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神经网络基础

自计算机发展以来，人们逐渐使用计算机来代替繁杂冗余的计算及任务。在传统的编
程方法中，我们需要告诉计算机如何去做，人为地将大问题划分为许多小问题，精确定义
任务以便计算机执行。这些方法在解决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疑难
问题时，往往效果不佳；而使用神经网络处理问题时，不需要我们告诉计算机如何分解问
题，而是由神经网络自发地从观测数据中进行学习，并找到解决方案。
深度学习作为目前最热门的技术研究方向之一，为许多通过传统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本书面对的读者需要具备基本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知识。本节将对神
经网络的基础做简单的回顾。
本章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1.1 节将从神经元到感知机再到 BP 算法，对神经网络的基础做概述。
 1.2 节将对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核心概念进行简单介绍，这是当前深度学习模型的
基础。

1.1

神经网络的生物基础与数学模型

深度学习并不是近几年才诞生的全新技术，而是基于传统浅层神经网络发展起来的深
层神经网络的别称。本节将从神经网络的生物学基础到它的优化算法，对神经网络的基础
做概述。

1.1.1

神经元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NN），
是人类模拟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提出的数学模型，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等领域。
人工神经网络与生物神经网络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例如两者最基础的单元都是神经
元。神经元又称神经细胞，是生物神经网络的基本组成，其外观和大小在神经系统中的差
异很大，但都具有相同的结构体、胞体、树突和轴突。
胞体又名为核周体，由内质网、微管、游离核糖体、神经丝和核组成。轴突和树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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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的突起，在神经元间传递电信号。神经元的功能是接受信号并对其做出反应、传导
兴奋、处理并储存信息以及发生细胞之间的联结等，有这些功能，动物才能迅速对环境的
变化做出整合性的反应。
神经元之间相互连接，当某一神经元处于“兴奋”状态时，其相连神经元的电位将发
生改变，若神经元电位改变量超过了一定的数值（也称为阈值），则相连的神经元被激活
并处于“兴奋状态”，向下一级连接的神经元继续传递电位改变信息。信息从一个神经元
以电传导的方式跨过细胞之间的联结（即突触），传给另一个神经元，最终使肌肉收缩或
腺体分泌。
神经元可以处理信息，也可以以某种目前还未知的方式存储信息。神经元通过突触的
连接使数目众多的神经元组成比其他系统复杂得多的神经系统。从神经元的结构特性和生
物功能可以得出结论：神经元是一个多输入、单输出的信息处理单元，并且对信息的处理
是非线性的。
基于上述情形，1943 年 McCulloch 和 Pitts 提出了 MP 模型，这是一种基于阈值逻辑
算法的神经网络计算模型，由固定的结构和权重组成。
在 MP 模型中，某个神经元接受来自其余多个神经元的传递信号，多个输入与对应连
接权重相乘后输入该神经元进行求和，再与神经元预设的阈值进行比较，最后通过激活函
数产生神经元输出。每一个神经元具有空间整合特性和阈值特性。
MP 模型把神经元抽象为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模拟生物神经元形式，成功证明了神
经元能够执行逻辑功能，开创了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时代。从此神经网络的研究演变为两
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是继续进行生物学原理方面的探究，着重关注大脑中信息传递与
处理的生物学过程；另一种则演变为计算机学科，即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里的实际应用。
后者的研究是模仿前者的原理机制。

1.1.2

感知机

感知机（Perceptron）是 Frank Rosenblatt 在 1957 年提出的概念，其结构与 MP 模型类
似，一般被视为最简单的人工神经网络，也作为二元线性分类器被广泛使用。
通常情况下感知机指单层人工神经网络，以区别于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
尽管感知机结构简单，但能够学习并解决较复杂的问题，其结构如图 1.1 所示。
假设我们有一个 n 维输入的单层感知机，x1 至 xn 为 n 维输入向量的各个分量，w1 至 wn
为各个输入分量连接到感知机的权量（或称权值），θ为阈值，f 为激活函数（又称为激励
函数或传递函数），y 为标量输出。理想的激活函数 f (·)通常为阶跃函数或者 sigmoid 函数。
感知机的输出是输入向量 X 与权重向量 W 求得内积后，经激活函数 f 所得到的标量：
 n

y = f  ∑ wi xi − θ 
（1.1）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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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机模型

权重 W 的初始值一般随机设置，往往达不到较好的拟合结果，那么如何更改权重数
值使标量输出 y 逼近实际值呢？这时就需要简单介绍下感知器的学习过程。首先通过计算
得到输出值，然后将实际输出值和理论输出值做差，由此来调整每一个输出端上的权值。
学习规则是用来计算新的权值矩阵 W 及新的偏差 B 的算法。
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中国通用长度计量单位为厘米（cm），美国通用长度单位为英
寸（in），两者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转化公式。假设我们并不知道该公式，在单层感知机
（目前考虑为单输入）的输入端输入以英寸为单位的数值，希望输出端输出相应的厘米计
量数值。
首先，先设定输入值为 10 英寸，并随机生成连接权值，现在假设 w 为 1，此时单层
感知机的输出为：
厘米=10×1=10
但我们知道正确输出应该为 25.4 厘米，这时可以计算出输出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
误差值=真实值-输入值
=25.4-10
=14.4
然后用这个误差值对权重 w 进行调整。例如，将 w 由 1 调整至 2，可以得到新的结果：
厘米=10×2=20，这个结果明显优于上一个，误差值为 5.4。
再次重复上述过程，将 w 调整至 3，结果为：厘米=10×3=30，明显超过真实值，误
差为-4.6，这个负号不是意味着不足，而是调超了。
此时可以看出，w=2 的结果要优于 w=3 的结果，如果误差达到可接受的范围，就可
以停止训练，或者是 w 在[2,3]之间继续微调。
上述例子是将感知机接受一个输入，并作出对应的输出，也可以称之为预测器。接下
来给出一个单层感知机应用于分类问题的 Python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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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数据集与其对应标签
示例代码如下：
#5 组输入数据
X = np.array ([[1,1,2,3],
[1,1,4,7],
[1,1,1,3],
[1,1,5,3],
[1,1,0,1]])
# 标签
Y = np.array([1,1,-1,1,-1])

外界输入是 4 个值，后两个值确定平面上某个点的位置，前两个数值相当于偏置值，
与阈值的意义相同，这里输入了 5 组数值。Y 存储每组值对应的正负标签。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一条直线，将正负值区域区分开。
2．权重的初始化
示例代码如下：
# 权重初始化，取值范围为-1～1
W = (np.random.random(X.shape[1])-0.5)*2

随机生成范围在(-1,1)的权重，权重的个数与输入向量维度相同。
3．更新权重函数
示例代码如下：
#更新权值函数
def get_update():
global X,Y,W,lr,n
n += 1
#输出：X 与 W 的转置相乘，得到的结果再由阶跃函数处理
new_output = np.sign(np.dot(X,W.T))
#调整权重: 新权重 = 旧权重 + 改变权重
new_W = W + lr*((Y-new_output.T).dot(X))/int(X.shape[0])
W = new_W

若随机生成的权重 W 不能合理区分正负值区域，就要根据当前输出标签和原有标签
差值的大小进行权重调整，将二者的差乘以输入向量 Xi，再与学习率 lr 相乘得到权重改
变值，与原有权重相加后得到新权重。
完整代码如下：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n = 0
lr = 0.10
# 输入数据
X = np.array([[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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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1,1,1,1],
[1,1,5,3],
[1,1,0,1]])
# 标签
Y = np.array([1,1,-1,1,-1])
# 权重初始化，取值范围为-1～1
W = (np.random.random(X.shape[1])-0.5)*2
def get_show():
# 正样本
all_x = X[:, 2]
all_y = X[:, 3]
# 负样本
all_negative_x = [1, 0]
all_negative_y = [1, 1]
# 计算分界线斜率与截距
k = -W[2] / W[3]
b = -(W[0] +W[1])/ W[3]
# 生成 x 刻度
xdata = np.linspace(0, 5)
plt.figure()
plt.plot(xdata,xdata*k+b,'r')
plt.plot(all_x, all_y,'bo')
plt.plot(all_negative_x, all_negative_y, 'yo')
plt.show()
#更新权值函数
def get_update():
#定义所有全局变量
global X,Y,W,lr,n
n += 1
#计算符号函数输出
new_output = np.sign(np.dot(X,W.T))
#更新权重
new_W = W + lr*((Y-new_output.T).dot(X))/int(X.shape[0])
W = new_W
def main():
for _ in range(100):
get_update()
new_output = np.sign(np.dot(X, W.T))
if (new_output == Y.T).all():
print("迭代次数：", n)
break
get_show()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最后分割结果如图 1.2 所示。
单层感知器结构简单，权重更新计算快速，能够实现逻辑计算中的 NOT、OR 和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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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简单计算，但是对于稍微复杂的 NOR 异或问题就无法解决，其本质缺陷是不能处理线
性不可分问题，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多层感知器就能解决此类问题。

图 1.2

1.1.3

感知机模型分割结果示意图

BP 算法

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是由单层感知机推广而来，最主要的特点是有
多个神经元层。一般将 MLP 的第一层称为输入层，中间的层为隐藏层，最后一层为输出
层。MLP 并没有规定隐藏层的数量，因此可以根据实际处理需求选择合适的隐藏层层数，
对于隐藏层和输出层中每层神经元的个数也没有限制。
MLP 神经网络结构模型分别为单隐层前馈网络和多层前馈网络，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其中，输入层神经元仅接受外界信息并传递给隐藏层，隐藏层与输出层的神经元对
信号进行加工，包含功能神经元。

图 1.3
·6·

单隐层前馈网络示意图

图 1.4

多层前馈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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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感知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训练其中各层间的连接权值。其训练问题又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将其他连接权值进行固定，只训练某两层间的连接权值，研究者们已从数学
上证明了这种方法对所有非线性可分的样本集都是收敛的；另一类即大家所熟知的 Back
Propagation（BP）算法，通常使用 sigmoid 和 tanh 等连续函数模拟神经元对激励的响应，
使用反向传播对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进行训练。
现在带领大家推导一下 BP 算法公式，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l
l
令 w ji 表示第 l-1 层的第 i 个神经元到第 l 层的第 j 个神经元的连接权值， x j 表示第 l
l
l
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输入， y j 表示第 l 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输出， θ j 表示第 l 层第 j 个神经元
的偏置，C 代表代价函数（Cost Function），则有：
x jl = ∑ w jil yil −1 + θ jl
k

（1.2）

y jl = f ( x jl )

（1.3）
其中，f(·)表示激活函数，比如 sigmoid 函数。
训练多层网络的目的就是使代价函数 C 最小化，对于一个单独的训练样本 x，其标签
为 Y，定义其代价函数为：
2
1
C = Y − yL
（1.4）
2
可以看出，这个函数依赖于实际的目标值 Y，yL 可以看成是权值和偏置的函数，通过
不断地修改权值和偏置值来改变神经网络的输出值。
l
接下来就要更新权值和偏值。首先定义误差 δ，令 δ j 表示第 l 层第 j 个神经元上的误
差，可定义为：

δ lj =

∂C
∂x jl

（1.5）

结合式（1.2）和式（1.3），由链式法则可得输出层的误差方程为：
∂C
δ lj = l f ′( x jl )
∂y j

（1.6）

因为当前层神经元的输入是上一层神经元输出的线性组合，由链式法则可实现通过下
层神经元的误差来表示当前层的误差：
∂x l +1
∂C
∂C ∂x l +1
δ jl = l = ∑ l +1 i l = ∑ i l δ xil +1
（1.7）
∂x j
∂x j
∂x j
i ∂xi
i
l

又因 xil +1 是 x j 的函数，可得：

xil +1 = ∑ wijl +1 y lj + θil +1 = ∑ wijl +1 f ( xlj ) + θil +1
j

j

（1.8）

l

对 x j 求偏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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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l +1
= wijl +1 f ′( xlj )
l
∂x j

（1.9）

δ lj = ∑ wijl +1δ il +1 f ′( xlj )

（1.10）

故有：
i

以上就是反向传播的过程，即第 l 层神经元 j 的误差值，等于第 l+1 层所有与神经元 j
相连的神经元误差值的权重之和，再乘以该神经元 j 的激活函数梯度。
权值的更新可以通过式（1.11）获得：

x jl +1 = ∑ wlji yil −1 + θ jl

（1.11）

i

则：

l
∂C ∂C ∂x j
=
= δ jl yi l −1
∂w jil ∂x jl ∂w jil
l
∂C ∂C ∂x j
= l
= δ jl
l
l
∂θ j ∂x j ∂θ j

由梯度下降法可得更新规则为：

w jil = w jil − α

（1.12）
（1.13）

∂C
= w jil − αδ jl yil −1
∂w jil

θ jl = θ jl − α

（1.14）

∂C
= θ jl − αδ jl
∂θ jl

（1.15）

由此可以看出，反向传播的过程就是更新神经元误差值，然后再根据所求出的误差值
正向更新权值和偏值。
接下来给出基于 BP 算法的多层感知机解决异或问题的 Python 实例，例子中对神经元
添加非线性输入，使等效的输入维度变大，划分对象不再是线性。代码如下：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n = 0
lr = 0.11
#输入数据分别是：偏置值、x1、x2、x1^2、x1*x2、x2^2
X = np.array([[1,0,0,0,0,0],
[1,0,1,0,0,1],
[1,1,0,1,0,0],
[1,1,1,1,1,1]])
#标签
Y = np.array([-1,1,1,-1])
# 权重初始化，取值范围为-1～1
W = (np.random.random(X.shape[1])-0.5)*2
print('初始化权值：',W)
def get_show():
# 正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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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 [0, 1]
y1 = [1, 0]
# 负样本
x2 = [0,1]
y2 = [0,1]
#生成 x 刻度
xdata = np.linspace(-1, 2)
plt.figure()
#画出两条分界线
plt.plot(xdata, get_line(xdata,1), 'r')
plt.plot(xdata, get_line(xdata,2), 'r')
plt.plot(x1, y1, 'bo')
plt.plot(x2, y2, 'yo')
plt.show()
#获得分界线
def get_line(x,root):
a = W[5]
b = W[2] + x*W[4]
c = W[0] + x*W[1] + x*x*W[3]
#两条不同的分界线
if root == 1:
return (-b+np.sqrt(b*b-4*a*c))/(2*a)
if root == 2:
return (-b-np.sqrt(b*b-4*a*c))/(2*a)
#更新权值函数
def get_update():
global X,Y,W,lr,n
n += 1
#新输出：X 与 W 的转置相乘，得到的结果再由阶跃函数处理，得到新输出
new_output = np.dot(X,W.T)
#调整权重: 新权重 = 旧权重 + 改变权重
new_W = W + lr*((Y-new_output.T).dot(X))/int(X.shape[0])
W = new_W
def main():
for _ in range(100):
get_update()
get_show()
last_output = np.dot(X,W.T)
print('最后逼近值：',last_output)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结果示意图如图 1.5 所示。
虽然 BP 算法应用广泛，但同时存在优化函数容易陷入局部最优问题，在优化过程中
偏离真正的全局最优点，性能下降，并且“梯度消失”现象严重等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
题也限制了 BP 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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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2

感知机模型解决 NOR 问题结果示意图

卷积神经网络基础

在传统的模式识别模型中，特征提取器从图像中提取相关特征，再通过分类器对这
些特征进行分类。使用梯度下降法的前馈全连接网络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学习复杂的高
维且非线性的特征映射，因此传统的前馈全连接网络（BP 神经网络）被广泛用于图像识别
任务（其结构可参考图 1.4，参数更新参见式（1.2）至式（1.15）。虽然可以直接将图像中
的像素特征（向量）作为输入信号输入到网络中，但基于全连接神经网络的识别还存在一
些问题。
首先，隐藏层神经元数量越多的全连接网络包含的连接权值参量就越多，则越增加系
统消耗和内存占用，并且需要更大的训练集来确定连接权值。
其次，对于图像或者音频而言不具备平移、旋转、拉伸的不变性，输入到神经网络前
必须经过预处理。以手写字符为例，如图 1.6 所示，对其进行归一化会导致字符的大小、
倾斜程度及位置发生改变，再加上书写风格的差异，会导致图像特征发生变化。对于这些
可能出现的问题，往往需要更多的神经元来增强网络的鲁棒性。
最后，全连接的网络忽略了输入的拓扑结构。在一幅图像中，相邻的像素相关性较高
的可以归为一个区域，像素之间相关性较低的则可视为图片中的不同区域，利用这个特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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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局部特征的提取有巨大的优势。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局部信息呢？

图 1.6

不同风格的手写字符示意图

20 世纪 60 年代，Hubel 和 Wiesel 在研究猫脑皮层中负责处理局部敏感和方向选择的
神经元时，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网络结构显著降低了反馈神经网络的复杂性，随即提出了卷
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的概念。
目前，CNN 已经成为众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该网络不需要对图像进行复杂
的预处理，可以直接输入原始图像，因此在计算机视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章节也
将对卷积神经网络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1.2.1

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

卷积神经网络依旧是层级网络，不过层的功能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也是传统神经网络
的改进。其主要包含数据输入层（Input Layer）、卷积计算层（Convolutional Layer）、ReLU
激励层（Relu Layer）、池化层（Pooling Layer）及全连接层（Full Connection Layer）。
数据输入层主要是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其中包括去均值，把输入数据各个维
度都中心化为 0；归一化，减少各维度数据因取值范围不同而带来的干扰。
与普通前馈神经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卷积神经网络包含普通神经网络没有的特征处
理器，它是由卷积层和池化层（也称为降采样层）构成的。
首先介绍一下卷积操作的数学意义。相信大家在学习中已经接触过卷积的概念，从数
学上讲，卷积是一种运算，令(x·w)(t)称为 x、w 的卷积，其连续的定义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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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w)(t ) = ∫

∞
−∞

f (τ ) g (t − τ )dτ

（1.16）

离散的定义为：

( x ⋅ w)(t ) =

∞

∑
τ

f (τ ) g (t − τ )

