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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是，大部分的进
步是不只是更强大的硬件，更大的数

我 们 提出 了一 个代 号为 开 端

据集和更大的模型的结果，而主要是

（Inception）的深入卷积神经网络的

因为一个新的想法，即算法和改进的

体系结构，在 2014 年的大规模视觉识

网络体系结构。没有新的数据来源，

别挑战（ilsvrc14）的 ImageNet 项目

例如，通过顶部的条目在 Ilsvrc 2014

的 分 类 与检 测上 达 到了 新 的行 业 状

竞争除了分类用于检测目的的同一竞

态。这种架构的主要特点是提高了网
络上计算资源的利用率。通过精心设
计的设计，我们增加了网络的深度和

争数据集。我们提交给 Ilsvrc 2014

宽度，同时保持了计算预算常数。为

的 googlenet 实 际 使 用 的 参 数 比

了优化质量，架构上的决定是基于赫

krizhevsky 等人[ 9 ]在两年前的获奖

布原理和多尺度处理的直觉。被我们

架构少 12 倍，同时显的更准确。在目

用于提交给 ilsvrc14 的一个特殊的结

标检测方面，最大的收获不是来自越

构叫做 googlenet，一个 22 层的网络，

来越大的深层网络方面的天真应用，

其质量是在分类和检测的背景下进行

而是从深层的协同效应架构和计算机

评估的。

视觉中的经典，就像 Girshick 等人[ 6 ]
的 r-cnn 算法。

1、简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随着
正 在 进 行的 牵引 力 移动 和 嵌入 式 计

在过去的三年里，由于在深度学
习和卷积网络[ 10 ]方面的进步，我
们的目标分类和检测能力有显著高。

算，我们的效率算法，特别是它们的
功率和内存的使用，获得了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中提出的领导

深 层 结 构的 设计 的 想法 包 括这 个 因

及最值得注意的 ImageNet 项目的分类

素，而不是完全固定在准确的数字上。

挑战赛[ 9，21 ]上取得了最好的结果。

对于大多数的实验，模型旨在保持乘

对于较大的数据集，如 ImageNet，近

加在推理时间上的 1.5 亿计算预算，

年的趋势一直是增加层数[ 12 ]和层

以至于他们不结束纯粹是因为学术上

大小[ 21，14 ]，同时使用脱落[ 7 ]

的好奇心，但可以说，即使在大数据

来解决这个问题过度拟合。

集上，投入真实世界中的也是一个合
理的成本。
在本文中，我们将专注于一个有

尽管关注的最大池层导致损失精
确的空间信息，相同的卷积网络结构
[ 9 ]也已成功地用于定位[ 9，14 ]，

效 的 深 层神 经计 算 机视 觉 的网 络 架

对象检测[ 6，14，18，5 ]和人体姿

构，代号为起始，这个名字派生于网

态估计[ 19 ]。

络上林等人的论文[ 12 ]以及著名的

受到灵长类神经视觉系统的启

“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互联网热潮

发，Serre 等人[15]使用不同尺寸的

[ 1 ]。在我们的研究中，“深”一词

Gabor 滤波器来处理不同尺寸的图片。

被用于两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就意

我们在这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战略。然

义而言，我们在“起始模块”的形成

而，相对于混合两层深度模型，在开

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组织层次，更多是

端结构中所有的滤波器都被学会了。

用于直接增加网络深度。一般来说，

此外，起始层被重复了许多次，导致

一方面可以认为成立模型作为一个逻

了在 GoogLeNet 模型情况下的 22 层深

辑的顶点[ 12 ]，同时从理论上对灵

度模型。

感和指导 Arora 等人的工作[ 2 ]。这

Network-in-Network 是林等人为

种结构的好处是被 ilsvrc 2014 分类

了 增 加 网络 表达 能 力提 出 的一 种 方

和检测的挑战验证过的，在那里它显

法。

着优于当前的行业状态。

在他们的模型中，另外的 1 X 1 卷积
层被添加到网络中，增加了其深度。

2、相关工作

在我们的架构中，我们大量使用这种
方法。然而在我们的网络中这种结构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10 ]，卷积

