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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

枝方法。在对一个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剪枝时，为

每一个参数分配一个参与概率p∈(0,1]。当p＝1

时表示该参数在训练过程中始终发挥作用；当p

＝0时表示该参数完全不参与训练，可以从网络

中删除；剪枝过程中p从1开始逐渐递减，当p＝0

时该参数被完全删除。当网络中被完全删除的参

数比重达到设定的目标值时，停止剪枝。然后对

模型进行再训练，当模型的准确率不再有提高

时，停止再训练，得到最终的模型。本发明方法解

决了以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模型存

储量大、计算量大的问题，使得深度学习模型可

以部署在资源受限型设备(如手机、可穿戴设备

等)上，推进智能算法在移动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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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枝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准备工作

对于待剪枝的神经网络模型，准备训练它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文件、训练过程配置

文件，所使用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训练过程配置均与原训练方法保持一致；

在做神经网络模型为ResNet-50的神经网络概率剪枝实验中，所使用的数据集为

ImageNet-2012，所使用的网络结构配置文件均为ResNet-50原模型所使用的文件；

(2)概率剪枝

(2.1)为该神经网络的每一层l设置目标剪枝率为Rl∈[0，1)，每隔t次迭代，更新一次参

与概率p；

(2.2)对神经网络每一层的参数进行分群组，设第l层的群组的个数是Nl，同一个群组中

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参与概率p；

(2.3)将所有参与概率p初始化为1，开始训练；

(2.4)当训练的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减少一次参与概率p，设减少值为Δ；

(2.5)更新参与概率p：p＝max(min(p-Δ，1)，0)；

(2.6)继续训练，当训练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回到步骤(2.4)；

(2.7)当所有层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剪枝率Rl时，步骤(2.4)-(2.6)的循环结束，概率剪枝

终止；

(3)对剪枝完成的模型进行再训练，并对模型的准确率进行监测，当再训练的模型准确

率不再上升时，得到剪枝后的神经网络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剪枝的方式

具体为：

对于每个参数w，为其分配一个mask属于{0,1}，当mask＝0时，表示该参数在当前轮迭

代中不发挥作用，当mask＝1时，表示发挥作用，根据该参数所在群组的参与概率p为该参数

分配一个mask，剪掉mask为0的参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Δ的确定方

法如下：

a、选择一种衡量不同群组在剪枝中相对重要性的标准C，以此标准给每个群组g分配一

个重要性值C(g)，每个群组g的重要性与其重要性值C(g)正相关；

b、对于每个群组，根据它的重要性值按照惩罚函数f(r)决定它们的Δ＝f(C(g))；

该惩罚函数需满足一下要求：

1)该函数为单调非增函数；

2)当C(g)＜C(gth)时，f(C(g))＞0；当C(g)≥C(gth)时，f(C(g))＜0，其中gth表示对C(g)

进行升序排序，位于第th名的群组，其中 表示向上取整函数,Nl表示第l层

的群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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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枝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神经计算、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领域，特别涉及神经网络进行剪枝以

增强其泛化能力、降低存储量、加快运行速度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通过利用大量

数据的大规模网络学习，在分类、检测和分割等计算机视觉任务中取得了显着的成功。但

是，CNN通常会占用大量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阻碍了其在移动和嵌入式等资源受限型设备

上的部署。为了降低计算和存储成本，许多研究工作对CNN模型进行压缩与加速探索，参数

剪枝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0003] 但是目前现有的参数剪枝方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基于一定的重要性标准进

行参数的重要性判断并剪枝，在接下去的训练过程中将不再恢复被剪枝的参数，这可能导

致修剪完的神经网络的准确率较低；二是目前的剪枝方法采用逐层剪枝和模型再训练的方

式，对于非常深的架构来说，剪枝和再训练将十分耗时；三是目前大多剪枝方法基于卷积核

的修剪，由于卷积核是大而粗粒度的单位，因此该修剪方法可能会导致模型精度的明显下

降。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传统参数剪枝方法的弊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

剪枝方法。该方法在剪枝过程中，为每一个参数设置一个参与到网络中的概率，使已经被修

剪的参数在接下去的训练中可能被恢复，解决了传统算法中已修剪参数的不再利用的弊

端。同时采用所有卷积层同时剪枝的方式，缩短了剪枝和再训练时间。最后，该方法为伸进

网络每一层的参数按一定规则设置为不同的群组，参数剪枝于群组，解决了传统算法中剪

枝方法直接作用于卷积核所带来的精度下降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法实现:一种基于概率的神经网络剪枝方

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准备工作

[0007] 对于待剪枝的神经网络模型，准备训练它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文件、训练过程

配置文件，所使用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训练过程配置均与原训练方法保持一致；

[0008] (2)概率剪枝

[0009] (2.1)为该神经网络的每一层l设置目标剪枝率为Rl∈[0,1)，每隔t次迭代，更新

一次参与概率p；

[0010] (2.2)对神经网络每一层的参数进行分群组，设第l层的群组的个数是Nl，同一个

群组中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参与概率p；

[0011] (2.3)将所有参与概率p初始化为1，开始训练；

[0012] (2.4)当训练的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减少一次参与概率p，设减少值为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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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2.5)更新参与概率p：p＝max(min(p-Δ,1) ,0)；

[0014] (2.6)继续训练，当训练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回到步骤(2.4)；

[0015] (2.7)当所有层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剪枝率Rl时，步骤(2.4)-(2.6)的循环结束，概