=−∞

（1.17）

若将一张二维图像 x 作为输入，使用一个二维的卷积核 w，则输出可表示为：

( x ⋅ w)(i, j ) = ∑∑ x(m, n) w(i − m, j − n)
m

n

（1.18）

卷积在此就是内积，根据多个确定的权重（卷积核），对某一范围内的像素进行内积
运算，输出就是提取的特征，具体可视化的卷积操作将在 1.2.2 节进行介绍。
在卷积层中，一个神经元只与邻层部分（通常为方阵区域）的神经元连接，包含若干
个特征平面（FeatureMap），每个特征平面由多个神经元按矩阵形式排列组成，同一特征
平面的神经元共享权值（卷积核）。共享权值（卷积核）大大减少了网络各层之间的连接，
降低了过拟合的风险。
一般的卷积神经网络包含多个卷积层，一个卷积层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卷积核。通过将
多个不同的卷积核进行处理提取出图像的局部特征，每个卷积核映射出一个新的特征图，
再将卷积输出结果经过非线性激活函数的处理后输出。
接下来对激活函数处理的结果进行降采样，也叫做池化（Pooling），通常有均值子采
样（Mean Pooling）和最大值子采样（Max Pooling）两种形式。
池化用于压缩网络参数和数据大小，降低过拟合。如果输入为一幅图像，那么池化层
的主要作用就是压缩图像的同时保证该图像特征的不变性。例如，一辆车的图像被缩小了
一倍后仍能认出这是一辆车，这说明处理后的图像仍包含着原始图片里最重要的特征。图
像压缩时去掉的只是一些冗余信息，留下的信息则是具有尺度不变性的特征，是最能表达
图像的特征。池化操作的作用就是把冗余信息去除掉，保留重要的信息，这样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过拟合，方便网络的优化。
全连接层，即两层之间所有神经元权重连接，通常全连接层在卷积神经网络尾部，跟
传统的神经网络神经元的连接方式相同。
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算法也同一般的机器学习算法类似，先定义损失函数 Loss
Function，计算和实际结果的差值，找到最小化损失函数的参数值，利用随机梯度下降法
进行权值调整。
训练卷积神经网络时，网络的参数往往需要进行 fine-tuning，就是使用已用于其他目
标、预训练模型的权重或者部分权重，作为初始值开始训练，这样可以很快收敛到一个较
理想的状态。
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局部感受野（Local Receptive Fields）、权值共享（Shared Weigh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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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样（sub-sampling）实现位移、缩放和形变的不变性，主要用来识别位移、缩放及其
他形式扭曲不变性的二维图形。
权值共享大大降低了网络的复杂性，特别是多维输入向量的图像可以直接输入网络这
一特点避免了特征提取和分类过程中数据重建的复杂过程。同一特征映射面上的神经元权
值相同，因此网络可以并行学习，这也是卷积网络相对于全连接神经网络的一大优势。

1.2.2

卷积与权值共享

卷积是 CNN 的核心，用卷积核作用于图像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图像特征。
在传统 BP 神经网络中，前后层之间的神经元是“全连接”的，即每个神经元都与前
一层的所有神经元相连，而卷积中的神经元只与上一层中部分神经元相连。从仿生的角度
来说，CNN 在处理图像矩阵问题时会更加高效。例如，人的单个视觉神经元并不需要对
全部图像进行感知，只需要对局部信息进行感知即可，若距离较远、相关性比较弱的元素
则不在计算范围内。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卷积使得参数量与计算量大幅度降低。
接下来将介绍卷积的具体操作。例如，原始图像大小是 7×7，卷积核大小是 3×3。首
先将卷积核与原始图像左上角 3×3 对应位置的元素相乘求和，得到的数值作为结果矩阵第
1 行第 1 列的元素值，然后卷积核向右移动一个单位（即步长 stride 为 1），与原始图像前
3 行第 2、3、4 列所对应位置的元素分别相乘并求和，得到的数值作为结果矩阵第 1 行第
2 列的元素值，以此类推。
以上就是卷积核矩阵在一个原始矩阵上从上往下、从左往右扫描，每次扫描都得到一
个结果，将所有结果组合到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结果矩阵的过程。操作如图 1.7 所示。

图 1.7

二维卷积的实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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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大量图片作为训练集，则最终卷积核会训练成待提取的特征，例如识别飞机，
那么卷积核可以是机身或者飞机机翼的形状等。
卷积核与原始图像做卷积操作，符合卷积核特征的部分得到的结果也比较大，经过激
活函数往下一层传播；不符合卷积特征的区域，获得的数值比较小，往下传播的程度也会
受到限制。卷积操作后的结果可以较好地表征该区域符合特征的程度，这也是卷积后得到
的矩阵被称为特征平面的原因。
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引出权值共享的概念，即将图像从一个局部区域学习到的信
息应用到其他区域。
图像的局部特征具有重复性（也称为位置无关性），即图像中存在某个基本特征图形
可能出现在图片上的任意位置，于是为在数据的不同位置检测是否存在相同的模式，可以
通过在不同位置共享相同的权值来实现。
用一个相同的卷积核对整幅图像进行一个卷积操作，相当于对图像做一个全图滤波，
选出图片上所有符合这个卷积核的特征。例如，如果一个卷积核对应的特征比是边缘，那
么用该卷积核对图像做全图滤波，即将图像各个位置的边缘都选择出来（帮助实现不变
性）。不同的特征可以通过不同的卷积核来实现。

1.2.3

感受野与池化

感受野（Receptive Field）是卷积神经网络的重要概念之一，当前流行的物体识别方
法的架构大都围绕感受野的设计。
从直观上讲，感受野就是视觉感受区域的大小。在卷积神经网络中，从数学角度看，
感受野是 CNN 中某一层输出结果的一个元素对应输入层的一个映射，即 Feature Map 上的
一个点所对应的输入图上的区域，具体示例如图 1.8 所示。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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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神经元的大小受到上层 N×N 的神经元区域的影响，那么就可以说该神经元
的感受野是 N×N，因为它反映了 N×N 区域的信息。在图 1.8Conv2 中的像素点为 5，是由
Conv1 的 2×2 区域计算得来，而该 2×2 区域，又是由 Raw Image 中 5×5 区域计算而来，因
此该像素的感受野是 5×5。可以看出，感受野越大，得到的全局信息越多。
有了感受野再来解释池化（Pooling）也很简单，从图 1.8 中的 Raw Image 到 Conv1，
再到 Conv2，图像越来越小，每过一级就相当于一次降采样，这就是池化。池化可以通过
步长不为 1 的卷积实现，也可以通过 Pool 直接插值采样实现，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权
重不同。
通过卷积获得了特征之后，下一步则是用这些特征去做分类。理论上讲，人们可以把
所有解析出来的特征关联到一个分类器上，例如，Softmax 分类器，但计算量非常大，并
且极易出现过度拟合（Over-fitting）。而池化层则可以对输入的特征图进行压缩，一方面
使特征图变小，简化网络计算复杂度；另一方面进行特征压缩，提取主要特征。
池化作用于图像中不重合的区域（这与卷积操作不同），一般而言池化操作的每个
池化窗口都是不重叠的，因此池化窗口的大小等于 stride。如图 1.9 所示，这里的移动步长
stride=2，采用一个大小为 2×2 的池化窗口，Max Pooling 是在每一个区域中寻找最大值，
最终在原特征图中提取主要特征得到图 1.9 的右图。

图 1.9

最大池化操作示意图

最常见的池化操作为平均池化（Mean Pooling）和最大池化（Max Pooling）。平均池
化是计算图像区域所有元素的平均值作为该区域池化后的值，最大池化则是选图像区域中
元素的最大值作为该区域池化后的值。
在 ICLR2013 上，Zeiler 提出了随机池化（Stochastic Pooling），只需对 Feature Map
中的元素按照其概率值大小随机选择，元素被选中的概率与其数值大小正相关，并非如同
max pooling 那样直接选取最大值。这种随机池化操作不但最大化地保证了取值的 Max，
也部分确保不会所有元素都被选取 max 值，而造成过度失真。
在池化操作提取信息的过程中，如果选取区域均值（Mean Pooling），往往能保留整
体数据的特征，较好地突出背景信息；如果选取区域最大值（Max Pooling），则能更好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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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纹理特征。但最理想的还是小波变换，不但可以在整体上更加细微，还能够保留更多
的细节特征。池化操作本质是使特征图缩小，有可能影响网络的准确度，对此我们可以通
过增加特征图的深度来弥补精度的缺失。
本章首先从神经网络的生物学原理到感知机的提出和 BP 优化算法，阐述了传统神经
网络的核心思想，然后对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全书的基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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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章中初步介绍了神经网络的发展历史，基于 BP 的全连接神经网络的优缺点及
卷积神经网络（CNN）的基本结构。卷积神经网络可用于一维时间序列的处理，也可以用
于二维（如图像）序列的处理，相比于普通的神经网络，CNN 将传统的矩阵乘法改为卷
积运算，也是其名字的由来。
本章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介绍。


2.1 节将介绍深度学习的几种主流开源框架的特点及其性能对比。



2.2 节将介绍深度学习中的优化方法，如正则化等可以防止过拟，是一种有助于提
高算法泛化能力的方法。

本章旨在让大家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以便为后续章节的学习
打下基础。

2.1

深度学习主流开源框架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及在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迅速流行
离不开 3 个要素：数据、硬件和框架。
深度学习框架是深度学习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库，例如 Caffe、TensorFlow 等。深
度学习框架的出现，降低了深度学习入门的门槛，开发者不需要进行底层的编码，可以在
高层进行配置。目前已有大量深度学习框架被推出，免费提供给开发者学习、使用。
本节将对当前的深度学习开源框架做概述性的介绍，首先给出几种常用框架的参数
对比。
如表 2.1 所示为当前常用框架的几类使用数据对比，如框架的发布时间与维护机构，
框架的底层语言及所支持的语言接口等。
没有什么框架是完美的，不同的框架适用的领域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如何选择合适的
框架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总体而言，深度学习框架提供的深度学习组件对于通用的
算法非常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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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特

性

Caffe

TensorFlow

深度学习主流框架参数对比
Pytorch

Theano

Keras

MXNet

Chainer

发布时间

2013

2015

2017

2008

2015

2015

2015

开发维护者

BVLC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Google

DMLC

Preferred
Networks

核心语言

C++

C++
Python

C++
Python

C语言
Python

Python

C++

Python
Cython

接口语言

C++
Python
MATLAB

C++
Python

Python

C++
Python
Julia
…

Python

2.1.1

Python

Python

Caffe 简介

Caffe 是基于 C++语言及 CUDA 开发的框架，支持 MATLAB、Python 接口和命令行，
可直接在 GPU 与 CPU 中进行切换，训练效率有保障，在工业中应用较为广泛。
在 Caffe 中，网络层通过 C++定义，网络配置使用 Protobuf 定义，可以较方便地进行
深度网络的训练与测试。Caffe 官方提供了大量实例，它的训练过程、梯度下降算法等模
块都已被封装，开发者学习 prototxt 语法后，基本能自己构造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affe
的代码易懂、好理解、高效、实用、上手简单，比较成熟和完善，实现基础算法方便快捷，
适合工业快速应用与部署。
Caffe 通过 blob 以四维数组的方式存储和传递数据。blob 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内存接口，
用于批量图像（或其他数据）的操作与参数更新。Models 是以 Google Protocol Buffers 的
方式存储在磁盘上，大型数据存储在 LevelDB 数据库中。
同时，Caffe 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层类型。一个层（Layer）是一个神经网络层的本质，
它采用一个或多个 blob 作为输入，并产生一个或多个 blob 作为输出。Caffe 保留所有的有
向无环层图，确保正确地进行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Caffe 是一个典型的端到端的机器学
习系统。每一个 Caffe 网络都开始于数据层，结束于损失函数层。通过一个单一的开关，
使其网络运行在 CPU 或 GPU 上。
Caffe 相对于 Tensorflow 等使用 pip 一键安装的方式来说，编译安装稍微麻烦一些，
但其实很简单，我们以 Ubuntu 16.04 为例，官网的安装脚本足够用了，它有一些依赖库。
装完之后，去 Git 上复制代码（网址为 https://github.com/BVLC/caffe），修改 Makefile.config
就可以进行编译安装了。对于 GPU，还需要安装 CUDA 及 NVIDIA 驱动。

2.1.2

TensorFlow 简介

TensorFlow 是 Google brain 推出的开源机器学习库，与 Caffe 一样，主要用于深度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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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相关任务。与 Caffe 相比，TensorFlow 的安装简单很多，一个 pip 命令就可以解决，
新手也不会误入各种“坑”。
TensorFlow 中的 Tensor 就是张量，代表 N 维数组，与 Caffe 中的 blob 是类似的。Flow
即流，代表基于数据流图的计算。神经网络的运算过程就是数据从一层流动到下一层，
TensorFlow 更直接地强调了这个过程。
TensorFlow 最大的特点是计算图，即先定义好图，然后进行运算，所以所有的
TensorFlow 代码都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创建计算图，表示计算的数据流，实际上就是
定义好了一些操作，可以将它看作是 Caffe 中 Prototxt 的定义过程；第二部分是运行会话，
执行图中的运算，可以看作是 Caffe 中的训练过程，只是 TensorFlow 的会话比 Caffe 灵活
很多，由于是 Python 接口，因此取中间结果分析、debug 等方便很多。
TensorFlow 也有内置的 TF.Learn 和 TF.Slim 等上层组件，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地设计
新网络，并且兼容 Scikit-learn estimator 接口，可以方便地实现 evaluate、grid search、cross
validation 等功能。同时 TensorFlow 不只局限于神经网络，其数据流式图支持非常自由的
算法表达，可以轻松实现深度学习以外的机器学习算法。
用户可以写内层循环代码控制计算图分支的计算，TensorFlow 会自动将相关的分支转
为子图并执行迭代运算。TensorFlow 也可以将计算图中的各个节点分配到不同的设备上执
行，充分利用硬件资源。
在 TensorFlow 中定义新的节点时只需要写一个 Python 函数，如果没有对应的底层运
算核，则需要写 C++或者 CUDA 代码来实现运算操作。此外，TensorFlow 还支持深度强
化学习及其他计算密集的科学计算（如偏微分方程求解等）。

2.1.3

PyTorch 简介

Torch 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机器学习开源框架，几年前在学术界曾非常流行。但是由于
其初始只支持 Lua 语言，导致应用范围没有普及。后来随着 Python 的生态越来越完善，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出了 Pytorch 并开源。
PyTorch 不是简单地封装 Torch 并提供 Python 接口，而是对 Tensor 以上的所有代码进
行了重构，同 TensorFlow 一样，增加了自动求导。PyTorch 入门简单，上手快，堪比 Keras，
其代码清晰，设计直观，符合人类直觉。PyTorch 的定位是快速实验研究，所以可直接用
Python 写新层。后来 Caffe2 全部并入 Pytorch，如今已经成为了非常流行的框架。很多最
新的研究如风格化、GAN 等大多采用 Pytorch 源码。
PyTorch 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动态图计算。TensorFlow 是采用静态图，先定义好图，然后在 Session 中运算。
图一旦定义好后是不能随意修改的。目前 TensorFlow 虽然也引入了动态图机制 Eager
Execution，只是不如 PyTorch 直观。TensorFlow 要查看变量结果，必须在 sess 中，sess
的角色仿佛是 C 语言的执行，而之前的图定义是编译。而 Pytorch 就好像是脚本语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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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修改，随处 debug，没有一个类似编译的过程，比 TensorFlow 要灵活很多。
第二，简单。TensorFlow 的学习成本较高，对于新手来说，Tensor、Variable、Session
等概念充斥，数据读取接口频繁更新，tf.nn、tf.layers、tf.contrib 各自重复；PyTorch 则是
从 Tensor 到 variable 再到 nn.Module，是从数据张量到网络的抽象层次的递进。
这几大框架都有基本的数据结构，Caffe 是 Blob，TensorFlow 和 PyTorch 都是 Tensor，
都是高维数组。PyTorch 中的 Tensor 使用与 Numpy 的数组非常相似，两者可以互转且共
享内存。PyTorch 也为张量和 Autograd 库提供了 CUDA 接口。使用 CUDA GPU，不仅可
以加速神经网络训练和推断，还可以加速任何映射至 PyTorch 张量的工作负载。通过调用
torch.cuda.is_available()函数，可检查 PyTorch 中是否有可用 CUDA。

2.1.4

Theano 简介

Theano 由蒙特利尔大学 Lisa Lab 团队开发并维护，是一个高性能的符号计算及深度
学习库，适用于处理大规模神经网络的训练。Theano 整合了 Numpy，可以直接使用 ndarray
等功能，无须直接进行 CUDA 编码即可方便地进行神经网络结构设计。因为其核心是数
学表达式编辑器，计算稳定性好，可以精准地计算输出值很小的函数（如 log(1+x)）。
用户可自行定义各种运算，优化和评估多维数组的表达式，Theano 可以编译为高效
的底层代码，连接 BLAS、CUDA 等加速库，可以自动求导，省去了完全手工写神经网络
反向传播算法的麻烦。Theano 对卷积神经网络的支持很好，同时它的符号计算 API 支持
循环控制（内部名 scan），让 RNN 的实现非常简单并且高性能，其全面的功能也让 Theano
可以支持大部分 state-of-the-art 的网络。
虽然 Theano 支持 Linux、Mac 和 Windows，但是没有底层 C++的接口，因此模型的
部署非常不方便，依赖于各种 Python 库，并且不支持各种移动设备，所以几乎没有在工
业生产环境中应用。
Theano 在 CPU 上的执行性能比较差，但在单 GPU 上执行效率不错，性能和其他框架
类似。但是运算时需要将用户的 Python 代码转换成 CUDA 代码，再编译为二进制可执行
文件，编译复杂模型的时间非常久。此外，Theano 在导入时也比较慢，而且一旦设定了
选择某块 GPU，就无法切换到其他设备。

