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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

识别方法及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按

照固定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

据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搭建基于高斯混合

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基于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

与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训练得到增广器；

按照各个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有标

注小样本数据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采用增广

器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状态与坐标分别预测从

而得到预测点，与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并利

用神经渲染器转换得到位图格式增广数据；基于

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

样本数据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得到小样本

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从而对待识别图像进

行识别得到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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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在无标注源数据条件下对待识别图像进行识

别，该待识别图像为字符图像或为手绘草图，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将位图格式的所述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按照预

定的固定抹除比例抹除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

数据，其中，所述无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及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步骤S2，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所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输入所

述BERT增广网络，并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直到所述

BERT增广网络收敛，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步骤S3，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按

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抹

除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所述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小样本有标注字符数据以及小样本有

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步骤S4，采用所述增广器对所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的点的坐标进行建模

得到分布模型，对该分布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预测坐标，对各个所述被抹除的点的状态进行

预测得到预测状态，将该预测状态与所述预测坐标作为预测点，并将所述预测点与所述抹

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成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

步骤S5，利用神经渲染器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

步骤S6，基于所述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所述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训练卷

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

识别模型；

步骤S7，利用所述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所述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分

类结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步骤S2包括如下子步骤：

步骤S2‑1，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该BERT增广网络至少包括全连接

网络层、自注意力网络层以及高斯混合模型；

步骤S2‑2，利用所述全连接网络层将所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转化为检索向量、键向

量以及值向量；

步骤S2‑3，利用所述自注意力网络层对所述检索向量、所述键向量以及所述值向量进

行注意力加权处理得到深度特征；

步骤S2‑4，基于所述深度特征，利用包含多个子分布的所述高斯混合模型对所述增广

网络预训练数据的坐标分布进行建模，得到坐标分布预测模型，对所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

据的状态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状态；

步骤S2‑5，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针对所述坐标分布预测模型

以及所述预测状态分别构建坐标损失函数以及状态损失函数，并基于所述坐标损失函数以

及状态损失函数训练所述BERT增广网络，直到所述BERT增广网络收敛，从而得到所述训练

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所述增广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坐标损失函数为GMM损失函数，所述状态损失函数为交叉熵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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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步骤S5包括如下子步骤：

步骤S5‑1，利用二次贝塞尔曲线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贝塞尔曲线表示

的增广数据；

步骤S5‑2，利用所述神经渲染器将所述贝塞尔曲线表示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图像，

其中所述神经渲染器由全连接层以及卷积层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固定抹除比例为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随机抹除比例通过如下方法生成：从预定的抹除比例集合中随机采样k次，

从而得到由k个不同的随机抹除比例构成的随机抹除比例集合(m1,m2,…,mk)，

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根据所述随机抹除比例集合中各个随机抹除比

例依次抹除，从而得到k个被抹除比例不同的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作为所

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

7.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装置，在无标注源数据条件下对待识别图像进行识

别，该待识别图像为字符图像或为手绘草图，其特征在于，包括：

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获取模块，将位图格式的所述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

无标注源数据，按照预定的固定抹除比例抹除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

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其中，所述无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及无标注手绘

草图数据；

增广器训练模块，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所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

据输入所述BERT增广网络，并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

直到所述BERT增广网络收敛，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抹除后小样本数据获取模块，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有

标注小样本数据，按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所述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

中的点从而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所述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小样本有标注字符

数据以及小样本有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序列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采用所述增广器对所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

的点的坐标进行建模得到分布模型，对该分布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预测坐标，对各个所述被

抹除的点的状态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状态，将该预测状态与所述预测坐标作为预测点，并将

所述预测点与所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成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

位图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利用神经渲染器将所述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

图格式的增广数据；

识别模型训练模块，基于所述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所述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

数据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符

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以及

预测模块，利用所述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所述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得到

分类结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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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数据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及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深度学习模型革命性地改变了视觉识别任务，但模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

量的标注训练集。而因为数据标注成本高以及某些类别(例如稀有物种，古代象形文字等)