率剪枝终止；

[0016] (3)对剪枝完成的模型进行再训练，并对模型的准确率进行监测，当再训练的模型

准确率不再上升时，得到剪枝后的神经网络模型。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2)中的参数更新的方式具体为：

[0018] 对于每个参数w，为其分配一个mask属于{0,1}，当mask＝0时，表示该参数在当前

轮迭代中不发挥作用，当mask＝1时，表示发挥作用，根据该参数所在群组的参与概率p为该

参数分配一个mask，剪掉mask为0的参数。

[0019] 进一步的，所述Δ的确定方法如下：

[0020] a、选择一种衡量不同群组在剪枝中相对重要性的标准C，以此标准给每个群组g分

配一个重要性值C(g)，每个群组g的重要性与其重要性值C(g)正相关；

[0021] b、对于每个群组，根据它的重要性值按照惩罚函数f(r)决定它们的Δ＝f(C(g))；

[0022] 该惩罚函数需满足一下要求：

[0023] 1)该函数为单调非增函数；

[0024] 2)当C(g)<C(gth)时，f(C(g))>0；当C(g)≥C(gth)时，f(C(g))<0，其中gth表示对C

(g)进行升序排序，位于第th名的群组，其中 表示向上取整函数,Ng表示该

层的群组个数。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6] (1)本发明对神经网络的每一个参数分配一个修剪概率，在训练过程中参与概率

按一定规则进行更新，只有当概率达到0时，权重才能永久地从网络中消除。

[0027] (2)本发明同时剪枝整个神经网络而不是分层剪枝，因此当神经网络较深时，时间

复杂度是可控的。

[0028] (3)本发明的剪枝单元是模型的参数列，与卷积核级别的剪枝相比，结构化单元更

小，修剪后的模型的精度较高。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惩罚函数f(r)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结合下面的实施例子，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提出的神经

网络概率剪枝算法并不限于这一种实施方法。

[0031] (1)准备工作

[0032] 对于待剪枝的神经网络模型，准备训练它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文件、训练过程

配置文件，所有使用到的数据集、网络结构配置、训练过程配置等均与原训练方法保持一

致。在做模型为ResNet-50的神经网络概率剪枝实验中，所使用的数据集为ImageNet-2012，

所使用的网络结构配置等文件均为ResNet-50原模型所使用的文件(下载链接为

github.com/KaimingHe/deep-residual-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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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2)概率剪枝

[0034] (2.1)为该神经网络的每一层l设置目标剪枝率为Rl∈[0,1)，每隔t次迭代，更新

一次参与概率p；在ResNet-50的实验中，t设置为100。

[0035] (2.2)对神经网络每一层的参数进行分群组(Group)，设第l层的群组的个数是Nl，

同一个群组中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参与概率p。在ResNet-50的实验中，将卷积层中每个卷积

核中处于相同位置的参数划分在一个群组内。

[0036] (2.3)将所有参与概率初始化为0，开始训练。

[0037] (2.4)当训练的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减少一次参与概率，设减少值为Δ，Δ通过以

下方式确定：

[0038] (2.4.1)将该层所分的群组按一定规则进行重要性大小的升序排序，例如说对于

群组C1和C2，重要性规则为g(*) ,群组C1比群组C2较重要，则g(C1)>g(C2)。在ResNet-50的

实验中，该重要性规则为参数的L1范数大小。

[0039] (2.4.2)对于每个群组，根据它的重要性值按照惩罚函数f(r)决定它们的Δ＝f(C

(g))；该函数有以下两个特点：

[0040] 一是函数呈单调非增趋势。在群组排序中，排在较前的群组的重要性较低，因此参

与概率的减少量较大；排在较后的群组的重要性较高，因此参与概率的减少量较小。

[0041] 二是减少量的函数存在零增量点。若参数划分的群组个数为Ng，剪枝率为R(0<R<

1)，则该算法的目标为修剪群组排序在R×Ng前的群组，因此在群组排序后，排在R×Ng前的

群组的参与概率需减少(函数表现为Δ为正)，排在R×Ng后的群组的参与概率需增加(函数

表现为Δ为负)，排在R×Ng的群组的参与概率不变(函数表现为Δ为0，即该减少量函数的

零点)。

[004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惩罚函数f(r)的示意图，在ResNet-50模型的实验中，该惩

罚函数为：

[0043]

[0044] 在上述函数中，超参数A表示排名最差的群组的概率增量；超参数α是指数函数的

衰减系数，公式为 其中u是用来控制函数平坦性的超参数。自变量r表示群组重

要性的排序。rth＝R×Ng-1，表示临界排名。在ResNet-50的剪枝实验中，A设置为0.04，u设置

为0.1。

[0045] (2.5)更新参与概率：p＝max(min(p-Δ,1) ,0) ,其中max、min函数是为了保证p的

范围在[0,1]。

[0046] (2.6)继续训练，当训练步数是t的整数倍时，回到步骤(2.4)。

[0047] (2.7)当所有层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剪枝率Rl时，步骤(2.4)-(2.6)的循环结束，概

率剪枝终止。

[0048] (3)对剪枝完成的模型进行再训练，并用测试集(如果没有测试集，则使用验证集)

对模型的准确率进行监测。当再训练的模型准确率不再上升时，算法终止，得到剪枝后的神

经网络模型。在模型为ResNet-50的概率剪枝实验中，原始的ResNet-50模型在数据集为

ImageNet的top-5准确率为91 .2％，经过设定2倍剪枝率的概率剪枝算法剪枝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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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Net数据集上面的准确率为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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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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