2.1.5

Keras 简介

Keras 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神经网络库，使用 Python 实现，并可以同时运行在 Tensor
Flow 和 Theano 上。Keras 无须额外的文件来定义模型，仅通过编程的方式改变模型结构
和调整超参数，旨在让用户进行最快速的原型实验，比较适合在探索阶段快速地尝试各种
网络结构。其组件都是可插拔的模块，只需要将一个个组件（比如卷积层、激活函数等）
连接起来，但是设计新模块或者新的 Layer 时则不太方便。在 Keras 中可通过几行代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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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MLP，AlexNet 的实现也仅需十几行代码。
Theano 和 TensorFlow 的计算图支持更通用的计算，而 Keras 则专精于深度学习。它
同时支持卷积网络和循环网络，支持级联的模型或任意的图结构的模型，从 CPU 上计算
切换到 GPU 加速无须任何代码的改动。
因为底层使用 Theano 或 TensorFlow，用 Keras 训练模型相比于前两者基本没有性能
损耗（还可以享受前两者持续开发带来的性能提升），只是简化了编程的复杂度，节约了
尝试新网络结构的时间。可以说模型越复杂，使用 Keras 的收益就越大，尤其是在高度依
赖权值共享、多模型组合、多任务学习等模型上，Keras 表现得非常突出。
Keras 也 包 括 绝 大 部 分 state-of-the-art 的 Trick ， 包 括 Adam 、 RMSProp 、 Batch
Normalization、PReLU、ELU 和 LeakyReLU 等。但目前 Keras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支持多
GPU，没有分布式框架。

2.1.6

MXNet 简介

MXNet 是 DMLC（Distributed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开发的一款开源的、
轻量级、可移植、灵活的深度学习库，它让用户可以灵活地混合使用符号编程模式和指令
式编程模式来达到最大化的效率，目前已经是 AWS 官方推荐的深度学习框架。
MXNet 是各个框架中率先支持多 GPU 和分布式的框架，同时其分布式性能也非常高。
MXNet 的核心是一个动态的依赖调度器，支持自动将计算任务并行化到多个 GPU 或分布
式集群（支持 AWS、Azure、Yarn 等）。
基于上层的计算图优化算法不仅加速了符号计算的过程，而且内存占用较小。开启
mirror 模式之后，甚至可以在小内存的 GPU 上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同样可以在移动
设备（如 Android、iOS）上运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等任务。
此外，MXNet 支持多语言封装，基本涵盖了所有主流的脚本语言，如 MATLAB、
JavaScript、Julia、C++、Python 和 R 语言等。虽然 MXNet 构造并训练网络的时间长于高
度封装类框架，如 Keras 和 Pytorch，但是明显快于 Theano 框架。

2.1.7

Chainer 简介

Chainer 是一个由 Preferred Networks 公司推出并获得英特尔支援，专门为高效研究和
开发深度学习算法而设计的开源框架。Chainer 使用纯 Python 和 NumPy 提供了一个命令
式的 API，为复杂神经网络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加快了迭代速度，提高了实现深
度学习算法的能力。
现在的复杂神经网络（如循环神经网络或随机神经网络）带来了新的性能改进和突破，
虽然常用框架同样可以实现这些复杂神经网络，但编程非常冗余复杂，可能会降低代码的
开发效率和可维护性。而 Chainer 的特点即在训练时“实时”构建计算图，正适合此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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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神经网络的构建。这种方法可以让用户在每次迭代时（或者对每个样本）根据条件更改
计算图。同时也很容易使用标准调试器和分析器来调试和重构基于 Chainer 的代码。
不同于其他基于 Python 接口的框架（如 TensorFlow），Chainer 通过支持兼容 NumPy
的数组间运算的方式，提供了声明神经网络的命令式方法，可以通过反向追踪从最终损失
函数到输入的完整路径来实现反向计算。完整路径在执行正向计算的过程中进行存储，不
用预先定义计算图。标准神经网络的运算在 Chainer 类中是通过 Link 类实现的，如线性全
连接层和卷积层。
Link 可以看作是当前网络层的学习参数的一个函数，比如一个 Linear Link 就代表数
学表达式 f(x)=wx+b，用户也可以创建一个包含许多 Link 的 Link。这样的一个 Link 容器
被命名为 Chain。这使得 Chainer 将神经网络建模成一个包含多个 Link 和多个 Chain 的层
次结构。Chainer 还支持最新的优化方法、序列化方法及使用 CuPy 的由 CUDA 驱动的更
快速计算，目前已在丰田汽车、松下和 FANUC 等公司投入使用。

2.2

网络优化参数

在介绍了深度学习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适合的框架并上手训练自己的网络了。
深层网络架构的学习要求有大量数据，对计算能力的要求很高。卷积网络有那么多的参数，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这些参数，又该如何优化它们呢？大量的连接权值需要通过梯度下降或
其变化形式进行迭代调整，有些架构可能因为强大的表征力而产生测试数据过拟合等现
象。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在训练数据上有良好的表现，同时也要求能在未知的
输入上有理想的泛化效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本节将介绍卷积神经网络中的激活函数、权重初始化方法、常用优化方法和正则化方法。

2.2.1

常用激活函数

深度学习是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信号经过非线性的激活函数，传递到下一层神
经元，经过该层神经元的激活处理后继续往下传递，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输出层。正是由
于这些非线性函数的反复叠加，才使得神经网络有足够的非线性拟合，选择不同的激活函
数将影响整个深度神经网络的效果。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常用的激活函数。
1．Sigmoid函数
Sigmoid 函数表达式为：
f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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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oid 函数示意如图 2.1 所示。

图 2.1

Sigmiod 函数示意图

Sigmoid 函数是传统的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领域开始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激活函数，是
便于求导的平滑函数，但是容易出现梯度消失问题（gradient vanishing）。函数输出并不
是 zero-centered，即 Sigmoid 函数的输出值恒大于 0，这会导致模型训练的收敛速度变慢，
并且所使用的幂运算相对来讲比较耗时。
2．tanh函数
tanh 函数表达式为：
f ( x) =

e x − e− x
e x + e− x

（2.2）

tanh 函数示意图如图 2.2 所示。

图 2.2

tanh 函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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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h 函数解决了 zero-centered 的输出问题，但梯度消失的问题和幂运算的问题仍然存在。
3．ReLU函数
ReLU 函数表达式为：
f(x)=max{0,x}
ReLU 函数示意图如图 2.3 所示。

图 2.3

（2.3）

ReLU 函数示意图

ReLU 函数本质上是一个取最大值函数，非全区间可导，但是在计算过程中可以取 subgradient。
ReLU 在正区间内解决了梯度消失问题，只需要判断输入是否大于 0，所以计算速度
非常快，收敛速度远远快于 Sigmoid 和 tanh 函数。但 ReLU 函数的输出同样不是
zero-centered，并且存在 Dead ReLU Problem，即某些神经元可能永远不会参与计算，导
致其相应的参数无法被更新。有两个主要原因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参数初始化及
学习速率太高，从而导致在训练过程中参数更新过大，使网络进入这种情况。解决方法
是可以采用 Xavier 初始化方法，以及避免将学习速率设置太大或使用 Adagrad 等自动调
节学习率的算法。
4．Leaky ReLU函数
Leaky ReLU 函数表达式为：
f(x)=max{0.01x,x}
Leaky ReLU 函数示意图如图 2.4 所示。

（2.4）

Leaky ReLU 函数的提出是为了解决 Dead ReLUProblem，将 ReLU 的前半段设为 0.01x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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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 0。理论上来讲，Leaky ReLU 函数有 ReLU 函数的所有优点，外加不会有 Dead ReLU
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完全证明 Leaky ReLU 函数总是好于 ReLU 函数。

图 2.4

Leaky ReLU 函数示意图

5．指数线性单元ELU函数
ELU 函数表达式为：
α (e x − 1)，x ≤ 0
（2.5）
f ( x) = 
x， x > 0

指数线性单元（Exponential Linear Unit）激活函数由 Djork 等人提出，被证实有较高

的噪声鲁棒性，同时能够使得神经元的平均激活均值趋近为 0，对噪声更具有鲁棒性。由
于需要计算指数，计算量较大。
6．SELU函数
SELU 函数表达式为：
α (e x − 1)，x ≤ 0
（2.6）
f ( x) = λ 
x， x > 0

自归一化神经网络（Self-Normalizing Neural Networks）中提出只需要把激活函数换成

SELU 就能使得输入在经过一定层数之后变成固定的分布。SELU 是给 ELU 乘上系数 λ，
即 SELU(x)= λ·ELU(x)。
7．Softmax函数
Softmax 函数可视为 Sigmoid 函数的泛化形式，其本质就是将一个 K 维的任意实数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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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压缩（映射）成另一个 K 维的实数向量，其中向量中的每个元素取值都介于(0,1)之间。
一般用于多分类神经网络输出。
Softmax 函数表达式为：
f ( x) =

e xi

∑

K
k =1

（2.7）

e xk

前面我们说过，大脑神经元的状态仅处于抑制或者兴奋两种状态，不需要(-∞,+∞)这
么大的范围来描述它，所以需要用激活函数来简化问题，同时这也是一种非线性变换，可
以增强网络的表达能力。现在常用的 ReLU 激活函数，就是研究者经过大量探索后比较通
用的激活函数。

2.2.2

参数初始化方法

为了让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学习到有用的信息，参数梯度应该保持非零。在全连接
神经网络中，参数初始化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各层激活值不会出现饱和现象；



各层激活值不为 0。

若把参数都初始化为 0，经过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后，所有参数经过相同的更新过程
导致迭代获得的参数值都是一样的，严重地影响了模型的性能。一般只在训练 SLP/逻辑
回归模型时才使用 0 初始化所有参数，深度模型都不会使用 0 初始化所有参数。
常用的参数初始化方法有如下几种。
1．随机生成小的随机数
将参数初始化为小的随机数，从均值为 0，标准差是 1 的高斯分布中取样，这样参数
的每个维度来自一个多维的高斯分布。一般而言，参数的初始值不能太小，因为较小的参
数在反向传播时会导致过小的梯度产生，对于深度网络而言，会产生梯度弥散问题，降低
参数的收敛速度。
2．标准初始化
权重参数从确定的区间内均匀随机取值，即从 −

1
d

,

1
d

均匀分布中生成当前神经元

的权重，其中 d 为每个神经元的输入数量。除以 d，可以确保神经元的输出有相同的分布，
提高训练的收敛速度。标准初始化方法隐层状态的均值为 0，方差为常量的 1/3，和网络
的层数无关，即对 Sigmoid 函数而言，其自变量始终落在有梯度的范围内。

·26·

第2章

深度学习优化基础

3．Xavier初始化
理想的初始化应该使各层的激活值和状态梯度的方差在传播过程中的方差保持一致，
否则更新后的激活值方差若发生改变，将造成数据的不稳定。
Xavier 初始化首先作出如下 3 个假设，这 3 个都是关于激活函数的假设，也称为 Glorot
激活函数假设。
（1）输入的每个特征方差一样：Var(x)。
激活函数对称，这样就可以假设每层的输入均值都是 0：
f ′(0) = 1
（2）初始时，状态值落在激活函数的线性区域： f ′( sik ) ≈ 1 。
Xavier 初始化取值为：


6
6
，
W ∼ U −

 ni + ni +1 ni + ni +1 

（3）这个区间是根据以式（2.9）所得：
(2b) 2
2
=
12
ni + ni +1

（2.8）

（2.9）

其中，ni 和 ni+1 表示输入和输出维度。激活值的方差和层数无关，反向传播梯度的方
差和层数无关。Xavier 通常与 ReLU 共同使用。

2.2.3

最优化方法

优化方法是深度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利用目标函数的导数
通过多次迭代来求解无约束最优化问题。常见的最优化方法有梯度下降法、牛顿法、拟牛
顿法和共轭梯度法等。
在介绍这些方法之前，首先要介绍一下学习率。深度学习模型通常由随机梯度下降
算法进行训练。随机梯度下降算法有许多变种，如 Adam、RMSProp、Adagrad 等，这些
算法都需要预先设置学习率。学习率决定了在一个小批量（mini-batch）中权重在梯度方
向的移动步长，能够直接影响模型以多快的速度收敛到局部最小值（也就是达到最好
的精度）。
如果学习率很低，训练过程会更加细致，结果更加可靠，但是优化过程会耗费较长的
时间，因为逼近损失函数最小值的每个步长都很小。如果学习率过高，训练可能发散不会
收敛，权重的改变量可能非常大，使得优化在最小值附近震荡。
一般来说，学习率太小，网络很可能会陷入局部最优。学习率越大，神经网络学习速
度越快，但是如果太大，超过了极值，损失就会停止下降，在某一位置反复震荡。也就是
说，如果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习率，不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训练好模型，还可以节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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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损耗。一般而言，当已经设定好学习速率并训练模型时，只有等学习速率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下降，模型才能最终收敛。
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深度学习中常用的优化方法。
1．梯度下降法与动量法
梯度下降法是使用最广泛的最优化方法，在目标函数是凸函数的时候可以得到全局解。
我 们 知 道 ， 对 于 一 个 函 数 f(x) ， 记 f ′( x) 为 它 的 梯 度 ， 对 于 足 够 小 的 ε ，
f ( x − ε sign( f ′( x))) 是小于 f(x)的，所以以 x 的反方向进行搜索，就能够减小 f(x)，而且这
个方向还是减小 f(x)的最快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梯度下降法，也被称为“最速下降法”。
最速下降法越接近目标值的时候，需要步长越小，前进越慢，否则就会越过最优点。
通常在机器学习优化任务中，有两种常用的梯度下降方法，分别是随机梯度下降法和批量
梯度下降法。
所谓批量梯度下降（Batch gradient descent），就是使用所有的训练样本计算梯度，
梯度计算稳定，可以求得全局最优解，但问题是计算非常慢，往往因为资源问题不可能
实现。
所谓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就是每次只取一个样本进行梯度的
计算，它的问题是梯度计算相对不稳定，容易震荡，不过整体上还是趋近于全局最优解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全局最优解附近。
通常我们训练的时候会进行折中，即从训练集中取一部分样本进行迭代，这就是常说
的 mini-batch 训练了。
为 解 决 随 机 梯 度 下 降 有 时 会 很 慢 的 问 题 ， 在 1964 年 ， Polyak 提 出 了 动 量 项
（Momentum）方法。动量算法积累了之前梯度的指数加权平均，并且继续沿该方向移动，
将前几次的梯度计算量加进来一起进行运算。
为了表示动量，首先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v（velocity），v 是之前梯度计算量的累加，但
是每回合都有一定的衰减。动量法的思想就是将历史步长更新向量的一个分量 γ，增加到当
前的更新向量中，其具体实现为在每次迭代过程中，计算梯度和误差，更新速度 v 和参数 θ：
vn +1 = γ vn + η∇θ J (θ )
（2.10）
θ n +1 = θ n − Vn +1
（2.11）
其中 vn 表示之前所有步骤所累积的动量和，加入动量项更新与普通 SGD 算法对比效
果如图 2.5 所示。
图 2.5 中，幅值较小较集中的前进线为 SGD+Momentum 方法计算方向，幅值较大的
为普通 SGD 计算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幅值较大的前进线大幅度地徘徊着向最低点前进，优化效率较低，过程
震荡。
而 SGD+Momentum 由于动量积攒了历史的梯度，如果前一刻的梯度与当前的梯度方
向几乎相反，则因为受到前一时刻的影响，当前时刻的梯度幅度会减小，反之则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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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量项的 SGD 示意图

形象地说，动量法就像我们从山上推下一个球，在滚落过程中累积动量，速度越来越
快，直到达到终极速度。在梯度更新过程中，对在梯度点处具有相同方向的维度，增大其
动量项，对于在梯度点处改变方向的维度，减小其动量项。
Nesterov 加速梯度下降法（Nesterov Accelerated Gradient，NAG）是动量算法的一个
变种，同样是一阶优化算法，但在梯度评估方面有所不同。NAG 能给动量项一个预知的
能力，并且收敛速度更快。其更新算法如下：
（2.12）
vn +1 = γ vn + η∇θ J (θ − γ vn )
（2.13）
θ n +1 = θ n − vn +1
我们利用动量项 γvn 更新参数 θ，通过计算(θ - γvn)得到参数未来位置的一个近似值，
计算关于参数未来的近似位置的梯度，而不是关于当前参数 θ 的梯度，这样 NAG 算法可
以高效地求解。
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球滚落的时候，一般是盲目地沿着某个斜率方向，结果并不一定
能令人满意。于是我们希望有一个较为“智能”的球，能够自己判断下落的方向，这样在
途中遇到斜率上升的时候能够知道减速，该思想对于 RNN 性能的提升有重要的意义。
2．牛顿法、拟牛顿法与共轭梯度法
梯度下降法是基于一阶的梯度进行优化的方法，牛顿法则是基于二阶梯度的方法，通
常有更快的收敛速度。该算法利用局部一阶和二阶的偏导信息，推测整个函数的形状，进
而求得近似函数的全局最小值，然后将当前最小值设定成近似函数的最小值。
不过牛顿法作为一种迭代算法，每一步都需要求解目标函数的 Hessian 矩阵的逆矩阵，
计算比较复杂。当 Hesseian 矩阵不可逆时无法计算，矩阵的逆计算复杂度为 n2，当问题规
模比较大时，计算量很大。
拟牛顿法通过用正定矩阵来近似 Hessian 矩阵的逆，不需要二阶导数的信息，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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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的复杂度。
共轭梯度法是一种通过迭代下降的共轭方向来避免 Hessian 矩阵求逆计算的方法，介
于最速下降法与牛顿法之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自行阅读更多的资料。
3．Adagrad算法
上述方法中对所有参数使用同一个更新速率，但是同一个更新速率不一定适合所有参
数。比如有的参数可能已经到了仅需要微调的阶段，但又有些参数由于对应样本少等原因，
还需要较大幅度的调动。Adagrad 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自适应地为各个参数分配不
同学习率的算法。其公式如下：
（2.14）
nt = nt −1 + gt2
η
∆θ t = −
i gt
（2.15）
nt + ∈
其中，gt 是当前的梯度，η 是初始学习率，∈ 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用来保证分母非 0。
该算法的含义是，对于每个参数，随着其更新的总距离增多，其学习速率也随之变慢。
前期 gt 较小的时候，正则化项较大，能够放大梯度；后期 gt 较大的时候，正则化项较
小，能够约束梯度，适合处理稀疏梯度。
但 Adagrad 算法同样依赖于人工设置一个全局学习率 η，设置过大的话，会使正则化
项过于敏感，对梯度的调节过大。
Adagrad 算法存在的问题有：其学习率是单调递减的，训练后期学习率非常小，需要
手工设置一个全局的初始学习率。
Adadelta 算法的出现可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其本质是对 Adagrad 算法的扩展，同样
是对学习率进行自适应约束，但是计算上进行了简化。Adagrad 算法会累加之前所有的梯
度平方，而 Adadelta 算法只累加固定大小的项，并且仅存储这些项近似计算对应的平均值。
其公式如下：
（2.16）
nt = v i nt −1 + (1 − v) i g t2
η
∆θ t = −
i gt
（2.17）
nt + ∈
Adadelta 不依赖于全局学习率，训练初、中期，加速效果理想化，训练后期，反复在
局部最小值附近抖动。
RMSprop 可以算作 Adadelta 的一个特例，依然依赖于全局学习率。RMSprop 效果趋
于 Adagrad 和 Adadelta 之间，适合处理非平稳目标，适用于 RNN 的优化。
4．Adam算法
Adam（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算法本质上是带有动量项的 RMSprop 算法，它
利用梯度的一阶矩估计和二阶矩估计动态调整每个参数的学习率。其公式如下：
（2.18）
mt = µ i mt −1 + (1 − µ ) i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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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2.20）
（2.21）
（2.22）

t

2
、
其中，mt 和 nt 分别是对梯度的一阶和二阶矩估计，即对期望 E gt 和 E gt 的估计；m
t

nt 是对 mt 和 nt 的校正，近似为对期望的无偏估计。由公式可得，Adam 算法可以根据梯

度进行动态调整，对学习率有一个动态约束。
Adam 算法的优点主要在于经过偏置校正后，每一次迭代学习率都有个确定的范围，
使参数比较平稳；对内存需求较小，适用于大多数非凸优化问题，尤其适合处理大数据集
和高维空间问题。
Adamax 是 Adam 的一种变形，对学习率的上限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范围。公式如下：
nt = max(v i nt −1 , gt )