的自然数据稀缺，极大地限制了计算机视觉模型在实际任务中的部署。由于人类可以从极

少数带有标签的示例中有效学习新的视觉概念并识别新的物体，因此，激发了小样本学习

方面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目标是利用更小的数据集训练出鲁棒性较好的分类器。

[0003] 在典型的小样本学习中，模型首先在大量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上学习可迁移和通用

的知识或表示，然后在新类别的有限标注“支持(support)”样本上训练后对“查询(query)”

数据给出预测。最近有些方法还额外利用无标注“支持”数据(半监督学习)或“查询”数据中

包含的信息(转导推理)。

[0004] 上述小样本学习方法都假定存在大规模有标注的源数据，而这一条件在某些领域

并不满足。字符(尤其是象形文字)和手绘草图与自然图像存在很大差别，具有稀疏性、多样

性，可表示为动态过程和以形表意，并且缺少纹理和色彩。

[0005] 以古文字甲骨文为例，到目前为止，从所发掘的甲骨中发现了30000多个不同的字

符，这些字符可以代表大约4000个不同写法的单字，其中大多数仍未解密，未能破译的大量

字符若能被模型利用，则具有重大意义。

[0006] 手绘草图为二维平面上的抽象形式，既展现出所要表达的信息，又包含着无穷的

想象空间。它能够方便地用于描绘物体或场景、勾勒故事情节、设计产品或建筑等，在绘画、

设计类的工作中应用十分广泛。因其绘制门槛低，网络或者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用户上传

的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0007] 甲骨文识别，尤其是某些受限于古人使用频率和考古发掘而仅具有极少量样本的

类别的文字识别，是天然的小样本学习问题；而对于仅具有少量样本的手绘草图的识别与

甲骨文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0008] 在无标注源数据背景下，主流的元学习方法，无论是基于初始化的元学习方法还

是基于距离度量的元学习方法，都无法在小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训练，唯一可诉

诸的方法是自监督学习和数据增广。但现有小样本领域的增广方法往往也需要有标注小样

本数据；最常见的数据增广方法多为自然图像设计(翻转、旋转、裁剪或色彩抖动)，在图像

级别上进行转换，未能考虑到字符或草图局部形状的多样性。

发明内容

[0009]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在无标注源数据条件下利用由小样本字符以及手绘草

图训练得到的模型进行有效识别的识别方法及装置，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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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在无标注源数据条件下对待

识别图像进行识别，该待识别图像为字符图像或为手绘草图，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将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按照预定的固定

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其中，无

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及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步骤S2，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

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输入BERT增广网络，并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

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直到BERT增广网络收敛，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

增广器；步骤S3，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

按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抹除

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小样本有标注字符数据以及小样本有标注手

绘草图数据；步骤S4，采用增广器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的点的坐标进行建模

得到分布模型，对该分布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预测坐标，对各个被抹除的点的状态进行预测

得到预测状态，将该预测状态与预测坐标作为预测点，并将预测点与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

合成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步骤S5，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

图格式的增广数据；步骤S6，基于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

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符与手

绘草图识别模型；步骤S7，利用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得

到分类结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0011]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还可以具有这样的技术

特征，其中，步骤S2包括如下子步骤：步骤S2‑1，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该

BERT增广网络至少包括全连接网络层、自注意力网络层以及高斯混合模型；步骤S2‑2，利用

全连接网络层将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转化为检索向量、键向量以及值向量；步骤S2‑3，利用

自注意力网络层对检索向量、键向量以及值向量进行注意力加权处理得到深度特征；步骤

S2‑4，基于深度特征，利用包含多个子分布的高斯混合模型对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的坐标

分布进行建模，得到坐标分布预测模型，对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的状态进行预测得到预测

状态；步骤S2‑5，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针对坐标分布预测模型以及预测

状态分别构建坐标损失函数以及状态损失函数，并基于坐标损失函数以及状态损失函数训

练BERT增广网络，直到BERT增广网络收敛，从而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0012]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还可以具有这样的技术

特征，其中，坐标损失函数为GMM损失函数，状态损失函数为交叉熵损失函数。

[0013]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还可以具有这样的技术

特征，其中，步骤S5包括如下子步骤：步骤S5‑1，利用二次贝塞尔曲线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