有双重作用，主要用于维数约减模块

神经网络（CNN）通常有一个标准的结

来移除计算瓶颈，否则这个瓶颈会限

构，堆叠的卷积层（任意地通过对比

制我们网络的大小。这样不仅允许我

规范化和最大空间池化）后面跟随着

们增加深度，而且允许我们增加宽度，

单个或更充分的连接层。这种基本设

而不会带来重大损失。

计的变体普遍存在于图像分类的文献

当 前 最流 行的 检测 算法 就 是

并且迄今为止已经在 MNIST，CIFAR 以

Girshick 提出的 Regions-CNN；R-CNN

把检测任务分解为两个子任务：利用

在训练集有限。高质量的大数据集获

“底层的”线索（颜色或者像素的一

得起来是非常费力和昂贵的，经常需

致性）提取潜在的物体和使用 CNN 来

要 专 家 评委 区分 不 同可 视 化类 ， 如

分类潜在的物体。这样的一个两阶段

ImageNet，
（即使在 1000 级 ilsvrc 子

方法，通过低纹理线索促使包围盒分

集）如图 1 所示。

割精度改变，成为一个强大分类能力

大的网络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

的神经结构网络。在我们的检测意见

例如连个相互连接的卷积网络，一致

书中，我们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但在

的增加网络的卷积数目，导致计算量

两个方面都探讨了增强阶段，如多盒

二阶增涨。此外，如果额外增加的网

高对象预测包围盒召回，更好包围盒

络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很多权值接

分类提案的集成方法。

近 0），会造成计算资源浪费。作为计
算，预算总是有限的，计算效率很高

3、动机和高度的考虑

资源是首选的不加选择地增加大小，
甚至当主要目标是提高质量性能。

提高深层神经网络性能的最直接

解决上了两个问题最基本的方式

的方法是增加其大小。这包括增加深

是：从全连接转到稀疏连接结构。稀

度：净工作水平的数量以及宽度：各

疏连接除了模仿生物系统外，Arora 还

层次的单位数量。这是一个简单的和

提出了很好的理论基础。Arora 强调：

安全的训练更高质量模型的方式，特

“数据集的概率分布被一个大的稀疏

别是提供一个大的可用性标记训练数

的网络代表，那么理想的网络拓扑结

据量。然而，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有 2

构应该这样建立（这样的意思是：通

个主要的缺点。

过一层一层的统计层间激活值的相关
性，然后通过对高度相关的输出进行
聚类）”。尽管严格的数学证明需要很
多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观点和
Hebbian 准则（fire together，wired
together）相互呼应，这也意味着在

图 1：来自 ILSVRC 2014 1000 多类中
的两个不同的类。需要领域知识去区
分这些类。
大的网络需要更多的参数，较多
的参数在固定的数据集下，容易造成
网络过拟合，特别是如果标记的例子

弱前提条件下，这个想法也是适用的。
此外，涉及到非一致稀疏数据数
值计算时，当前的计算设施还很不高
效。尽管算数操作的数量减少了 100
倍，查找和缓存丢失是如此显著以至
于转到稀疏矩阵没有取得成功。通过
利用经过稳定改进的，高度调节的数

值计算库来快速计算密集矩阵相乘，

然大多数原来的结构选择受到质疑彻

或者详尽地调节 CPU 和 GPU，会使得这

底的偏离，他们原来却是接近最优的

种 gap 扩大。非一致稀疏矩阵的计算

局部。一个必须谨慎：虽然“开端网

需要更加复杂的计算设施。当前的视

络结构”已成为一个成功的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系统只是通过卷积的方式

觉，仍然值得怀疑的是它的构建是否

来实现一种空间的局部稀疏性。然而，

可以归因于指导原则。确保这将需要

卷积在基础小的 patches（感觉应该每

更多的彻底分析和验证。

个 filter 或者 kernal）上是全连接的。
传统的卷积网络在特征空间使用随机

4、结构细节

和稀疏的连接方式；因为他们（LeCun）
想打破对称性和提升学习能力；然而

开端网络结构的主要思想是找到

为了更好的优化并行计算系统，这种

卷积网络中理想的局部稀疏结构怎样

趋势有转回到全连接方式。结构的一

通过容易获得的密集成分来拟合和覆

致性，大量的过滤器和更大的批量允

盖。假设通过卷积块来建立平移不变

许使用高效的密集计算。

性，这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理想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