∆x = −


m
t
iη
nt + ∈

（2.23）
（2.24）

Nadam 类似于带有 Nesterov 动量项的 Adam。对学习率有了更强的约束，同时对梯度
的更新也有更直接的影响。一般而言，使用带动量的 RMSprop 或者 Adam 的情况下，大
多可以使用 Nadam 取得更好的效果。

2.2.4

归一化方法

为取得较理想的输出结果，机器学习中输入模型的数据一般希望能满足独立同分布
（i.i.d）的假设条件。但对于神经网络而言，层级的网络结构使得底层的参数更新会对高层
的输入分布产生很大的影响，故该假设条件很难满足。对此，研究者们在神经网络中引入
归一化（normalization）方法，实际上是通过采取不同的变换方式使得各层的输入数据近
似满足独立同分布假设条件，并使各层输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1．batch normalization（批次归一化）
目前一般采用 Mini-batch Gradient Decent 对深度学习进行优化，这种方法把数据分为
若干组，按组来更新参数，一组中的数据共同决定本次梯度的方向，下降时减少随机性。
另一方面因为批的样本数与整个数据集相比小很多，计算量也下降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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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 normalization 是常用的数据归一化方法，常用在卷积层后，可以用于重新调整数
据分布。
假设神经网络某层一个 batch 的输入为 X=[x0,x1,…,xn]，其中每个 xi 为一个样本，n 为
batch size 也就是样本的数量。
首先，需要求得 mini-batch 里元素的均值：
1 n
µ X = ∑ xi
（2.25）
n i =1
其次，求出 mini-batch 的方差：

σ X2 =

1 n
∑ ( xi − µ X )2
n i =1

这样就可以对每个元素进行归一化，其中 ε 是防止分母为 0 的一个常数：
x − µX
xl = i
σ X2 + ε

（2.26）

（2.27）

实际使用的时候还会配置尺度缩放和偏移操作，并且相关参数是基于具体的任务学习
得来。
2．layer normalization（层归一化）
batch normalization 方法虽然应用广泛，但在实际应用时，需要计算并保存该层神经网
络 batch 的均值和方差等信息。对于一个深度固定的神经网络（如 DNN、CNN）非常适用，
但对于深度不固定的 RNN 而言，不同的时态下需要保存不同的静态特征，可能存在一个
特殊 sequence 比其他 sequence 长很多，这样训练时计算很麻烦。
与 batch normalization 方法仅针对单个神经元不同，layer normalization 方法考虑神经
网络中一层的信息，计算该层输入的平均值和方差作为规范化标准，对该层的所有输入施
行同一个规范化操作，不受 mini-batch 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可用于 mini-batch 较小时的场
景、动态网络结构和 RNN。此外，由于无须保存 mini-batch 的均值和方差，节省了存储
空间。
layer normalization 中同一层神经元输入拥有相同的均值和方差，不同的输入样本有不
同的均值和方差。对于相似度相差较大的特征，layer normalization 方法会降低模型的表示
能力，在此情况下，选择 batch normalization 方法更优。
3．weight normalization（权重归一化）
batch normalization 和 layer normalization 方法将规范化应用于输入数据 x，weight
normalization 方法则是对权重进行规范化。即将权重向量分解为权重大小和方向两部分，
不依赖于输入数据的分布，故可应用于 mini-batch 较小的情景且可用于动态网络结构。此
外，weight normalization 方法还避免了 layer normalization 方法中对每一层使用同一个规范
化公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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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 normalization 和 layer normalization 方法属于将特征规范化，weight normalization
方法是将参数规范化。3 种规范化方式尽管对输入数据的尺度化（scale）来源不同，但其
本质上都实现了数据的规范化操作。
4．group normalization（组归一化）
group normalization 是一种新的归一化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替代 batch normalization。
该方法主要是针对后者在一个批次中样本少时表现效果差而提出的。Group normalization 根
据通道进行分组，然后在每个组内做归一化，计算其均值与方差，从而就不受批次中样本
数量的约束。随着批次中样本数量的减少，group normalization 方法的表现基本不受影响，
而 batch normalization 的性能却越来越差。

2.2.5

正则化方法

在深度学习模型中，模型参数量巨大导致容易产生过拟合。理想情况下模型的设计不
仅要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好，并且希望能在新输入的数据上能有较好的泛化效果，因此需要
引入正则化策略。
正则化是深度学习中非常重要并且能有效减少泛化误差的技术，它以增大训练误差为
代价来减少测试误差。如果在训练误差上很小，可能出现过拟合的情况，一个能够最小化
泛化误差的模型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则化。
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有效的方法防止过拟合，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下面具
体介绍。
1．参数惩罚
通过对模型参数添加惩罚参数来限制模型能力，常用的就是在损失函数基础上添加范
数约束：
（2.28）
J (θ ; X , y ) = J (θ ; X , y ) + αΩ(θ )
通常情况下，深度学习中只对权重参数 ω 添加约束，对偏置项不加约束，主要原因是
偏置项一般需要较少的数据就能精确地拟合，如果添加约束，常常会导致欠拟合。
L2 范数惩罚是常用的方法，即我们熟知的权重衰减：
1 2
（2.29）
J (ω; X , y ) = J (ω; X , y ) + ω
2
通过最优化技术，如梯度相关方法可以很快推导出参数优化公式：
ω = (1− ∈ α ) ∈ −ε∇J (ω )

（2.30）
其中，ϵ为学习率，相对于普通梯度优化公式，相当于对参数乘一个缩减因子。
L1 范数惩罚也是常用的方法：
J (ω ; X , y ) = J (ω ; X , y ) + α ω 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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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梯度方法进行求解时，参数梯度为：
∇J (ω ) = α singn(ω ) + ∇J (ω )

（2.32）

L1 约束相对于 L2 约束能够产生更加稀疏的模型，在参数 w 比较小的情况下会直接缩
减至 0，可以起到特征选择的作用，也称之为 LASSO 问题。如果从概率角度进行分析，
范数约束相当于对参数添加先验分布，其中 L2 范数相当于假定参数服从高斯先验分布，
L1 范数相当于假定参数服从拉普拉斯分布。
2．Dropout与Drop Connect
Dropout 是一类通用并且计算简洁的正则化方法，在 2014 年被提出后广泛使用。
在传统的机器学习领域，集成学习（Ensemble Methods），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方法，
它包括 Boosting、Bagging 和 Stacking 方法，被用于降低模型的泛化误差，通过合并多个
模型的结果得到更好的性能。主要的做法是分别训练几个不同的模型，然后让所有模型表
决测试样例的输出。
Dropout 则可以被认为是集成了大量深层神经网络的 Bagging 方法，提供了一种廉价
的 Bagging 集成近似方法。简单地说，Dropout 在训练过程中，随机地丢弃一部分输入，
此时丢弃部分对应的参数不会更新。这相当于是一个集成方法，将所有子网络结果进行合
并，通过随机丢弃输入可以得到各种子网络。显著降低了过拟合，同时减少训练节点提高
了算法的学习速度。
Drop Connect 可视为 Dropout 的一般化形式。在 Drop Connect 的过程中，我们将网络
架构权重的一个随机选择子集设置为 0，取代了在 Dropout 中对每个层随机选择激活函数
的子集设置为 0 的做法。由于每个单元接收来自过去层单元的随机子集的输入，Drop
Connect 和 Dropout 都可以获得有限的泛化性能。Drop Connect 和 Dropout 相似的地方在于
涉及的模型里均引入了稀疏性，但不同之处在于 Drop Connect 引入的是权重的稀疏而不是
层的输出向量的稀疏。
3．提前停止（Early Stopping）
在模型训练过程中经常出现随着不断迭代，训练误差不断减少的情况，但是验证误差
减少后开始增长。提前停止是在验证误差不再提升后，提前结束训练，而不是一直等待验
证误差到最小值。该方法不需要改变原有损失函数，简单而且执行效率高，但是需要一个
额外的空间来备份一份参数。
确定训练迭代次数后，有两种策略可以充分利用训练数据，一是将全量训练数据一起
训练一定的迭代次数；二是迭代训练流程直到训练误差小于提前停止策略的验证误差。对
于二次优化目标和线性模型，提前停止策略相当于 L2 正则化。
4．训练样本扩充
以上的 3 种方法都是显式的规整化方法，而实际上防止过拟合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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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样本，这是隐式的规整化方法，训练集合越大过拟合概率越小。数据集合扩充是一个省
时有效的方法，在不同领域具体方法不同。
在图像领域，常用的方法是将图片进行旋转、缩放等，后面会详细介绍。语音识别中
则是对输入数据添加随机噪声，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常用思路则是进行近义词替换。
本章从深度学习优化框架和深度学习模型优化中的激活函数、正则化、优化方法等方
面，介绍了如何优化一个深度学习系统的基础部分，后面的章节将会针对深度学习图像处
理领域的各个方面，理论结合实例进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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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深度学习系统的输入，对深度学习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很容易被很
多人忽视，尤其是缺少实战经验的学习人员。关于深度学习中的数据集，目前缺乏系统性
的相关资料，因此本章先系统地介绍深度学习中的数据集，从数据与深度学习的关系、几
大重要方向的数据集、数据的增强方法及数据标注和整理等方面进行讲解。
本章将从以下 4 个方面详解深度学习中的数据问题。
 3.1 节讲述深度学习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数据集，同时展示并分析数据集对深度学习的
重要性。
 3.2 节讲述几大重要发展方向中的数据集。
 3.3 节讲述数据增强的方法。
 3.4 节讲述数据的收集整理及标注的相关问题。

3.1

深度学习通用数据集的发展

本节将重点阐述 5 个最常用的数据集，它们对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发展，通用的分类、
分割、目标检测任务的评测等具有其他数据集不可比拟的优势。

3.1.1

MNIST 数据集

MNIST 数据集地址为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发布于 1998 年。
如果说 LeNet 网络是深度学习的 hello world，那么 MNIST 就是深度学习数据集里的
hello world。作者为 Yann Lecun、Y.Bengio 和 Patrick Haffner，前两位是目前公认的深度
学习复兴的“先驱”。
MNIST 是一个手写数字的数据集，来自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样本来自 250 个不同人的手写数字，其中，50%是
高中学生，50%是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数字从 0～9，图片大小是 28×28 像素，训练
数据集包含 60000 个样本，测试数据集包含 10000 个样本。
MNIST 数据集由 Chris Burges 和 Corinna Cortes 搜集，他们在票据等图像中裁剪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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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将其放在 20×20 像素的框中，并保持了长宽比例，然后放在 28×28 像素的背景中，
这也是研究员 Lecun 提供的数据集版本，数字的重心在图的正中间。
原始的 20×20 像素的数字是二值图，在经过插值后放在 28×28 像素的背景下成了灰
度图。在 LeNet5 网络中使用的输入是 32×32 像素，远大于数字本身尺度的最大值，也就
是 20×20 像素。这是因为对于分类来说潜在的重要笔触信息，经过若干卷积后需要在最
高层的检测子的感受野中心才能被有效地检测到，而 LeNet-5 经历了两个 5×5 的卷积，
并且没有补 0 填充操作，最后卷积层的特征图大小 10×10 正好能够覆盖原图正中间 20×
20 的区域。

3.1.2

CIFAR10 和 CIFAR100 数据集

CIFAR10 和 CIFAR100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s.toronto.edu/~kriz/cifar.html，发布
于 2009 年。
CIFAR10 和 CIFAR100 数据集由 Alex Krizhevsky、Vinod Nair 和 Geoffrey Hinton 等人
收集。Alex Krizhevsky 后来提出了经典的神经网络 AlexNet，是深度学习复兴的里程碑；
Hinton 则与 3.1.1 节中提到的 Yann Lecun 和 Y.Bengio 3 人并称为“深度学习三巨头”，可
见研究员们在早期都做了非常重要的数据整理工作。
MNIST 数据集有几个缺陷：
 只有灰度图像；
 类别少、多样性低，只是手写数字；
 并非真实数据，没有真实数据的统计特性。
将 MNIST 数据集用于评估越来越深的神经网络当然不太恰当，因此需要更大的、真
实的彩色数据集，需要更好的多样性。
CIFAR10 被适时地整理出来，这也是一个只用于分类的数据集，是 Tiny 数据集的子
集。后者是通过选取 WordNet 中的关键词，从 Google、Flick 等搜索引擎中爬取再经过去
重后得到的。
CIFAR10 数据集共有 6 万张彩色图像，图像大小是 32×32，共有 10 个类，每类有 6000
张图。其中，5 万张图组成训练集合，训练集合中的每一类均等，都有 5000 张图，剩余
的 1 万张图作为测试集合，测试集合中的每一类也均等，各有 1000 张图。
CIFAR10 里的图片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
 都是真实图片而不是手稿等；
 图中只有一个主体目标；
 可以有部分遮挡，但是必须可辨识，这可以成为以后整理数据集的参考。
可以看出，CIFAR10 数据集有点类似于类别多样性得到了扩充的 MNIST 彩色增强版，
图像大小差不多，数据集大小也一样，类别也相等。
CIFAR10 数据集的 10 个类别分别是 airplane、automobile、bird、cat、deer、dog、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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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e、ship 和 truck。其中，airplane、automobile、ship 和 truck 类都是交通工具类图像，
bird、cat、deer、dog、frog 和 horse 都是动物类图，可以认为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物种，这
些都是从语义上完全可以区分的对象，因此 CIFAR10 的分类任务可以看作是一个跨物种
语义级别的图像分类问题，类间方差大、类内方差小。
CIFAR100 数据集则包含 100 个小类，每个小类包含 600 个图像，其中有 500 个训练
图像和 100 个测试图像。与 CIFAR10 数据集不同的是，100 个类被分组为 20 个大类，而
每一个大类又可以细分为子类，
因此每个图像带有 1 个小类的 fine 标签和 1 个大类的 coarse
标签。大类之间没有重叠容易区分，但是小类之间会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第一个大类 aquatic mammals 为例，它是水生哺乳动物分类，包括 beaver（河狸）、
dolphin（海豚）、otter（水獭）、eal（海豹）、whale（鲸鱼），这些从外观看都是非常
相似的物种，对分类模型会提出比 CIFAR10 更高的挑战。

3.1.3

PASCAL 数据集

PASCAL 数据集地址为 http://host.robots.ox.ac.uk/pascal/VOC/，初始发布于 2005 年，
至 2012 年止。
The PASCAL Visual Object Classes（VOC）项目是由 Mark Everingham 等人牵头举办
的比赛，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比赛，从 2005 年开始到 2012 年结束。它起初主要用于
Object detection（目标检测），最后包含了 5 个比赛，分别是 Classification、Detection、
Segmentation、Action classification 和 Person layout。
PASCAL 的全称是 Pattern Analysis，Statistical Modelling and Computational Learning，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计算机视觉方向用于模式分析和统计建模的数据集。
2005 年发布的 PASCAL 数据集只有 4 类，即 bicycles、cars、motorbikes 和 people，
共 1578 张图片。到 2007 年增加到了 20 类，图都是来源于图片社交网站 Flickr，共 9963
张图、24640 个标注目标。
从 2007 年开始 PASCAL 数据集中引进了图像分割的标注和人体结构布局的标注，
2010 年引进了行为分类标注。从 2007 年开始，PASCAL 数据集中使用 Average Precision
替换掉了 ROC 曲线下面的 AUC（Area Under Curve），提高了评估算子的敏感性，因为
在 VOC 2006 中很多方法的 AUC 超过了 95%，不好进一步区分算法的能力。此后要想获
得高的指标，必须要在各种 Recall 级别下保证精度，这也就意味着仅以很高精度召回部分
样本的算法评测指标下降，这对于样本数量不均衡的数据集评测效果更好。