数据转换为贝塞尔曲线表示的增广数据；步骤S5‑2，利用神经渲染器将贝塞尔曲线表示的

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图像，其中神经渲染器由全连接层以及卷积层组成。

[0014]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还可以具有这样的技术

特征，其中，固定抹除比例为15％。

[0015]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还可以具有这样的技术

特征，其中，随机抹除比例通过如下方法生成：从预定的抹除比例集合中随机采样k次，从而

得到由k个不同的随机抹除比例构成的随机抹除比例集合(m1,m2,…,mk)，点序列格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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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小样本数据根据随机抹除比例集合中各个随机抹除比例依次抹除，从而得到k个被抹

除比例不同的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作为抹除后小样本数据。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装置，在无标注源数据条件下对

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该待识别图像为字符图像或为手绘草图，其特征在于，包括：增广网

络预训练数据获取模块，将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

按照预定的固定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

练数据，其中，无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及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增广器训练模

块，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输入BERT增广网络，并

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直到BERT增广网络收敛，得到训练

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抹除后小样本数据获取模块，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

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按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

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

小样本有标注字符数据以及小样本有标注手绘草图数据；序列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采

用增广器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的点的坐标进行建模得到分布模型，对该分布

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预测坐标，对各个被抹除的点的状态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状态，将该预测

状态与预测坐标作为预测点，并将预测点与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成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

据；位图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格

式的增广数据；识别模型训练模块，基于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

本数据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

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以及预测模块，利用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待识别图

像进行识别得到分类结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0017] 发明作用与效果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及装置，由于增广器为基于高

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并基于大量的经过抹除处理的无标注源数据训练得到，因此，

增广器在抹除‑预测的自监督训练过程中能够学习到字符或手绘草图的形状与语义信息，

从而为了小样本有标注数据的有效扩充做准备。另外，由于通过增广器对经过抹除处理的

小样本有标注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得到增广数据，因此，通过增广器得到的增广数据不仅数

量多，而且具有与小样本有标注数据相似的语义信息，并丰富了局部形状多样性，从而为卷

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训练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增广样本，进而提高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

分类准确度。还由于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

作为增广数据，因此，使得整个转换可微，还使得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训练能够以端到端

的形式进行。

[0019] 相较于传统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的识别方法，本发明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

草图识别方法及装置利用大量无标注源数据训练得到增广器，从而对小样本有标注数据进

行增广，可以应用于大量有标注数据无法获取的场景(例如大量未被考古学家释读出的甲

骨文、社交网络中大量无标注的手绘草图)。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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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BERT增广网络利用无标注源数据训练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增广器获取增广数据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以下结

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及装置作具体阐述。

[0024] <实施例>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BERT增广网络利用无标注源数据训练的流程示意图。

[0027] 如图1以及图2所示，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步骤S1，将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按照预

定的固定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

其中，无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及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0029] 其中，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由一张张的字符或手绘草图图像构成，无论是字

符图像还是手绘草图图像，图像上的内容都由不同线条构成.

[0030] 将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即为将图像上的

各个线条转为点序列形式(s1,s2,…sn)，每一个点sn的具体形式为(Δx,Δy,p1,p2,p3)，其

中，(Δx,Δy)表示当前点相对于前一个点的坐标位移，(p1,p2,p3)是以独热编码表示的状

态向量，p1,p2,p3值为1时分别表示一笔开始，一笔结束和字符或手绘草图结束时的状态。

[0031] 根据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各个点的不同状态，将每一个点序列中的点

分为三类，对应的点数量分别为n1,n2,n3。

[0032] 在每一类点数据中按照固定抹除比例以及每一类点数据对应的点数量进行随机

抹除，并进行嵌入式编码，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该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中每个点

序列中各个点的不同状态仍保持相对稳定。

[0033] 本实施例中，固定抹除比例为15％。

[0034] 步骤S2，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输入

BERT增广网络，并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直到BERT增广网

络收敛，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0035] 其中，步骤S2包括如下子步骤：

[0036] 步骤S2‑1，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该BERT增广网络至少包括全

