。

并开根号，得到的值可以表征滤波器的冗余性。即，接近于 0
的值表示冗余的滤波器。示意图如下图 1 所示。

4 实验分析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具有明显的列一致性稀疏。

实验在三种网络，即 VGG-16, ResNet-50，MobileNet

不失一般性，我们去除公式（2）中的层索引，那么提出
方法 ( 见公式 2) 可以写成以下优化问题：

-V1 上 验 证 提 出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使 用 这 三 种 网 络 的 理 由 是
VGG-16 和 ResNet-50 在全连接层有较少的参数而卷积层的

第二步：已知 b，计算 A。此时，对公式（4）的求解需
（4）

使用一些数学技巧，公式（4）可以重新写成以下形式，

（5）
其中，

图 2 提出方法的整体流程图

要转化成以下问题的求解：
（7）

对公式（7）关于变量 A 求偏导得零，求得

滤波器具有较高的冗余性，因此滤波器剪枝方法比较适用于剪

会影响该层特征图的输出。为此，应当重新学习下一层的滤波

枝这两种网络。此外，MobileNet-V1 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轻

器，弱化当前层的滤波器和特征图剪枝后对下一层特征图的输

量级网络，但是没有考虑滤波器的冗余性。本文将滤波器剪枝

出所带来的影响。即，使用最小二乘法来学习下一层的滤波器

方法对上述三种已经训练好的网络进行压缩，然后通过微调来

，使之生成的特征图和 baseline 中的特征图误差最小。

提出方法和通道剪枝方法以及 first-k 方法（随机选取 k

。

个滤波器）进行对比，这两种对比方法与我们的方法都属于滤

(3)
迭代上述两步将获得局部优化解，更多细节见算法 1。
提出方法对于每一次迭代来说，其计算复杂度主要体现在
两步：第一步是计算，其计算复杂度为 O（niNi2） ；第二步是
计算，其计算复杂度为 O(ni3) 。因此，如果算法 1 需要 t 次迭代，
那么总的计算复杂度为 O(tni3) 。
公式（4）的优化解可以使用迭代的重新加权方法生成。主要

3.2 弱化滤波器剪枝机制对后续层的影响
我们方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去除冗余滤波器达到网络

包括以下两步：
第一步：已知 A，计算 b。此时，对公式（4）的求解需要转

压缩（提速）的目的，但是希望压缩前后的分类性能保持不

化成以下问题的求解：

变。虽然提出的滤波器剪枝机制能够保证当前层特征图接近于
baseline 中该层的特征图，但并不能保证下一层特征图的输

（6）
对公式（6）关于变量 b 求偏导得零，求得

。

出也和 baseline 中的接近。具体而言，由于当前层中冗余特
征图的去除会引起下一层中滤波器相应通道的去除，而这势必

提高压缩后网络的泛化能力。

其中，

表示第 i 层中的去除冗余通道后的特征图。

表示第 i+1 层中要重新学习的滤波器，是优化变量。
baseline 网络中第层的特征图。

表示

波器选择方法，因此对比结果更能体现我们方法在滤波器剪枝
上的优势。
具体执行细节：我们方法的效果依赖于参数。由于我们的

基于上述阐述，提出的方法被称为基于两步特征图重构的

方法是逐层对单个卷积层进行滤波器剪枝。因此，每个层上的

滤波器剪枝方法。一步是通过重构当前层特征图来判断冗余滤

最优参数可能都不同。具体而言，当使用提出的滤波器选择机

波器，进而对冗余滤波器进行剪枝；另一步是通过重构下一层

制判断当前卷积层的冗余滤波器时，需要首先固定基准网络中

特征图来保证删减的滤波器尽量不对后续层产生影响。

的其它层不变，然后使用网格搜索方法从设定的参数范围 [10-

整体流程图如图 2 所示。其中，红色字体对应我们提出

6

,10-5…106,] 搜索最优参数，最高分类结果对应的参数即是最

方法两个步骤。

优参数。当所有层的最优参数找到后，压缩后的模型就确定了。

3.3 讨论

理论上，如果第 i 层的冗余滤波器被去除，那么第 i+1 层中更

一些最近提出的方法 [15,16] 也使用稀疏范数，如
来选择有效滤波器。例如，文献 [15] 使用

范数，

范数直接作用于

新后的滤波器几乎能够恢复第 i 层的特征图。因此，最终的分
类性能可以得到保障。单层和所有层上的实验结果在下面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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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层