3.1.4

ImageNet 数据集

ImageNet 数据集地址为：http://www.image-net.org/，2009 年由李飞飞实验室发布。
ImageNet 数据集是李飞飞实验室主导的一个项目，目标是构建一个计算机视觉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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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据库，关键词从 WordNet 中选取。完整的 ImageNet 数据集有 1400 多万幅图片，涵
盖 2 万多个类别的标注与超过百万的边界框标注，每一个类别大约有 500～1000 张图片，
标注采用了亚马逊的众包平台，这个平台之后被用于构建各种数据集。
2009 年 CVPR 会议室李飞飞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ImageNet 数据集，此后从 2010 年到
2017 年共举办了 8 届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即业界熟知的 ILSVRC 比
赛，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目标定位单元。
在最开始的时候，ImageNet 是一个连经费都申请不到的整理数据的项目，为很多专注
于算法研究的学术人员“不耻”，但科技公司的竞赛热情及数据集史无前例的多样性，让
陷身于过拟合的算法从数据集本身看到了新的出路，之后极大地推进了计算机视觉任务的
发展。
由于类别多，ImageNet 不可能像 MNIST 数据集整理过程中那样简单地将所有图片分
成互不相干的 10 类，而是采用了 WordNet 中树形结构的组织方式。比如从哺乳动物关键
词开始整理，然后不断细分为有胎盘的哺乳动物→肉食动物→犬科动物→狗→工作中的狗
→哈士奇。
ImageNet 竞赛使用的是 ImageNet 完整数据集的一个子类，包括 1000 类，其中大部分
是动物。在深度学习任务中，我们经常会使用 ImageNet 预训练的模型，不过大部分人未
必了解 ImageNet 数据集的构建过程和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详细了解。

3.1.5

Microsoft COCO 数据集

Microsoft COCO 数据集地址为 http://cocodataset.org/，发布于 2014 年，由微软亚洲研
究院整理。
Microsoft COCO 数据集是对 PASCAL VOC 和 ImageNet 数据集标注而诞生的，同样
可以用于图像分类、分割和目标检测等任务，共 30 多万的数据。COCO 数据集分为 91 个
类，以 4 岁小孩能够辨识为基准，其中有 82 个类超过 5000 个 instance（instance 即同一个
类不同的个体，比如图像中不同的人）。
从 COCO 的全称 Common Objects in Context 可以看出，这个数据集以场景理解为目
标，特别是选取比较复杂的日常场景，相比于 PASCAL VOC 项目的建立是为了推进目标
检测任务，COCO 的建立则是为了推进自然背景下的定位与分割任务，因此图像中的目标
通过非常精确的分割掩模来进行位置的标定。
Microsoft COCO 数据集的建立是为研究以下 3 个问题：
 non-iconic views；
 contextual reasoning between objects；
 precise 2D localization。
第 1 个问题，要求数据集中的图像，尽量不要只是包括一个大的目标或者一个空的场
景，而是两者都有，保证场景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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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问题就是场景的覆盖性，需要广而且足够复杂，数据集总共有 328000 个图像
和 2500000 个标注。与 ImageNet 和 SUN 数据集（另一个场景分类数据集）相比，类别数
目更少，但是每一个类别的 instance 更多，这其实是有利于目标定位任务的，因为多样性
更好。对比 PASCAL VOC，COCO 数据集则要大得多，有更多类和 instance。
第 3 个问题是精确定位，要求分割的标注结果非常精确，定位的边框也是从分割掩膜
生成而不是直接画框标注，保证了极高的精度。
总地来说，COCO 数据集相对于 ImageNet 和 PASCAL VOC 是一个更难的数据集，因
此在相关任务上需要多关注、比较。
至此介绍了 5 个经典的数据集，它们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基准数据集，
它们的发展遵循以下两个重要的原则：


数据集规模从小到大，从最开始 MNIST 数据集的 60000 张图，到 ImageNet 数据
集超过 1000 万张图像，增大了几个数量级，而且图像的大小也增加了。大规模数
据集的多样性对深度学习模型的泛化能力至关重要，这是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发展
的前提。



从简单到复杂，从最简单的 10 个分类的手写数字，到 100 个类，再到 1000 个类的
自然图像；从简单的场景到复杂的场景，数据集的难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贴近实
际场景，给深度学习算法在工业界稳定落地提供了测试标准。

数据集的发展，也催生出了 LeNet5、AlexNet 和 ResNet 等经典的深度学习模型，在
整个深度学习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3.2

常见的计算机视觉任务数据集

上节提到数据是深度学习发展的关键，本节将选取几个重要的任务，对其常用的数据
集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笔者选择了人脸、自动驾驶和医学 3 个方向，这 3 个方向是计
算机视觉任务中最成功也是最有价值的落地方向。

3.2.1

人脸数据集

人脸图像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研究历史最久，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图像。从人脸检测、
人脸识别和人脸的年龄表情等属性识别，到人脸的三维重建等，都有非常多的数据集被不
断地整理提出，极大地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这里我们从人脸检测、关键点检测、人脸识别、人脸表情、人脸年龄和人脸三维重建
等几个方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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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脸检测数据集
所谓人脸检测任务，就是要定位出图像中人脸的大概位置。以 Face++的开源 API 为
例，网址为 https://www.faceplusplus.com.cn/face-detection/，提交一张人脸图像，其检测结
果如图 3.1 所示。
通常检测完之后根据得到的框图再进行特征的提取，包括关键点等信息，如图 3.2 所
示，然后再做一系列后续的分析。

图 3.1

人脸检测结果

图 3.2

人脸检测提取出的脸部和关键点信息

（1）Caltech 10,000 Web Faces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vision.caltech.edu/Image_Datasets/Caltech_10K_WebFaces/，
发布于 2007 年。Caltech 10,000 Web Faces 是一个灰度人脸数据集，使用 Google 图片搜索
引擎用关键词爬取所得，包含了 7092 张图、10524 张人脸图，平均分辨率在 304×312 像
素。除此之外还提供眼睛、鼻子和嘴巴共 4 个坐标位置，在早期被较多地使用，现在的方
法已经很少用灰度数据集做评测。
（2）AFW 数据集
AFW 数据集发布于 2013 年，目前官网数据链接已经失效，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
AFW 数据集是人脸关键点检测早期使用的数据集，共包含 205 个图像，其中有 473 个标
记的人脸图像。每一个人脸图像都提供了方形边界框，有 6 个关键点和 3 个姿势角度的
标注。
（3）FDDB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vis-www.cs.umass.edu/fddb/index.html，发布于 2010 年，是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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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人脸检测方法评测的一个数据集。FDDB（Face Detection Data Set and Benchmark）的
提出是用于研究无约束人脸检测，无约束指的是人脸表情、尺度、姿态和外观等具有较大
的可变性。FDDB 的图片都来自于 Faces in the Wild 数据集，图片来源于美联社和路透社
的新闻报道图片，因此大部分都是名人，而且是自然环境下拍摄的，共 2845 张图像，里
面有 5171 张人脸图像。
通常，人脸检测数据集的标注采用的是矩形标注，即通过矩形将人脸的前额、脸颊和
下巴通过矩形包裹起来，但是由于人脸是椭圆状的，因而不可能给出一个恰好包裹整个面
部区域而无干扰的矩形。
在 FDDB 当中采用了椭圆标记法，它可以适应人脸的轮廓。具体来说，每个标注的椭
圆形人脸由 6 个元素组成，即(ra, rb, θ, cx, cy, s)，其中 ra 和 rb 是椭圆的半长轴、半短轴，
cx 和 cy 是椭圆的中心点坐标，θ 是长轴与水平轴夹角（头往左偏，θ 为正，头往右偏，θ
为负），s 则是置信度得分。标注的结果是通过多人独立完成标注之后取标注的平均值，
而且排除了以下的样本：
 长或宽小于 20 个像素的人脸区域；
 设定一个阈值，将像素低于阈值的区域标记为非人脸；
 远离相机的人脸区域被标记为非人脸；
 人脸被遮挡，两个眼睛都不在区域内的标记为非人脸。
（4）WIDER Fac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mlab.ie.cuhk.edu.hk/projects/WIDERFace/，发布于 2015 年。由于
FDDB 评测标准只有几千张图像，这样的数据集在人脸的姿态、尺度、表情、遮挡和背景
等多样性上非常有限，训练出来的模型难以被很好地评判，算法很快就达到了饱和。在这
样的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提出了 WIDER Face 数据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型互联网
公司和科研机构都在 WIDER Face 上做人脸检测算法竞赛。
WIDER Face 总共有 32203 张图像，共有 393703 张人脸图像，比 FDDB 数据集大 10
倍，而且在面部的尺寸、姿势、遮挡、表情、妆容和光照上都有很大的变化，算法不仅标
注了框，还提供了遮挡和姿态的信息，自发布后广泛应用于评估性能比传统方法更强大的
卷积神经网络。
（5）MALF 数据集
数 据 集 地 址 为 http://www.cbsr.ia.ac.cn/faceevaluation/ ， 发 布 于 2015 年 ， 全 称 为
Multi-Attribute Labelled Faces。MALF 数据集是为了更加细粒度地评估野外环境中人脸检
测模型而设计的数据库。数据主要来源于 Internet，包含 5250 个图像，11931 个人脸图像。
每一幅图像均包含正方形边界框和头部姿态的俯仰程度（包括小、中、大 3 个等级的标注）。
该数据集忽略了小于 20×20 像素或者非常难以检测的人脸，共包含大约 838 个人脸图像，
占该数据集的 7%，同时该数据集还提供了性别、是否带眼镜、是否遮挡、是否是夸张的
表情等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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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点检测
检测到人脸后，通常需要定位出图像的轮廓关键点，关键点是人脸形状的稀疏表示，
在人脸跟踪、美颜等任务中都很重要。关键点检测已经从最初的 5 个关键点发展到了目前
超过 200 个关键点的标注。
（1）XM2VTS、AR、FRGC-V2、LFPW、Helen、iBug 和 AFw 数据集
首先集中介绍一些比较小和比较老的数据集，AFW 数据集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不
再赘述。
XM2VTS 数据集发布于 1999 年，网址为 http://www.ee.surrey.ac.uk/CVSSP/xm2vtsdb/，
包含 295 个人脸图像，其中有 2360 张正面图，标注了 68 个关键点，大部分的图像是无表
情的，而且是在同样的光照环境下。
AR 人脸数据库发布于 1998 年，网址为 http://www2.ece.ohio-state.edu/~aleix/ARdatabase.html，
包括 126 个人脸图像，超过 4000 张图，标注了 22 个关键点。
LFPW 人脸数据库发布于 2011 年，网址为 https://neerajkumar.org/projects/face-parts/，
包括 1432 张图像，标注了 29 个关键点。
Helen 人脸数据库发布于 2012 年，网址为 http://www.ifp.illinois.edu/~vuongle2/helen/，
包括训练集和测试集，测试集包含了 330 张人脸图像，训练集包括了 2000 张人脸图像，
都被标注了 68 个特征点。
iBug 人脸数据库发布于 2013 年，网址为 https://ibug.doc.ic.ac.uk/resources/facial-pointannotations/，这是随着 300W 一起发布的数据集，包含了 135 张人脸图像，每张人脸图像
被标注了 68 个特征点。
（2）AFLW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tugraz.at/institute/icg/research/team-bischof/lrs/downloads/aflw/，
AFLW（Annotated Facial Landmarks in the Wild）是一个包括多姿态、多视角的大规模人脸
数据库，一般用于评估面部关键点检测效果，图片来自于 Flickr。总共有 21997 张图像，
25993 张面孔图，每张人脸标注了 21 个关键点，共约 38 万个关键点，由于是肉眼标记，
不可见的关键点不进行标注。
除了关键点之外，AFLW 数据集还提供了矩形框和椭圆框的脸部位置标注，其中椭圆
框的标注方法与 FDDB 数据集相同。另外还有从 3D 人脸重建提供的 3D 人脸姿态平均角
标注。
AFLW 数据集中的大部分图像是彩色图，也有少部分是灰度图，59%为女性，41%为
男性，非常适合做多角度多人脸检测、关键点定位和头部姿态估计，是关键点检测领域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集。
（3）300W 数据集，300W 挑战赛与 300VW 数据集，300VW 挑战赛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ibug.doc.ic.ac.uk/resources/300-W/，发布于 2013 年，包含了 300
张室内图和 300 张室外图，其中数据集内部的表情、光照条件、姿态、遮挡和脸部大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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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常大，是通过 Google 搜索 party、conference 等较难场景搜集而来。该数据集标注了
68 个关键点，一定程度上在这个数据集能取得好结果的，在其他数据集也能取得好结果。
300W 挑战赛是非常有名的用于评测关键点检测算法的基准，2013 年在 ICCV 举办了
第一次人脸关键点定位竞赛。300W 挑战赛所使用的训练数据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
数据集，它采用了半监督的标注工具，将 AFW、Helen、iBug、LFPW 和 XM2VTS 等数据
集进行了统一标注后得到的，关键信息是 68 个点。
2015 年，ICCV 拓展成了视频标注，即 300 Videos in the Wild（300-VW），数据集地
址为 https://ibug.doc.ic.ac.uk/resources/300-VW/，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
（4）MTFL/MAFL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mlab.ie.cuhk.edu.hk/projects/TCDCN.html，发布于 2014 年，这
里包含了两个数据集。Multi-Task Facial Landmark（MTFL）数据集包含了 12995 张人脸图
像，5 个关键点标注，另外也提供了性别、是否微笑、是否佩戴眼镜及头部姿态的信息。
Multi-Attribute Facial Landmark（MAFL）数据集则包含了 20000 张人脸图像，5 个关键点
标注与 40 个面部属性，实际上 MAFL 被包含在了 Celeba 数据集中，该数据集后面将会介
绍。这两个数据集都使用 TCDCN 方法将其拓展到了 68 个关键点的标注。
（5）WFLW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ywu.github.io/projects/LAB/WFLW.html。WFLW 数据集中包含
了 10000 张人脸图像，其中 7500 张用于训练、2500 张用于测试，共 98 个关键点。除了
关键点之外，还有遮挡、姿态、妆容、光照、模糊和表情等信息的标注。
由于人脸关键点是整个人脸任务中非常基础和重要的，因而在工业界有更多的关键点
标注，因为商业价值的因素，这些数据集一般不会公开。
3．人脸识别
人脸检测和关键点检测都是比较底层的任务，而人脸识别是更高层的任务，它就是要
识别出检测出来的人脸是谁、完成身份比对等任务，这也是人脸领域里被研究最多的任务。
（1）FERET 人脸数据库
数据库地址为 http://www.nist.gov/itl/iad/ig/colorferet.cfm，发布于 1993～1996 年，由
FERET 项目创建，包含 14051 张多姿态、不同光照的灰度人脸图像，每幅图中均只有一
个人脸，在早期的人脸识别领域应用中非常广泛。
（2）Yale 人脸数据库与 Yale 人脸数据库 B
数据集地址为 http://vision.ucsd.edu/~iskwak/ExtYaleDatabase/Yale%20Face%20Database.htm。
Yale 人脸数据库与 Yale 人脸数据库 B 分别发布于 1997 年和 2001 年，这是两个早期
的灰度数据集。Yale 人脸数据库由耶鲁大学计算视觉与控制中心创建，包含 15 位志愿者
的 165 张图片，其中有光照、表情和姿态的变化信息。
注：300W 和 300VW 分别指图像和视频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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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将其拓展到 Yale 人脸数据库 B，包含了 10 个人的 5760 幅多姿态、多光照的图
像，具体包括 9 个姿态、64 种光照变化，并且在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采集的。
虽然每个人的图像很多，但是由于采集人数较少，该数据库的进一步应用受到了比较大的
限制。
（3）CAS-PEAL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jdl.ac.cn/peal/，发布于 2008 年，CAS-PEAL 数据集是中国科
学院收集建立的，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大规模的中国人脸数据集用于训练和评估对应东方
人的算法，有灰度图和彩色图两个版本。目前，CAS-PEAL 人脸数据库由 1040 个人（595
名男性和 445 名女性）的 99594 张图像组成，在特定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姿势、表情、照明
条件、及是否佩戴眼镜等信息。对于每个被拍摄的人，通过 9 个相机来同时捕获不同姿态
的图像，平均每一个人采集了约 900 张图像。
（4）LFW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vis-www.cs.umass.edu/lfw/index.html#download，发布于 2007 年。
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LFW）是为了研究非限制环境下的人脸识别问题而建立的，这
是早期重要的测试人脸识别的数据集，所有的图像都必须能够被经典的人脸检测算法 VJ
算法检测出来。
LFW 数据集包含全世界知名人士中 5749 个人的 13233 张图像，其中，1680 人有 2
张或 2 张以上的人脸图片。它是在自然环境下拍摄的，因此包含不同背景、朝向、面部表
情，且每个图像都被归一化到 250×250 大小。
（5）CMU PIE 与 Multi-PIE 人脸数据集
CMU PIE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ri.cmu.edu/publications/the-cmu-poseillumination-and-expression-pie-database-of-human-faces/。
Multi-PIE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s.cmu.edu/afs/cs/project/PIE/MultiPie/Multi-Pie/
Home.html。
CMU PIE 数据集发布于 2000 年，PIE 就是姿态（Pose）、光照（Illumination）和表
情（Expression）的缩写。包含 68 位志愿者的 41368 张图，每个人有 13 种姿态条件、43
种光照条件和 4 种表情，其中的姿态和光照变化图像也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采集的，
它在推动多姿势和多光照的人脸识别研究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不过仍然存在模式
单一、多样性较差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09 年建立了 Multi-PIE 数据集，
它包含 337 个人，在 15 个角度、19 个照明条件和不同的表情下记录的，最终超过 75 万
张图像。由于图像质量较高，原始的图片大小超过了 300GB，需要购买才可看。
（6）Pubfig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s.columbia.edu/CAVE/databases/pubfig/，发布于 2010 年。
Pubfig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公众人物脸部数据集，包含有 200 个人的 58797 张人脸图像，主
要用于非限制场景下的人脸识别。与 LFW 相比，这个数据集更大，但是人很少，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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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有很多。
（7）MSRA-CFW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research/project/msra-cfw-data-set-of- celebrityfaces-on-the-web/?from=http%3A%2F%2Fresearch.microsoft.com%2Fen-us%2Fprojects%2Fmsra-cf
w%2F，发布于 2012 年，由微软亚洲研究院收集整理，包含 1583 个人的 202792 张图像，
采用了自动标注的方法。
（8）CASIA-WebFac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classif.ai/dataset/casia-webface/，发布于 2014 年，是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李子青实验室开放的国内非常有名的数据集，包含 10575 个人的 494414
张图像。
（9）Celeba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mlab.ie.cuhk.edu.hk/projects/CelebA.html，发布于 2015 年，是由
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实验室发布的大型人脸识别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 10177 个名人
的 202599 张人脸图片，人脸属性有 40 多种，包括是否戴眼镜、是否微笑等，主要用于人
脸属性的识别。
（10）FaceScrub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vintage.winklerbros.net/facescrub.html，发布于 2016 年，总共包含
了 530 个人的 106863 张图片，其中，男性和女性各 265 人，每个人大概 200 张图。
（11）UMDFaces 人脸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umdfaces.io/，发布于 2016 年。UMDFaces 数据集有静态图
和视频两部分，其中静态图包含 8277 个人的 367888 张脸部图，视频包含 22075 个视频中
的 3107 个人的 3735476 张图，同时标注了 21 个关键点、性别信息以及人的 3 个姿态。
（12）MegaFace 人脸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egaface.cs.washington.edu/dataset/download.html，发布于 2016 年。
MegaFace 数据集包含 100 万张图片，共 69 万个不同的人，所有数据都是华盛顿大学
从 Flickr 组织收集而来，这是第一个在 100 万规模级别中的面部识别算法测试基准，现有
脸部识别系统仍难以准确识别超过百万的数据量。为了比较现有公开脸部识别算法的准确
度，华盛顿大学在 2017 年底开展了一个名为 MegaFace Challenge 的公开竞赛，这个项目
旨在研究当数据库规模提升数个量级时，现有的脸部识别系统能否维持可靠的准确率。
（13）MS-Celeb-1M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msceleb.org/，发布于 2016 年，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图像识别赛事之一，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发起，每年定期举办。参赛队伍被要求
基于微软云服务，搭建包括人脸检测、对齐、识别完整的人脸识别系统，而且识别系统必
须先通过远程实验评估。
训练集合包含大概 10M（1000 万）张图片，具体的操作是从 1M 个名人中，根据他
们的受欢迎程度，选择 100k 个人。然后利用搜索引擎，每人搜大概 100 张图片，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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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100=10M 张图片。测试集包括 1000 个名人，他们来自于 1M 个明星中随机挑选，
每个名人大概有 20 张图片，都是网上搜索不到的图片。