连接网络层、自注意力网络层以及高斯混合模型。

[0037] 步骤S2‑2，利用全连接层将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转化为检索向量Query、键向量

Key以及值向量Value。

[0038] 其中，检索向量Query、键向量Key以及值向量Value的点序列分别表示为(q1,q2,…

qn)、(k1,k2,…kn)以及(v1,v2,…vn)。

[0039] 步骤S2‑3，利用自注意力网络层对检索向量Query、键向量Key以及值向量Value进

行注意力加权处理得到深度特征。

[0040] 其中，深度特征为 式中aij为注意力权重，具体为

N为键向量Key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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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步骤S2‑4，基于深度特征，利用包含多个子分布的高斯混合模型对增广网络预训

练数据的坐标分布进行建模，得到坐标分布预测模型，对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的状态进行

预测得到预测状态。

[0042] 首先，利用高斯混合模型中的M个子分布分别对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中被抹除部

分的点的坐标位移(Δx,Δy)和状态向量(p1,p2,p3)进行建模得到M个分布模型。

[0043] 然后，基于分布模型利用由四层全连接层(神经元数量为(128，128，64，6×M+3))

组成的预测重建网络对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中被抹除部分的点的坐标与状态进行预测，预

测结果表示为 将预测结果与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整合，得到预测重建数

据。

[0044] 其中，6×M+3维的向量可以解码为M个子分布的期望μx,μy，方差σx,σy，相关系数ρxy

和在混合模型中发生的概率π，以及(p1,p2,p3)状态出现的概率q1,q2,q3。

[0045] 步骤S2‑5，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利用预测重建数据针对预测

坐标以及预测状态分别构建坐标损失函数以及状态损失函数(坐标损失与状态损失合称为

预测重建损失)，并基于坐标损失函数以及状态损失函数训练BERT增广网络，直到BERT增广

网络收敛，从而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0046] 其中，坐标损失函数为GMM损失函数(即最大化所生成概率分布的对数似然)，状态

损失函数为交叉熵损失函数。

[004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利用增广器获取增广数据的流程示意图。

[0048] 步骤S3，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

据，按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抹

除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小样本有标注字符数据以及小样本有标注

手绘草图数据。

[0049] 根据点序列格式的小样本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中的各个点的不同状态，将每一个点

序列中的点分为三类，对应的点数量分别为n1,n2,n3。

[0050] 如图3所示，在每一类点数据中按照随机抹除比例以及每一类点数据对应的点数

量进行随机抹除，并进行嵌入式编码，从而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

[0051] 其中，随机抹除比例通过如下方法生成：从预定的抹除比例集合中随机采样k次，

从而得到由k个不同的随机抹除比例构成的随机抹除比例集合(m1,m2,…,mk)。

[0052] 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根据随机抹除比例集合中各个随机抹除比例依

次抹除，从而得到k个被抹除比例不同的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作为抹除后小样

本数据。

[0053] 本实施例中，随机抹除比例的选取顺序可以是按照随机抹除比例集合内各个随机

抹除比例的排列顺序，也可以是依次从随机抹除比例集合随机选取，直到所有随机抹除比

例都被选中的随机顺序。

[0054] 步骤S4，采用增广器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的点的坐标进行建模得到

分布模型，对该分布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预测坐标，对各个被抹除的点的状态进行预测得到

预测状态，将该预测状态与预测坐标作为预测点，并将预测点与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成

增广数据。

[0055] 本实施例中，增广器先通过全连接网络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进行嵌入式编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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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被抹除的点的坐标与状态进行预测从而得到点序列格式的

增广数据。

[0056] 步骤S5，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

[0057] 其中，步骤S5包括如下子步骤：

[0058] 步骤S5‑1，利用二次贝塞尔曲线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中各个点sn(其具体形