原滤波器个数

剪枝后滤波器个数

conv1_1

64

22

conv1_2

64

22

conv2_1

128

conv2_2

方法

Flops

#Param

Top-1

Top-5

first-k

3.9B

134.1M

2.23%

1.27%

42

通道剪枝

3.9B

134.1M

2.04%

1.21%

128

51

我们方法

3.9B

134.1M

1.86%

0.95%

conv3_1

256

112

conv3_2

256

88

conv3_3

256

116

conv4_1

512

204

conv4_2

512

264

conv4_3

512

341

表 1 VGG-16 中单层上的滤波器个数以及剪枝后的滤波器个数

表 2 进行微调后的三种方法在 VGG-16 上的压缩结果

方法

Flops

#Param

Top-1

Top-5

first-k

1.7B

12.3M

6.71%

3.63%

通道剪枝

1.7B

12.3M

4.83%

2.23%

我们方法

1.7B

12.3M

3.54%

1.56%

表 3 进行微调后的三种方法在 ResNet-50 上的压缩结果

方法

Flops

#Param

Top-1

Top-5

first-k

0.36B

3.4M

2.14%

1.46%

通道剪枝

0.36B

3.4M

2.15%

1.29%

我们方法

0.36B

3.4M

1.79%

1.20%

表 4 进行微调后的三种方法在 MobileNet-V1 上的压缩结果

图 4 三种压缩方法在 VGG-16 所有层上微调前的分类结果
图 3 三种压缩方法对 VGG-16 单层上的压缩结果

实验中分别予以介绍。

的 下 降 率 在 0.1% 至 0.84% 之 间。 再 具 体 地， 当 我 们 方 法

单层上的实验结果：这里，我们以 VGG-16 为例来直观

比 baseline 加 速 4 倍（ 即 我 们 方 法 的 Flops 是 baseline 的

介绍提出方法和两种对比方法在 VGG-16 上的压缩效果，实

25%）时，我们的分类准确度比 baseline 下降了 0.84%，而

验结果显示在图 3 中。可以看到，图 3 包含 8 个子图，每个

对比方法比我们的方法都下降的更多。这显示出我们方法的优

子图表示三种方法对单个卷积层的压缩结果，每个子图的横

越性。

轴表示加速比，纵轴表示压缩前后分类结果的下降率（以百

所有层上的实验结果：受单层实验结果的指引，我们观察

分比为单位）。从图 3 中的 Conv2_1 层上的压缩结果可以看

到 VGG-16 的滤波器冗余现象主要集中在前几层。因此，我

出，随着加速比的增加，三种压缩方法得到的分类结果相对

们只对 VGG-16 的前几层进行滤波器剪枝，具体剪枝情况如

baseline 的结果均快速下降，只不过我们的方法比对比方法

表 1 所示。

下降的慢。比如，当压缩方法对 VGG-16 网络加速的倍数在 2
倍至 4 倍之间时，我们的方法得到的分类准确度相对 baseline

表 1 显示，在 VGG-16 中，越后面的卷积层滤波器的冗
余度越小。

当逐层进行滤波器剪枝后，压缩后的网络就确定了。图 4
表示三种压缩方法在 VGG-16 网络的所有卷积层上微调前的
分类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提出在 VGG-16 网络上微调前的结
果胜出 first-k 方法和通道剪枝方法。
为了增强神经网络压缩方法的泛化能力，三种方法均采
用通道剪枝方法 [16] 中的微调方法对压缩后的网络进一步微
调，微调后的结果显示在表 2 中。评价指标采用文献 [12] 中
的 Top-1 和 Top-5。
从表 2 可以看出，我们的方法相对 first-k 和通道剪枝方
法在相同的加速比，即加速 4 倍时，first-k 的分类准确度相对
baseline 下降 1.27%；通道剪枝方法下降 1.21%，我们的方
法下降 0.95%。显然，我们的方法下降的最少。

此 外， 我 们 还 将 提 出 方 法 作 用 于 ResNet-50 以 及
MobileNet-V1 上。ResNet-50 的结构比 VGG-16 更加复杂。
与 VGG-16 一样，我们只对位于浅层的具有较高冗余度的滤
波器进行剪枝，具体地，我们对 ResNet-50 中的 branch2a，
branch2b 层进行剪枝。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对轻量级网络
MobileNet-V1 的压缩结果显示在表 4 中。
总之，在滤波器冗余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两点：1）当
加速比较小时，三种方法获得相似的分类结果，而随着加速比
的增加，我们方法的优势则凸显出来，这可以从图 3 中观察到；
2）在相同的加速比下，我们的方法胜出其它方法，这可以从
表 2、3、4 中观察到。

5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两步特征图重构的滤波器剪枝方法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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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冗余的滤波器和特征图通道。提出方法相比其它对比方法在
VGGNet-16，ResNet-50，以及 MobileNet-V1 上取得了较
好的压缩效果。即，在同样的压缩倍数下，提出的方法的准确
度相对于其它对比方法比 baseline 的准确度下降的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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