注：这里 M 表示百万，K 表示个。
（14）VGG Face 与 VGG Face2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robots.ox.ac.uk/~vgg/data/vgg_face2/。
VGG 人脸数据集包括 2622 个对象且每个对象拥有约 1000 幅静态图像。数据集由牛
津大学 VGG 视觉组发布于 2017 年，包含了 9131 个人的 3.31 百万张图片，平均每个人有
362.6 张图。这个数据集人物 ID 较多，且每个 ID 包含的图片个数也较多，该数据集覆盖
了大范围的姿态、年龄和种族，其中约有 59.7%的男性。除了身份信息之外，数据集还包
括人脸框、5 个关键点，以及估计的年龄和姿态。
（15）IMDB-Fac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github.com/fwang91/IMDb-Face#data-download，发布于 2018 年，
包含 59 万人、1700 万张图。
（16）YouTube Faces DB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s.tau.ac.il/~wolf/ytfaces/results.html，发布于 2011 年，这是
一个视频数据集，也是用来做人脸验证的。它包含了 1595 个人的 3425 段视频，最短的为
48 帧，最长的为 6070 帧。和 LFW 数据集不同的是，在这个数据集下，算法需要判断两
段视频里是不是同一个人，有不少在照片上有效的方法，在视频上可能会失败。
（17）IARPA Janus Benchmark（IJB）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iarpa.gov/index.php/research-programs/janus。
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NIST）在 2015 年召开的 CVPR 上发布了 The IARRA Janus
Benchmark A（IJB-A）人脸验证与识别数据集，IJB-A 数据集包含来自 500 个对象的 5396
幅静态图像和 20412 帧的视频数据。被拍摄者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种族，具有广
泛的地域性。数据是在完全无约束环境下采集的，很多被拍摄者的面部、姿态变化巨大，
光照变化大拥有不同的图像分辨率。
另外，数据集引入了“模板”的概念，即在无约束条件下采集的所有感兴趣面部媒体
的一个集合，这个媒体集合不仅包括被拍摄者的静态图像，也包括视频片段。因此一个模
板代表一个集合，最终的人脸验证与识别不是基于单个图像，而是基于集合对集合。
2017 年迭代到 IARPA Janus enchmark B，2018 年迭代到 IARPA Janus Benchmark C，
这是业界非常有难度的人脸识别竞赛。
人脸识别虽然在百万级别的数据集如 MegaFace 等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是
在现实世界中面临各种姿态、分辨率和遮挡等问题，仍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4．人脸表情
人脸表情识别（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FER）是人脸属性识别技术中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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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在人机交互、安全控制、直播娱乐、自动驾驶等领域都非常有应用价值。
（1）The Japanese Female Facial Expression（JAFFE）Database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kasrl.org/jaffe.html，于 1998 年发布，是早期比较小的数据
库，该数据库是由 10 位日本女性在实验环境下根据指示做出的各种表情，再由照相机拍
摄获取的人脸表情图像。整个数据库一共有 213 张图像，10 个女性中每个人做出 7 种表
情，这 7 种表情分别是 Sad、Happy、Angry、Disgust、Surprise、Fear、Neutral，每组大概
20 张样图。
（2）KDEF（Karolinska Directed Emotional Faces）数据集
KDEF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emotionlab.se/kdef/，发布于 1998 年，最初是被开发
用于心理和医学研究，主要用于知觉、注意力、情绪和记忆等实验。在创建数据集的过程
中，特意使用比较均匀、柔和的光照，被采集者身穿统一的 T 恤颜色。该数据集包含 70
个人，其中有 35 个男性、35 个女性，年龄在 20 岁至 30 岁之间，没有胡须、耳环或眼镜，
且没有明显的浓妆。7 种不同的表情，每个表情有 5 个角度，总共 4900 张彩色图，尺寸
为 562×762 像素。
（3）GENK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plab.ucsd.edu，发布于 2009 年。GENKI 数据集是由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机器概念实验室收集，该数据集包含 GENKI-R2009a、GENKI-4K 和 GENKI-SZSL
3 个部分。GENKI-R2009a 包含 11159 个图像，GENKI-4K 包含 4000 个图像，分为“笑”
和“不笑”两种，每个图片拥有不同的尺度大小、姿势、光照变化、头部姿态，可专门用
于做笑脸识别。这些图像包括广泛的背景、光照条件、地理位置、个人身份和种族等。
（4）RaFD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socsci.ru.nl:8180/RaFD2/RaFD?p=main，发布于 2010 年。该
数据集是 Radboud 大学 Nijmegen 行为科学研究所整理的，这是一个高质量的脸部数据库，
总共包含 67 个模特，其中有 20 名白人男性成年人、19 名白人女性成年人、4 个白人男孩、
6 个白人女孩、18 名摩洛哥男性成年人。数据集中共有 8040 张图，包含 8 种表情，即愤
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惊奇、蔑视和中性表情，每一种表情包含 3 个不同的注视
方向，且使用 5 个相机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拍摄。
（5）Cohn-Kanade AU-Coded Expression Databas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pitt.edu/~emotion/ck-spread.htm，发布于 2010 年。这个数据
库是在 Cohn-Kanade Dataset 的基础上扩展来的，它包含 137 个人的不同人脸表情视频帧。
这个数据库比 JAFFE 要大很多，而且也可以免费获取，包含表情的标注和基本 Action Units
的标注。
（6）Fer2013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kaggle.com/c/challenges-in-representation-learning-facial-expressionrecognition-challenge/data，发布于 2013 年。该数据集包含共 26190 张 48×48 灰度图，图片
的分辨率比较低，共 7 种表情，分别为 Anger（生气）、Disgust（厌恶）、Fear（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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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开心）、Sad（伤心）、Surprised（惊讶）和 Normal（中性）。
（7）RAF（Real-world Affective Faces）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whdeng.cn/RAF/model1.html，发布于 2017 年，总共包含
29672 张图片，其中有 7 个基本表情和 12 个复合表情，而且每张图还提供了 5 个精确的
人脸关键点，以及年龄范围和性别标注。
（8）EmotioNet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cbcsl.ece.ohio-state.edu/EmotionNetChallenge/，发布于 2017 年，共
95 万张图，其中包含基本表情、复合表情，以及表情单元的标注。
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申请的数据集如 SCFace 等就不再介绍了。表情识别目前的关注点
已经从实验室环境下转移到了具有挑战性的真实场景条件下，研究者们开始利用深度学习
技术来解决如光照变化、遮挡和非正面头部姿势等问题，但仍然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另一方面，尽管目前表情识别技术被广泛研究，但是我们所定义的表情只涵盖了特定种类
的一小部分，尤其是面部表情，而实际上人类还有很多其他的表情。表情的研究相对于颜
值、年龄等要难得多，应用也要广泛得多，相信这几年会不断出现有意思的应用。
5．人脸年龄与性别、颜值
人脸的年龄和性别识别在安全控制和人机交互领域有非常广泛的使用，而且由于人脸
的差异性，人脸的年龄估计仍然是一个难点。
（1）FGnet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prima.inrialpes.fr/FGnet/html/benchmarks.html，发布于 2000
年，是第一个意义重大的年龄数据集，包含了 82 个人的 1002 张图，年龄范围从 0～69 岁。
（2）CACD2000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bcsiriuschen.github.io/CARC/，发布于 2013 年，是一个名人数据集，
包含了 2000 个人的 163446 张名人图片，范围是从 16～62 岁的人。
（3）Adienc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openu.ac.il/home/hassner/Adience/data.html#frontalized，发布
于 2014 年，是采用 iPhone 5 或更新的智能手机拍摄的数据，共 2284 个人，26580 张图像。
它的标注采用的是年龄段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年龄，年龄段为 0～2、4～6、8～13、15～
20、25～32、38～43、48～53 和 60+。
（4）IMDB-WIK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data.vision.ee.ethz.ch/cvl/rrothe/imdb-wiki/，发布于 2015 年。
IMDB-WIKI 人脸数据库是由 IMDB 数据库和 Wikipedia 数据库组成，其中，IMDB 人
脸数据库包含了 460723 张人脸图片，而 Wikipedia 人脸数据库包含了 62328 张人脸数据库，
总共有 523051 张人脸数据。IMDB-WIKI 数据集中都是从 IMDB 和维基百科上爬取的名人
图片，根据照片拍摄时间戳和出生日期计算得到的年龄信息及性别信息，对于年龄识别和
性别识别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目前年龄和性别识别最大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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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RPH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faceaginggroup.com/morph/，发布于 2017 年，包括 13000 多
个人的 55000 张图像，年龄范围是从 16～77 岁。
6．人脸姿态与3D数据集
人脸姿态估计在考勤、支付及各类社交应用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三维人脸重建在
大姿态人脸关键点的提取、表情迁移等领域有非常重大的研究意义，也是目前人脸领域的
研究重点。
（1）3DMM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faces.dmi.unibas.ch/，发布于 1999 年，是随着著名的 3DMM 模型
一起诞生的数据集，通过结构光和激光进行采集，未处理前每一个 3D 模型由 70000 个点
组成，处理后由 53490 个点组成。
在数据库的处理过程中，将所有模型的每一个点的位置都进行了精确的一一匹配，也
就是说，每一个点都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可能有右嘴角，可能是鼻尖。
数据集包含 100 个男性和 100 个女性的 3D 扫描数据，是人脸三维重建领域影响最大
的数据集，堪称 3D 人脸领域的“hello world”。在该数据集中还标注了表情系数、纹理
系数、68 个关键点的坐标，以及相机的 7 个坐标。
（2）Bosphorus Databas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bosphorus.ee.boun.edu.tr/default.aspx，发布于 2009 年，是一个研
究三维人脸表情的数据集，通过结构光采集。数据集中包含 105 个人、4666 张人脸图像，
每个人脸图像有 35 种表情和不同的仿真姿态。
（3）Biw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vision.ee.ethz.ch/datasets/b3dac2.en.html，发布于 2010 年，包
含 1000 个高质量的 3D 扫描仪和专业麦克风采集的 3D 数据，其中有 14 个人（6 个男性、
8 个女性）。数据采集以每秒 25 帧的速度获取密集的动态面部扫描。
（4）Head Pose Imag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prima.inrialpes.fr/perso/Gourier/Faces/HPDatabase.html，发布
于 2013 年，为灰度图数据集，于实验室中采集，标注包括垂直角度和水平角度。数据集
包括 5580 张图，其中有 372 个人，每人有 15 张图。
（5）Biwi kinect_headpos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data.vision.ee.ethz.ch/cvl/gfanelli/head_pose/head_forest.html，发布
于 2013 年，使用 kinect 进行采集，包含 20 个人的 15000 张图片，有 3D 的标注，图片大
小为 640×480 像素。
（6）FaceWarehous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kunzhou.net/#facewarehouse，发布于 2014 年，是浙江大学周
昆实验室开源的 3D 人脸数据集，与 3DMM 数据集的构建相似，不过数据集采集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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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脸图像，其中包含了 150 个人，年龄范围为 7～80 岁。相比于 3DMM 数据集，
FaceWarehouse 数据集中增加了表情，每个人包含了 20 种不同的表情、1 个中性表情、19
个张嘴、微笑等表情。
其他的数据集还有 USF Human ID 3-D Database、ICT-3DHP database 和 IDIAP 等，读
者抽空可以线下了解。由于 3D 数据集的构建代价很高，因而仿真数据集经常被使用，即
通过从 2D 图像构建 3D 模型然后进行姿态仿真。当然另一方面，研究摆脱 3D 数据集运用
的方法也不断被提出，而且精度已经和基于 3D 数据集的方法可以比拼，因此这可能也是
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7）TMU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www.facedbv.com，发布于 2015 年，是一个面部视频数据库，包含 100
名志愿者的 31500 个视频，每个志愿者在 7 个照明条件下由 9 组同步网络摄像头拍摄，并
被要求完成一系列指定的动作，有不同的遮挡、照明、姿势和表情的面部变化。与现有数
据库相比，TMU 人脸数据库提供了具有严格时间同步的多视图视频序列，从而能够对人
眼注视方向估计方法进行评估。
（8）UPNA Head Pose Databas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gi4e.unavarra.es/databases/hpdb/，发布于 2016 年，采集了 10 个人
的视频信息，6 名男性，4 名女性，每个人采集 12 个视频，6 个规定的动作、6 个自由的
动作。分辨率为 1280×720，30fps，每一个视频 10s，有 3D 标注信息。
（9）300W-LP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bsr.ia.ac.cn/users/xiangyuzhu/projects/3DDFA/main.htm。
300W-LP 数据集是基于 300W 数据集和 3DMM 模型仿真得到的 3D 数据集，是 3D 领
域里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仿真数据集，包含了 68 个关键点、相机参数及 3DMM 模型系数
的标注。
7．其他数据集
人脸的应用领域还有美颜、风格化等，这里不再一一展开介绍了。下面将介绍在颜值
和化妆领域比较重要的两个数据集。
（1）SCUT-FBP5500 颜值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github.com/HCIILAB/SCUT-FBP5500-Database-Release，发布于
2017 年。数据集中共 5500 个正面人脸图像，年龄分布为 15～60 岁，全部都是自然表情，
包含不同的性别分布和种族分布（2000 名亚洲女性、2000 名亚洲男性、750 名高加索男
性，750 名高加索女性），每一个图都提供了 86 个关键点的标注，数据分别来自于数据
堂、US Adult database 等。数据采集中的每一张图由 60 个人进行评分，共评为 5 个等级，
这 60 个人的年龄分布为 18～27 岁，均为年轻人。该数据集适用于基于表观和形状等模型
的研究。
（2）妆造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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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antitza.com/makeup-datasets.html，发布于 2012 年，是一个
女性面部化妆数据集，可用于研究化妆对面部识别的影响。妆造数据集共包括以下 4 个子
数据集，下面具体说明。
YMU（YouTube 化妆）：是从 YouTube 视频化妆教程中获取的面部图像，YouTube
网址为 http://www.antitza.com/URLs_YMU.txt。
VMU（虚拟化妆）：是将从 FRGC 数据库中采集的高加索女性受试者的面部图像，
使用公开的软件合成的虚拟化妆样本，软件来自 www.taaz.com。
MIW：从互联网获得有化妆和没有化妆的受试者的前后对比面部图像。
MIFS（化妆诱导面部欺骗数据集）：是从 YouTube 化妆视频教程的 107 个化妆视频
中获取的。数据集中每组包含 3 张图片，其中的一张图片是目标人物化妆前的主体图像，
还有一张是化妆后的图片，最后一个是其他人化同样的妆试图进行欺骗的图片。