式为(Δx,Δy,p1,p2,p3))转换为贝塞尔曲线表示的增广数据(其具体形式为(x0,y0,x1,y1,

x2,y2,r0,t0,r1,t1))。

[0059] 增广数据中(x0,y0,x1,y1,x2,y2)表示三个控制点的坐标，(r0,t0,r1,t1)表示笔画

粗细和笔画终点的透明度。具体来说，给定笔画Si中两个相邻的点(si ,t,si ,t+1)，令x0＝si ,t
[x]，y0＝si,t[y]，x1＝x2＝si,t+1[x]，y1＝y2＝si,t+1[y]，r0＝r1＝0.01，t0＝t1＝1。

[0060] 步骤S5‑2，利用神经渲染器将贝塞尔曲线表示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图像，其中

神经渲染器由全连接层以及卷积层组成。

[0061] 本实施例中，神经渲染器中四层全连接层的神经元数量为(512 ,1024 ,2048 ,

4096)；六层卷积层的通道数为(32,32,16,16,8,4,3)，步长和填充分别为3和1。

[0062] 步骤S6，基于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训练卷积神

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

模型；

[0063] 步骤S7，利用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分类结

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0064] 上述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可以应用在计算机中并形成一个小样

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装置，该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装置包括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

获取模块、增广器训练模块、抹除后小样本数据获取模块、序列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位

图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识别模型训练模块以及预测模块。

[0065] 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获取模块用于将位图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转换为点序列格

式的无标注源数据，按照预定的固定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并进

行嵌入式编码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其中，无标注源数据包括无标注字符数据以

及无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0066] 增广器训练模块用于搭建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将增广网络预训练

数据输入BERT增广网络，并将点序列格式的无标注源数据作为目标从而进行训练，直到

BERT增广网络收敛，得到训练好的BERT增广网络作为增广器。

[0067] 抹除后小样本数据获取模块用于将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转换为点序列

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按照各个预定的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

数据中的点并进行嵌入式编码从而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其中，有标注小样本数据包括

小样本有标注字符数据以及小样本有标注手绘草图数据。

[0068] 序列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采用增广器对抹除后小样本数据中各个点的坐标与

状态的分布进行建模得到分布模型，对分布模型随机采样得到采样后坐标与采样后状态，

将该采样后坐标与采样后状态作为预测点，并将预测点与抹除后小样本数据整合成点序列

格式的增广数据。

[0069] 位图格式增广数据获取模块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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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格式的增广数据。

[0070] 识别模型训练模块基于位图格式的增广数据以及位图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数据

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从而得到训练好的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小样本字符与手

绘草图识别模型。

[0071] 预测模块利用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模型对待识别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分类

结果，从而根据该预测结果确定待识别图像所对应的内容。

[0072] 实施例作用与效果

[0073] 根据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小样本字符与手绘草图识别方法及装置，由于增广器为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BERT增广网络，并基于大量的经过抹除处理的无标注源数据训练得

到，因此，增广器在抹除‑预测的自监督训练过程中能够学习到字符或手绘草图的形状与语

义信息，从而为了小样本有标注数据地有效扩充做准备。另外，由于通过增广器对经过抹除

处理的小样本有标注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得到增广数据，因此，通过增广器得到的增广数据

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与小样本有标注数据相似的语义信息，并丰富了局部形状多样性，从

而为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训练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增广样本，进而提高卷积神经网络分

类器的分类准确度。还由于利用神经渲染器将点序列格式的增广数据转换为位图格式的增

广数据作为增广数据，因此，使得整个转换可微，还使得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训练能够以

端到端的形式进行。

[0074] 另外，在实施例中，由于不同状态点的比例按照固定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

无标注源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因此，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中每一种

状态下的点分布较为均匀。

[0075] 另外，在实施例中，由于按照各个随机抹除比例抹除点序列格式的有标注小样本

数据中的点从而得到抹除后小样本数据，因此，丰富了小样本有标注数据的多样性，从而为

后续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训练奠定了基础，可以得到识别精度较好的小样本字符与手绘

草图识别模型。

[0076] 上述实施例仅用于举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的描述范围。

[0077] 实施例中，固定抹除比例设定为15％，在本发明的其他方案中，也可以将抹除比例

设定为10％、20％等其他不影响增广网络预训练数据质量的其他固定抹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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