的局部构造，然后在空间上拓展重复。

一个中间的步骤：一个可以利用额外

Arora 建议要逐层构建：需要分析后一

稀疏性的结构，甚至在 filter 层，但

层的统计相关性；然后把高度相关的

是通过利用在密集矩阵上的计算来探

单元聚类在一起。下一层聚集到一起

索当前的硬件。稀疏矩阵计算研究建

的单元，连接到上一层的单元。

议：把稀疏矩阵聚类到密集子矩阵能

我们假设前几层的单元对应输入

够很好的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也可以

图像的一些区域，这些单元被聚集到

应用在未来自动建立非一致深度结构

filter bank 中；这样前几层的相关单

上。

元聚集到局部区域。这意味着，许多
本文的 inception 结构起初提出

的聚类被聚集到一个单一区域，他们

用来评估一个复杂网络拓扑构建算法

可以被下一层的 1*1 的卷积覆盖。然

的假设输出，这个算法尝试近似一个

而，我们也希望存在少数的空间拓展

稀疏结构，通过密集，容易获得的成

的聚类，这些聚类可以被在大的 patch

分来覆盖假设输出。尽管是一个高度

上的卷积覆盖，随着 patch 区域的增

投机的事业，但相比参考网络的基础，

大，数量应该减小。

[ 12 ]适度的收益在观察早期得到。

为了避免 patch alignment（区域

随着调整差距扩大和开端网络结构在

布局）问题，当前的 inception 结构

定位和目标检测的背景下被证明是特

被限制在卷积尺寸 1*1，3*3 和 5*5，

别有用的的基础网络。有趣的是，虽

这种设计是基于更加的方便而不是必

须的。这种结构也意味着所有层

的嵌入可能包涵许多大的图像区域的

filter 的输出被聚集到一个单一的输

信息。然而以一个密集，压缩的方法

出向量，从而形成下一层的输入。此

嵌入代表的信息和压缩的信息是非常

外，由于 pooling 结构是当前卷积网

困难的。我们只是想在大多数地方保

络成功的关键，在每个阶段增加一个

持特征稀疏，压缩信息仅仅在特征不

可选择的并行 pooling 结构。

得不融合在一起时；这就是为什么 1*1

上面 inception 模块的一个问题

的卷积在 3*3 和 5*5 卷积前使用的原

是计算问题，因为一个中等的 5*5 卷

因；1*1filter 出了维数约减外，还起

积运算在有很多的特征存在情况下都

到增加非线性的作用。

是被禁止的。这个问题更加的突显出

一般滴，inception 网络是一个

来当 pooling 层 加入其 中时： 输出

有 inception 模块堆叠组成的网络；

filter 的数量等于等于输入 filter 的

偶尔使用 s=2 的 max-pooling 来使特

数量。融合 pooling 层和卷基层层的

征减半。由于技术的原因（训练阶段

输出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增加输出

存 储 效 率 ）， 似 乎 在 高 层 使 用

的数量。尽管这个结构能够覆盖理想

inception 模块更加有益，让底层的保

的稀疏结构，在计算上非常不高效。

持原始的卷积网络形状。
这个结构的主要贡献是：在可控
的计算复杂度增量下，增加每个阶段
的单元个数。无处不在的维数约减，
允 许 上 一 层 的 大 量 的 输 入 filter
“ shield ” 到 下 一 层 。 在 一 个 大 的

（a）开端模块，幼稚版

patch 卷积之前，先进行维数约减。
另一个有用的方面就是这种设计
灵感来源于：视觉信息应该在不同尺
度上处理，然后融合；以便下一层能
够从不同的规模上提取特征。