3.2.2

自动驾驶数据集

自动驾驶是目前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的车厂、大型互联网公司都参与其
中，而其中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本节就对自动驾驶中的重要数据集做简
单介绍。
1．KITTI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vlibs.net/datasets/kitti/index.php，发布于 2009 年。KITTI 数
据集是由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和芝加哥丰田技术学院联合创办的项目。该数据集中的
数据主要是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周边的农村和高速公路拍摄而成，每张图象最多显示 15
辆汽车和 30 名行人，各自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遮挡。该数据集是在装有激光雷达的车辆上
以 10Hz 的频率采样进行采集的，最终包含 389 对立体图像和光流图，39.2km 视觉测距序
列，20 万张以上的 3D 标注物体的图像，涵盖了市区、乡村和高速公路等场景，包括图片、
视频、雷达数据等数据类型。
数据集的语义标签包括 Road、City、Residential、Campus 和 Person 共 5 大类。
KITTY 数据集可以用于评测各种任务，包括立体图像（Stereo）、光流（Optical Flow）、
视觉测距（Visual Odometry）、深度估计（Depth Prediction）、3D 物体检测（Object Detection）、
3D 跟踪（Tracking）、路面及车道线检测等。
2．Oxford RobotCar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cityscapes-dataset.com/，发布于 2014 年，是在牛津大学校
园内路测总长度为 1010.64 公里，历时一年半所采集的数据集。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进行收
集，包括大雨、夜间、阳光直射和积雪，也包含施工路段行驶场景，具有非常复杂的天气
场景，尤其适合评测计算机视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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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yscape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cityscapes-dataset.com/Cityscapes，发布于 2016 年，是由奔
驰公司采集的面向城市道路街景语义理解的数据集。Cityscapes 数据集包含 50 个城市在春、
夏、秋 3 个季节不同时间段不同场景、背景的街景图，提供了 5000 张精细标注的图像、
20000 张粗略标注的图像和 30 类标注物体。用 PASCAL VOC 标准的 Intersection-over-union
（IoU）得分对算法性能进行评价。
4．Common.ai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github.com/commaai/research，发布于 2016 年，是一段高速公路
的视频数据集，包括 10 个可变大小的视频片段，以 20Hz 的频率记录。数据集中除了图
像之外，还记录了一些测量值，如汽车速度、加速度、转向角、GPS 坐标、陀螺仪角度
等信息。
5．Udacity数据集
数 据 集 地 址 为 https://github.com/udacity/self-driving-car/tree/master/datasets ， 发 布 于
2016 年。Udacity 是 Google 开设的线上教育平台，其中有自动驾驶相关的线上培训，它也
为其自动驾驶算法比赛专门准备了数据集。该数据集包括在加利福尼亚和邻近城市在白天
条件下行驶拍摄的图像，为 1920×1200 分辨率的 9423 帧图像，包含超过 65000 个标签。
该数据集是由 CuldAd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和研究员共同进行标注的。
除了车辆拍摄的图像以外，还包括车辆本身的属性和参数信息，如经纬度、制动器、
油门、转向度和转速。
6．BDD100k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bdd-data.berkeley.edu/#video，发布于 2018 年，是目前来说最大规
模也是最多样化的驾驶视频数据集，这些数据具有 4 个主要特征：大规模、多样化、在真
实的街道采集和带有时间信息。
BDD100k 数据集有累计超过 1100 小时驾驶体验的 10 万个高清视频序列。每个视频
大约 40 秒长、分辨率为 720p、帧率为 30fps，还附有手机记录的 GPS/IMU 信息，以显示
大概的驾驶轨迹。该数据库涵盖了不同的天气条件，包括晴天、阴天和雨天，以及白天和
晚上的不同时间。
BAIR 研究者在每个视频的第 10 秒采样关键帧，并为这些关键帧提供注释。这些关键
帧被标记为几个级别：图像标记、道路对象边界框、可驾驶区域、车道标记线和全帧实例
分割，下面具体介绍。
边界框标注，为经常出现在道路上的所有 10 万个关键帧上的对象标上对象边界框，
以了解对象的分布及其位置。另外它包含比同类数据集更多的行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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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标注，车道线是驾驶员重要的道路指示，当 GPS 或地图没有精准地全球覆盖时，
车道线是自动驾驶系统驾驶方向和定位的关键线索。车道的标记分为两种类型，即垂直车
道标记和平行车道标记，垂直车道标记表示沿着车道行驶方向的标记，平行车道标记表示
车道上的车辆需要停车的标志。另外还提供了若干标记的属性，如实线与虚线，双层与单
层等。
7．CVPR Workshop on Autonomous Driving数据集
CVPR Workshop on Autonomous Driving 数据集是 CVPR 近几年举办的自动驾驶
Workshop 数据集，由于深度学习的兴起，计算机视觉等技术被用于自动驾驶的目标检测、
语义分割等领域，因而 CVPR 也开设了若干相关的 Workshop。具体的单元包括可行驶区
域检测、路面的模板检测、跨域的语义分割及移动目标的实例级别分割。
8．GTA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rockstargames.com/grandtheftauto/。
真实的驾驶数据的获取需要花费高昂的设备，而 Intel 实验室和德国的研究小组想到
了在虚拟世界中测试无人驾驶技术的方案。他们使用 Rockstar Games 公司开发的一款赛车
游戏《Grand Theft Auto 5》，对其进行语义分割标注，然后在这个虚拟的游戏环境中进行
测试。虽然是虚拟环境但是很接近真实世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道路状况，包括山区、郊
区和城市，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比如警车、救护车、出租车、货车等车型。
9．TORCS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torcs.sourceforge.net/。TORCS 数据集是一种高度便携的多平台赛
车模拟，被用作普通的赛车游戏，可以作为 AI 赛车游戏和研究平台。
10．nuScenes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d3u7q4379vrm7e.cloudfront.net/download，发布于 2018 年，是由
NuTonomy 编辑的，并于 2019 年会推出最全的 nuScenes 数据集。该数据集中采集了 1000
多个场景，其中包含 140 万幅图像、40 万次激光雷达扫描（判断物体之间的距离）和 110
万个三维边界框（用 RGB 相机、雷达和激光雷达组合检测的物体）。此次数据的搜集使
用了 6 个摄像头、1 个激光雷达、5 个毫米波雷达、GPS 及惯导系统，包括了对自动驾驶
系统来说非常有挑战性的复杂道路、天气条件等情况。
11．百度ApolloScape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apolloscape.auto/scene.html，发布于 2018 年，是由百度 Apollo 提
供的数据集。截至 2018 年 4 月 3 日，累计开放提供了 146997 帧图像数据，包含像素级标
注和姿态信息，以及对应的背景深度图像。该数据集中提供的图像分辨率为 3384×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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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包含了共 26 个不同语义项的数据实例（如汽车、自行车、行人、建筑和路灯等），
涵盖了非常复杂的环境、天气和交通状况等，并且还有场景语义分割的密集三维点云、基
于双目立体视觉的视频和全景图像。

3.2.3

医学数据集

医学图像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新的发力点，在疾病的预测和自动化诊断方面有非常大
的意义，下面将针对医学中病例分析、降噪、分割和检索等领域来介绍一些常用的数据集。
1．病例分析数据集
（1）ABID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preprocessed-connectomes-project.org/abide/，发布于 2013 年，是
一个对自闭症内在大脑结构进行分析的大规模评估数据集，包括 539 名患有 ASD 和 573
名正常个体的功能 MRI 图像。
（2）OASIS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oasis-brains.org/。OASIS 已经发布了第 3 代版本，第一次发
布于 2007 年，Open Access Series of Imaging Studies（OASIS，即开放获取系列影像研究）
是一项旨在使科学界免费提供大脑核磁共振数据集的项目，有两个数据集可用，下面是第
1 版的主要内容。
横截面数据集：年轻、中老年、非痴呆和痴呆老年人的横断面 MRI 数据，该组由 416
名年龄从 18～96 岁的受试者组成的横截面数据库组成。对于每位受试者，单独获得 3 个
或 4 个 T1 加权 MRI 扫描会话。受试者都是右撇子，包括男性和女性，其中 100 名 60 岁
以上的受试者已经临床诊断为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AD）。
纵向集数据集：非痴呆和痴呆老年人的纵向磁共振成像数据，该集合包括 150 名年龄
从 60～96 岁的受试者的纵向集合。每位受试者在两次或多次访视中进行扫描，间隔至少
一年，总共进行 373 次成像。对于每个受试者，包括在单次扫描期间获得的 3 或 4 次单独
的 T1 加权 MRI 扫描，受试者都是右撇子，包括男性和女性。在整个研究中，64 人在初
次就诊时表现为痴呆症，并在随后的扫描中仍然如此，其中包括 51 名轻度至中度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另外 14 名受试者在初次就诊时表现为未衰退，在随后的访视中表现为
痴呆症。
OASIS-3 是对 1000 多名参与者数据的回顾性汇编，这些参与者数据是在 30 年的时间
里通过 WUSTL Knight ADRC 在几个正在进行的项目中收集而来。参与者包括 609 名认知
正常的成年人和 489 名处于认知衰退的不同阶段的个体，年龄范围从 42～95 岁。该数据
集包含超过 2000 个 MR 会话，包括 T1w、T2w、FLAIR、ASL、SWI、飞行时间、静止状
态 BOLD 和 DTI 序列，许多 MR 会话都伴随着通过 Freesurfer 处理生成的体积分割文件。
数据集来自 3 种不同示踪剂的 PIB、AV45 和 FDG 的 PET 成像，总共超过 1500 次原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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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扫描。
（3）DDSM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marathon.csee.usf.edu/Mammography/Database.html，发布于 2000
年。这是一个用于筛选乳腺摄影的数字数据库，是乳腺摄影图像分析研究社区使用的资源。
该项目的主要支持来自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和装备司令部的乳腺癌研究计划。DDSM 项目是
由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D. Kopans，R. Moore）、南佛罗里达大学（K. Bowyer）和桑迪
亚国家实验室（P. Kegelmeyer）共同参与的合作项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其他病例由放
射学和内科医学助理教授 Peter E. Shile 博士提供。
其他合作机构包括威克森林大学医学院（医学工程和放射学系）、圣心医院和 ISMD、
Incorporated。DDSM 数据集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计算机算法开发方面的良好研究，以
帮助筛选数据，次要目的是开发算法，以帮助诊断，以及开发教学或培训辅助工具。
DDSM 数据集包含约 2500 项研究，每项研究包括患者的每个乳房的两幅图像，以及
一些相关的患者信息（如研究时间、ACR 乳房密度评分、异常微妙评级、异常 ACR 关键
字描述）和图像信息（如扫描仪、空间分辨率）。
（4）MIAS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peipa.essex.ac.uk/pix/mias/all-mias.tar.gz，https://www.repository.
cam.ac.uk/handle/1810/250394?show=full。
MIAS（Mammographic Image AnalysisSociety）是乳腺图像数据库。另外，乳腺 MG
数据（Breast Mammography）还有个专门的 DataBase，可以查看很多数据集，链接地址为
http://www.mammoimage.org/databases/。
（5）MURA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stanfordmlgroup.github.io/competitions/mura/，发布于 2018 年 2 月，
是吴恩达研究团队开源的 MURA 数据库。
MURA 数据集是目前最大的 X 光片数据库之一，该数据集中包含了源自 14982 项病
例的 40895 张肌肉骨骼 X 光片。1 万多项病例里有 9067 例正常的上级肌肉骨骼和 5915 例
上肢异常肌肉骨骼的 X 光片，部位包括肩部、肱骨、手肘、前臂、手腕、手掌和手指。每
个病例包含一个或多个图像，均由放射科医师手动标记。
全球超过 17 亿人都有肌肉骨骼性的疾病，因此训练这个数据集，并基于深度学习检
测骨骼疾病，然后进行自动异常定位，通过组织器官的 X 光片来确定机体的健康状况，进
而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可以帮助并缓解放射科医生的工作压力。
（6）ChestX-ray14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kaggle.com/nih-chest-xrays/data 和 https://nihcc.app.box.com/v/
ChestXray-NIHCC，发布于 2017 年。ChestX-ray14 数据集是由 NIH 研究院提供的，其中包
含了 30805 名患者的 112120 个单独标注的 14 种不同肺部疾病（肺不张、变实、浸润、气
胸、水肿、肺气肿、纤维变性、积液、肺炎、胸膜增厚、心脏肥大、结节、肿块和疝气）
的正面胸部 X 光片。研究人员对数据采用 NLP 方法对图像进行标注，利用深度学习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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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早期发现并识别胸透照片中肺炎等疾病，对患者获得恢复和生存的最佳机会至关重要。
（7）LIDC-IDR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iki.cancerimagingarchive.net/display/Public/LIDC-IDRI。
LIDC-IDRI 数据集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发起收集的，
目的是为了研究高危人群早期肺结节检测问题。该数据集中共收录了 1018 个研究实例，
对于每个实例中的图像，都由 4 位经验丰富的胸部放射科医师进行两阶段的诊断标注，该
数据集由胸部医学图像文件（如 CT、X 光片）和对应的诊断结果病变标注组成。
（8）LUNA16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luna16.grand-challenge.org/Home/，发布于 2016 年，是肺部肿瘤
检测最常用的数据集之一。LUNA16 数据集中包含 888 个 CT 图像，1084 个肿瘤，图像质
量和肿瘤大小的范围比较理想。该数据集分为 10 个子数据集，每个子数据集中包含 89/88
个 CT 扫描。
LUNA16 的 CT 图像取自 LIDC/IDRI 数据集，选取了 3 位以上放射科医师意见一致的
标注，并且去掉了小于 3mm 的肿瘤，便于训练。
（9）DeepLesion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nihcc.app.box.com/v/DeepLesion。
DeepLesion 数据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NIHCC）的团队开发，是迄今规
模最大的多类别、病灶级别标注临床医疗 CT 图像的开放数据集。该数据集中的图像包括
多种病变类型，目前包括 4427 名患者的 32735 张 CT 图像及病变信息，同时也包括肾脏
病变、骨病变、肺结节和淋巴结肿大图像信息。DeepLesion 多类别病变数据集可以用来开
发自动化放射诊断的 CADx 系统。
（10）ADN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adni.loni.usc.edu/data-samples/access-data/。
ANDI 涉及的数据集包括 Clinical Data（临床数据）、MR Image Data（磁共振成像）、
Standardized MRI Data Sets、PET Image Data（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Gennetic Data
（遗传数据）和 Biospecimen Data（生物样本数据）几部分。
（11）TCIC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ancerimagingarchive.net/，是一个跨各种癌症类型（如癌、
肺癌、骨髓瘤）和各种成像模式的癌症成像数据集。
（12）NSCLC（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Radio genomics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iki.cancerimagingarchive.net/display/Public/NSCLC+ Radiogenomics，
发布于 2018 年，来自斯坦福大学。该数据集来自 211 名受试者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
队列的独特放射基因组，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CT
图像。创建该数据集是为了便于发现基因组和医学图像特征之间的基础关系，以及预测医
学图像生物标记的开发和评估。
（13）QIN LUNG CT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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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iki.cancerimagingarchive.net/display/Public/QIN+LUNG+CT#06
ecf66c9ea64205afbd1cec632694b0，发布于 2017 年。该数据集包括 47 位患者信息对应的
47 个 CT，标注信息包括在左右两肺的位置部分肿瘤。
2．医学降噪数据集
（1）BrainWeb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brainweb.bic.mni.mcgill.ca/brainweb/，发布于 1997 年，是一个仿
真数据集，用于医学图像降噪。研究者可以截取不同断层的正常脑部仿真图像，包括 T1、
T2、PD3 种断层，设置断层的厚度、叠加高斯噪声或者医学图像中常见的莱斯噪声，最终
会得到 181×217 大小的噪声图像。
3．医学分割数据集
（1）DRIVE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isi.uu.nl/Research/Databases/DRIVE/download.php，发布于
2003 年，是一个用于血管分割的数字视网膜图像数据集，由 40 张照片组成，其中的 7 张
显示出了轻度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迹象。
（2）SCR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isi.uu.nl/Research/Databases/SCR/，发布于 2000 年，胸部 X
光片的分割。胸部 X 光片中解剖结构的自动分割对于这些图像中的计算机辅助诊断非常重
要。SCR 数据集的建立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肺野、心脏和锁骨在标准的后胸前 X 线片上
的分割。
（3）医学图像分析 benchmark 数据集
在网址 https://grand-challenge.org/challenges/中提供了时间跨度超过 10 年的医学图像
分析的竞赛数据。
（4）NIH dataset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ww.kaggle.com/nih-chest-xrays，发布于 2017 年。这是一个胸部
X 射线数据集，包含 30805 名患者，14 个疾病图像标签（其中每个图像可以具有多个标签），
112820 个正面 X 射线图像，标签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从相关的放射学报告中自动提取。
14 种常见的胸部病变包括肺不张、巩固、浸润、气胸、水肿、肺气肿、纤维化、积液、
肺炎、胸膜增厚、心脏扩大、结节、肿块和疝。由于许多原因，原始放射学报告（与这些
胸部 X 射线研究相关）并不是公开分享的，因此文本挖掘的疾病标签预计准确度>90％，
该数据集适合做半监督学习。
（5）ardiac MRI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www.cse.yorku.ca/~mridataset/。
ardiac MRI 是心脏病患者心房医疗影像数据，包括左心室的心内膜和外膜的图像标注。
数据集中共有 33 位患者案例，每个受试者的序列由沿着长 20 帧和 8～15 个切片组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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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0 张图像。
（6）Lung CT Segmentation Challenge 2017 数据集
数据集地址为 https://wiki.cancerimagingarchive.net/display/Public/Lung+CT+Segmentation+
Challenge+2017，发布于 2017 年，来自 AAPM 2017 Annual Meeting 的数据集，用于分割
挑战赛。该数据集中一共有 60 位患者，对应 96 个 CT，有人工标注的轮廓信息。

3.3

数据增强

由于我们获取的数据，往往不是最终需要的数据格式，并且数据本身常需要做预处理
操作。在很多实际的项目中，难以有充足的数据来完成任务，而要保证完美地完成任务，
有以下两件事情需要做好：
 寻找更多的数据；
 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进行数据增强。
什么是数据增强？数据增强也叫数据扩增，意思是在不实质性地增加数据的情况下，
让有限的数据产生等价于更多数据的价值。
举个实际的例子，如图 3.3 和图 3.4 分别是原图和数据增强后的图。
图 3.3 中的猫是笔者家的猫，名叫言养墨，本节将会使用图 3.3 作为测试图，感谢它。

图 3.3

原图

图 3.4

数据增强示意图

图 3.4 是对图 3.3 做了一些随机的裁剪、旋转操作得来的，每张图对于网络来说都是
·59·

深度学习之图像识别：核心技术与案例实战

不同的输入，加上原图这样就将数据扩充到了 10 倍。
假如我们输入网络的图片分辨率大小是 256×256，若采用随机裁剪成 224×224 的方
式，那么一张图最多可以产生 32×32 张不同的图，数据量扩充将近 1000 倍。虽然许多的
图相似度太高，实际的效果并不等价，但仅仅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操作，效果已经不同了。
如果再辅助其他的数据增强方法，将获得更好的多样性，这就是数据增强的本质。数据增
强可以分为有监督的数据增强和无监督的数据增强，其中，有监督的数据增强又可以分为
单样本数据增强和多样本数据增强。

3.3.1

有监督数据增强

有监督数据增强，即采用固定的预设规则进行数据的扩增，包含单样本数据增强和多
样本数据增强，其中，单样本又包括几何操作类和颜色变换类。
1．单样本数据增强
所谓单样本数据增强，即增强一个样本的时候全部围绕着该样本本身进行操作，包括
几何变换类和颜色变换类等。
（1）几何变换类
最常见的莫过于翻转与旋转，翻转包括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旋转则是将图像顺时针
或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如图 3.5 和图 3.6 所示。

图 3.5

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图

图 3.6

随机旋转图

翻转操作和旋转操作对于那些对方向不敏感的任务，如图像分类，都是很常见的操作，
在 Caffe 等框架中翻转对应的就是 mirror 操作。
翻转和旋转不改变图像的大小，而裁剪也是很常见的数据增强操作，同时会改变图像
的大小，在 Caffe 中就是 crop 操作。通常在训练的时候会采用随机裁剪的方法，在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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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选择裁剪中间部分或者不裁剪。如图 3.7 所示为随机裁剪 4 次的效果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竞赛的测试中，一般都是裁剪输入多个版本然后将结果进行融
合，对预测的改进效果非常明显。
以上操作都不会产生失真，而缩放变形也是另一种几何变换的数据增强操作，但却是
失真的。如图 3.8 所示就是随机取图像的一部分，然后将其缩放到原图像尺度大小。

图 3.7

随机裁剪图

图 3.8

竖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缩放变形图

很多时候，网络的训练输入大小是固定的，但是数据集中的图像却大小不一，此时就
可以选择裁剪或者缩放到网络输入大小的方案，后者就会产生失真，通常效果比前者差。
如果将上面的操作融合起来，同时对图片做裁剪、旋转等多重操作，就是对图像应用
了仿射变换。
（2）颜色变换类
前面的几何变换类操作没有改变图像本身的内容，而是选择了图像的一部分或者对像
素进行了重分布。如果要改变图像本身的内容，就属于颜色变换类的数据增强了，常见的
包括噪声、模糊、颜色变换和擦除等。
基于噪声的数据增强就是在原图片的基础上，随机叠加一些噪声，最常见的做法就是
高斯噪声，如图 3.9 所示。
更复杂一点的就是在面积大小可选定、位置随机的矩形区域上丢弃像素产生黑色矩形
块，从而产生一些彩色噪声，如图 3.10 所示为采用了 Coarse Dropout 方法。
甚至还可以在图片上随机选取一块区域并擦除图像信息，如图 3.11 所示。
对图像进行平滑或者锐化，也是一种可用的数据增强方法，常见的方法有高斯模糊，
如图 3.12 所示。
颜色变换的另一个重要变换就是在不同的颜色空间中进行调整。如图 3.13 就是将图
片从 RGB 颜色空间转换到 HSV 空间，增加或减少颜色分量后返回 RGB 颜色空间，这样
的操作被称为颜色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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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图 3.11

原图与添加随机高斯噪声图

随机擦除法添加噪声图

图 3.12

图 3.10

Coarse Dropout 添加噪声图

不同程度的高斯模糊图

图 3.13

颜色扰动图

除此之外还可以对亮度做一些对比度增强，此处不再增加实验。相比于几何变换类，
颜色增强类的方法对图像的改动大，因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有更好的多样性，但是也
有可能适得其反。两者都是对单张图片进行操作，而未考虑多个样本之间的关系。
2．多样本数据增强
不同于单样本数据增强，多样本数据增强方法利用多个样本来产生新的样本，下面介
绍几种方法。
（1）SMOTE 方法
SMOTE 即 Synthetic Minority Over-sampling Technique 方法，是通过人工合成新样本
来处理样本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提升分类器性能。
类不平衡现象是很常见的，它指的是数据集中各类别数量不近似相等。如果样本类别
之间相差很大，会影响分类器的分类效果。假设小样本数据数量极少，如仅占总体的 1%，
则即使小样本被错误地全部识别为大样本，在经验风险最小化策略下的分类器识别准确率
仍能达到 99%，但由于没有学习到小样本的特征，实际分类效果就会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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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TE 方法是基于插值的方法，它可以为小样本类合成新的样本，主要流程为：
① 定义好特征空间，将每个样本对应到特征空间中的某一点，根据样本不平衡比例
确定好一个采样倍率 N。
② 对每一个小样本类样本(x,y)，按欧氏距离找出 K 个最近邻样本，从中随机选取一
个样本点，假设选择的近邻点为(xn,yn)。在特征空间中样本点与最近邻样本点的连线段上
随机选取一点作为新样本点，满足以下公式：
(xnew,ynew)=(x,y)+rand(0-1)·((xn-x),(yn-y))
（3.1）
③ 重复以上的步骤，直到大、小样本数量平衡。
（2）SamplePairing 方法
SamplePairing 方法的原理非常简单，从训练集中随机抽取两张图片分别经过基础数据
增强操作（如随机翻转等）处理后，经像素以取平均值的形式叠加合成一个新的样本，标
签为原样本标签中的一种。这两张图片甚至不限制为同一类别，这种方法对于医学图像比
较有效。
经 SamplePairing 方法处理后可使训练集的规模从 N 扩增到 N×N。实验结果表明，因
SamplePairing 数据增强操作可能引入不同标签的训练样本，导致在各数据集上使用
SamplePairing 方法训练的误差明显增加，而在验证集上误差则有较大幅度降低。
尽管 SamplePairing 方法的思路简单，性能上提升效果可观，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
但遗憾的是可解释性不强。
（3）mixup 方法
mixup 是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和 MIT 在 Beyond Empirical Risk Minimization 中提
出的基于邻域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数据增强方法，它使用线性插值得到新样本数据。
令(xn,yn)是插值生成的新数据，(xi,yi)和(xj,yj)是训练集随机选取的两个数据，则数据生
成方式如下：
(xn,yn)=λ(xi,yi)+(1-λ)(xj,yj)
(3.2)
λ 的取值范围介于 0～1。提出 mixup 方法的研究者们做了个丰富的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可以改进深度学习模型在 ImageNet 数据集、CIFAR 数据集、语音数据集和表格数据集
中的泛化误差，降低模型对已损坏标签的记忆，增强模型对对抗样本的鲁棒性，以及训练
生成的对抗网络的稳定性。
SMOTE、SamplePairing 和 mixup 三者在思路上有相同之处，都是试图将离散样本点
连续化来拟合真实样本分布，不过所增加的样本点在特征空间中仍位于已知小样本点所围
成的区域内。如果能够在给定范围之外适当插值，也许能实现更好的数据增强效果。

3.3.2

无监督数据增强

有监督的数据增强是利用研究者的经验来设计规则，在已有的图片上直接做简单的几
何变换、像素变化，或者简单的图片融合，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其一，数据增强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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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同任务的差异性；其二，数据增强的多样性和质量仍然不够好。因此无监督的数据增
强方法逐渐开始被研究者重视，主要包括两类：
 通过模型学习数据的分布，随机生成与训练数据集分布一致的图片，代表方法是生
成对抗网络。
 通过模型，学习出适合当前任务的数据增强方法，代表方法是 Google 研究的 Auto
Augment。
1．生成对抗网络GAN
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是近几年无监督学习领域最大的进展，目前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在各类学术会议中其论文数量逐年增强，即将超越传统
的 CNN 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由于 GAN 的内容超出了本书的内容，下面仅对其原理和结
果进行简单展示。
生成对抗网络是在生成模型 G 和判别模型 D 的相互博弈中进行迭代优化，它的优化目标
如式（3.3）所示，其中 x 是真实样本，z 是噪声，pdata(x)是真实分布，pz(z)是生成的分布。
min max V ( D, G ) = Ex ∼ pdata (x ) [log D( x)] + Ex ∼ pz ( z ) [1 − log D (G ( z ))]
（3.3）
可以看出，式（3.3）中包括两部分， E x ∼ pdata (x ) [log D ( x)] + E x ∼ pz ( z ) [1 − log D (G ( z ))] ，要
求最大化判别模型对真实样本的概率估计，最小化判别模型对生成的样本概率估计，生成
器则要求最大化 D(G(z))，即最大化判别模型对生成样本的误判。如图 3.14 是用全卷积
DCGAN 方法生成的嘴唇样本的展示图，在比较早期且没有调优过的模型上，已经能生成
很不错的样本。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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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toAugment方案
AutoAugment 是 Google 提出的自动选择最优数据增强方案的研究，这是无监督数据
增强的重要研究方向。它的基本思路是使用增强学习从数据本身寻找最佳图像变换策略，
对于不同的任务学习不同的增强方法，流程如下：
（1）准备 16 个常用的数据增强操作。
（2）从 16 个操作中选择 5 个操作，随机产生使用该操作的概率和相应的幅度，将其
称为一个 sub-policy，一共产生 5 个 sub-polices。
（3）对训练过程中每一个 batch 的图片，随机采用 5 个 sub-polices 操作中的一种。
（4）通过模型在验证集上的泛化能力进行反馈，使用的优化方法是增强学习方法。
（5）经过 80~100 个 epoch 后，网络开始学习到有效的 sub-policies。
（6）之后串接这 5 个 sub-policies，然后再进行最后的训练。
总地来说，就是学习已有数据增强的组合策略，对于门牌数字识别等任务，研究表明
剪切和平移等几何变换能够获得最佳效果。而对于 ImageNet 中的图像分类任务，
AutoAugment 学习到了不使用剪切，也不完全反转颜色，因为这些变换会导致图像失真。
AutoAugment 学习到的是侧重于微调颜色和色相分布。
可以看出，针对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数据增强方案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数字识别就
不适合做过度旋转，9 和 6 无法分辨。人脸姿态也不适合做翻转，左、右无法分清。
随着这个领域逐渐被关注，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更优秀的研究方案诞生。

3.4

数据的收集与标注

在学术界进行研究，通常会使用已经被前人整理好，被广泛认可的公开数据集。在工
业界进行项目开发的时候，则通常没有直接可用的数据集，需要从头收集、整理、标注数
据，本节将重点讲述这个问题。

3.4.1

数据收集

优质数据集的建立是深度学习成功的关键，数据的形式通常包括图片、文本、语音、
视频及一些结构化数据。
虽然有很多的公开数据集，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开发人员常常需要进行专门的数据收
集和标注工作。所谓数据收集，就是针对所需要的任务尽可能从多个渠道收集相关的数据，
而数据标注就是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标注，一般对于图像任务来说，标注包括分类标注、
标框标注、描点标注和区域标注等。只有经过标注和清洗后的数据才能真正产生价值，才
能用于训练网络。下面从数据收集和标注这两个方面来介绍常用的数据收集和标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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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收集平台
通过第三方的数据收集平台进行数据采集，对于企业来说是比较高效率的方式，目前
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机构。
阿里众包（https://newjob.taobao.com/）是基于阿里巴巴平台的大数据众筹平台，提供
了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的完整链条，由于用户基数大，采集效率高，可在 72 小时内收
集 2 万人的声音、图片、文本语料和视频等数据。同时，任务结果提交后会同步进行质量
检测，不合格的结果即时自动重新投放。比如人像照片、采集自拍、特定表情和特定动作
等都是非常简单的，价格约在 1～3 元一条数据，适合大公司与小团队的数据收集工作。
国内还有其他类似的众包平台，如包百度众包（http://zhongbao.baidu.com/mark/home/
mark）、京东微工（http://weigong.jd.com/）等。
阿里众包提供了一个众包平台，服务对象包括千万个提供数据的个体和需要采集数据
的个人或组织，如果需要采集数据的一方并不想关注数据采集的过程而只想要最终结果，
则可以直接去找一些数据采集机构完成任务。比较典型的如 Basic Finder，官网地址是
https://www.basicfinder.com/，其服务范围覆盖金融行业、医疗行业、家居行业和安防行业
等，同时提供标注服务。Apache Flume 的官网地址是 https://flume.apache.org/，Flume 是一
种分布式的、可靠的、可用的服务，可以有效地收集、聚合和移动大量日志数据。
2．爬虫
爬虫是采集大数据集必须使用的方法，ImageNet 等数据集的建立，就是通过 WordNet
中的树形组织结构关键词来搜索并爬取数据的。下面将介绍一些比较好用的爬虫工具，对
于小型团队和个人来说，爬虫工具是机器学习项目中必不可少的。
Image-Downloader，网址为 https://github.com/sczhengyabin/Image-Downloader，可以按
要求爬取 Google、百度、Bing 等搜索引擎上的图片，并且提供了 GUI，方便操作。使用
步骤包括：
（1）根据该项目的 Readme 来配置适合自己的环境，其中 GUI 脚本 python image_
downloader_gui.py 还可以提供便捷的 GUI 操作。
（2）输入关键词或者 txt 文本文件，其中关键字之间需用逗号隔开。
（3）设置最大爬取数据、线程等参数后就可以开始爬取工作了。
Image-DownConder 爬虫工具足够满足小型项目第一批数据集的积累，该工具还可以
进行整齐的命名操作，使用方便。
Annie 工具的地址为 https://github.com/iawia002/annie.git，这是一款以 Go 语言编码的
视频下载工具，支持抖音、腾讯视频等多个网站视频和图像的下载。
火车采集器，地址为 http://www.locoy.com/，这是一个网页采集工具，有 GUI 界面，
使用人群很广，有一定的验证码破解能力。
在实际项目中善用爬虫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不应该局限于爬取的具体内
·66·

第3章

深度学习中的数据

容。比如，当项目中需要的是图片或语音数据时，我们不仅可以直接爬取语音和图片，还
可以在各个网站上寻找视频，然后按时间帧切分成图片、提取语音，最后进行清洗等工作。

3.4.2

数据标注

数据标注是数据收集后的一个重要步骤，数据标注就是对未处理的初级数据，包括语
音、图片、文本、视频等进行加工处理，转换为属性标签以训练数据集。
1．标注类型






Classification 标注：对图片进行分类。
Detection 标注：对图片中出现的物体检测其位置。
Segmentation 标注：对图片进行切割。
Caption 标注：简单说就是看图说话。
Attribute 标注：标注图片中出现物体的属性。

2．数据标注平台






亚 马 逊 众 包 ： 官 网 地 址 是 https://www.mturk.com/ 。 亚 马 逊 众 包 平 台 （ Amazon
Mechanical Turk，AMT），与亚马逊的云服务一样，都是首先应自身需求建立的，
之后逐步对外开放，如今演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就是数据标注行业。几乎所有
的大型数据集都是采用这个平台进行标注的，包括斯坦福的李飞飞实验室整理的
ImageNet 数据集，谷歌公司整理的 Google Open Image Datasets 等。AMT 平台上的
注册用户超过 50 万，多数来自美国。
CrowdFlower 众包：在 2009 年的美国科技创业大会 TechCrunch50 上被正式推出，
它将自己定位为一款众包数据处理工具，可以通过提供远程众包式服务帮助企业完
成一些普通任务，比如照片审核等工作。
国内众包平台：随着机器学习数据需求的缺口增加，国内也有了一些类似的众包标
注平台，包括前面提到的阿里数据标注平台、百度众包和京东微工等。

3．数据标注工具
假如将数据散播到众包平台上进行标注，就需要使用离线的开发工具对数据进行标
注，下面介绍一个全手动的标注工具和半监督的标注工具。
LabelImg 是一个图像标注工具，用 Python 编写，使用 Qt 作为其图形界面，常用于标
注检测任务需要的数据，它的标注结果以 PASCAL VOC 的格式保存为 XML 文件，这是
ImageNet 等任务使用的格式。
半监督 AI 标注工具是谷歌公司开发的半监督标注工具，名为流体标（Fluid Annotation），
网页链接地址为 https://fluidann.appspot.com/，它从强语义分割模型的输出开始，标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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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通过工具进行智能地修改。谷歌公司开发的这款工具可以让标记者选择要修改的
内容和顺序，使他们能够高效地将精力集中在机器尚不了解的内容上。
以图像标注为例，首先通过预训练的语义分割模型（Mask-RCNN）来处理图像，生
成约 1000 个图像片段及其分类标签和置信度分数。置信度分数最高的片段用于对标签的
初始化呈现给标记者，然后标记者就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完成任务：
（1）从机器生成的候选标签中作为当前片段选择标签。
（2）对机器未覆盖到的对象中添加分割段，机器会识别出最可能的预生成段，标记者
可以从中选择质量最高的一个。
（3）删除现有段。
（4）改变重叠段的深度顺序。
半监督的图像标注工具可以大大提升标注速度，是标注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

3.4.3

数据清洗与整理

数据在采集完之后，往往包含着噪声、缺失数据、不规则数据等各种问题，因此需要
对其进行清洗和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数据规范化管理
规范化管理后的数据，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数据集，其中数据命名的统一是第一
步。通常爬取和采集回来的数据没有统一、连续的命名，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格式，命名
通常不要含有中文字符和不合法字符等，在后续使用过程中不能对数据集进行重命名，否
则会造成数据无法回溯的问题，而导致数据丢失。
另外对于图像等数据，还需要统一格式，例如把一批图片数据统一为 JPG 格式，防止
在某些平台或批量脚本处理中不能正常处理。
2．数据整理分类
在采集数据的时候会有不同场景，不同风格下的数据，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分开
储存，不能混在一起，因为在训练的时候，不同数据集的比例会对训练模型的结果产生很
大的影响。对于同一个任务却不同来源的数据，比如室内、室外采集的人像数据，最好分
文件夹存放。
数据集包括训练集和测试集，平时使用时数据集、训练集、测试集需要以 3 个文件夹
分别存储，方便进行个性化的打包与传播。
3．数据去噪
采集数据的时候通常无法严格控制来源，比如我们常用爬虫来爬取数据，可能采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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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会存在很多噪声。例如，用搜索引擎采集猫的图片，采集到的数据可能会存在非猫
的图片，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或者使用相关的检测算法来去除不符合要求的图片。数据的去
噪一般对数据的标注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能提高标注的效率。
4．数据去重
采集到重复的数据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在各大搜索引擎爬取同一类图片就会有重
复数据，还有依靠视频切分成图片来获取图片的方法，数据重复性会更严重。大量的重复
数据会对训练结果产生影响甚至造成模型过拟合，因此需要依据不同的任务采用不同的数
据去重方案。对于图像任务来说，最简单的有逐像素比较去掉完全相同的图片，或者利用
各种图像相似度算法去除相似图片。
5．数据存储与备份
在所有数据整理完之后，一定要及时完成数据存储与备份。备份应该遵循一式多份且
多个地方存储，一般是本机、服务器、移动硬盘等地方，定时更新，降低数据丢失的可能
性。数据无价，希望读者能够重视数据备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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