5. GoogLeNet
（b）降维的开端模块
由“googlenet”的名称，我们提
图 2：开端模块

及 特 殊 的化 身在 我 们提 交 的初 始 架

这就引起了本文的第二个考量：当计

构，被用于 ilsvrc 2014 赛事。我们

算需求增加的时候，应用维数约减和

也使用了一个深度和更广泛的初始网

projection（投影）；这个是基于低维

络与略优质量，但加入到合奏似乎仅

轻微提高了结果。我们省略了这个网

络（在我们的合奏中，不同的图像块

络的细节，作为经验证据表明，确切

训练 7 个模型中使用了 6 个采样方法。

影响结构的参数相对较小。表 1 所示

所有的部分，包括在本文开端网络模

最常见的实例中使用的竞争。这个网

表一：开端结构的典型----GoogleNet
备，包括那些有有限的计算资源，特
块内部的，都使用线性激活。它的小
在我们的网络中 RGB 颜色零均值空间

别是低内存占用。网络是 22 层深，当

可接受的范围是 224X224。“# 3X3 减

仅计算有参数的层（或 27 个层，如果

少”和“# 5X5 减少”代表减少层中的

我们也算池）。这个层（独立大厦块）

1X1 个过滤器的数目以前的 3X3 和 5X5

使用的整体数量对于网络的建设是约

的卷积。一个可以看到在投影层中的

100。准确数字取决于通过机器学习基

1X1 个过滤器的数目内置最大池的池

础设施如何计算层。平均池前使用分

项目列。所有这些减少投影层也使用

类是基于[ 12 ]，虽然我们的实施具

整流线性激活。

有附加的线性层。线性层使我们能够

该网络的设计与计算效率思维的

很 容 易 适应 我们 的 网络 到 其他 标 签

实用性，使推理可以在个体上运行设

集，但它是大多是为了方便，我们不

希望它有重大影响。我们发现，从完

类，但在推理时删除。由此产生的网

全连接的移动层平均池 2 精度提高约

络的示意图图 3。

0.6%，但使用脱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删除完全连接的层。
鉴于网络的深度比较大，以一个

6、训练方法

有效的方式传播通过所有的层能力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项任务上

使用 google 的 DistBelief 分布

较浅的网络表现强劲表明，在网络的

式机器学习系统；本文只在 CPU 上部

中间层产生该功能的应该是很有判别

署，主要的限制来自于内存。本文使

力。通过增加备用分类连接到这些中

用异步的 SGD，动量项=0.9；每迭代 8

间层，在分类的较低阶段的判别力被

次，减小 4%的学习率。

预期。这被认为在提供正规化的同时

对于图像采样方法一直在改变，

对抗消失的度问题。这些分类采取的

并没固定的方法；已经收敛的网络是

形式规模较小的卷积网络的输出端的

在其他的选择下训练的，所以给出一

起始（4A）和（4D）模块。在训练过

个有效的训练网络的方法是困难的。

程中，他们的损失增加了网络的总损

更为复杂的是，一些网络在相对小的

失具有折扣的重量（辅助分类的损失

patch 上训练，一些网络在相对大的

被加权 0.3）。在推论时期，这些备用

patch 上训练，；还有一个技巧被证明

网络被丢弃。后来控制实验示出的备

很有效：提取各种各样的 patches，

用网络的效果是相对少数的（约

patches 的 size 均匀地分布在图像区

0.5%），他们只需要达到一个同样的效

域 8%和 100%之间，比例也在 3/4 和 4/3

果。

之间随机选择。还有一些其他数据增
侧面的额外网络的确切结构，包

益技术。

括备用分类，如下：
•一个平均池层有 5X5 个过滤器的大小
和进展 3，导致 4X4X512 的输出为（4A），

7、ILSVRC2014 分类

和 4X4X528 的（4D）阶段。
•用 128 个 1X1 个过滤器进行降维线性
激活。
•一个完全连接的层，有 1024 个单位
和整流线性激活。
•一个有 70%个比例的下降输出层。
•与 Softmax 损失作为分类器线性层
（预测相同的 1000 个类作为主要的分

2014 个挑战涉及的 ilsvrc 分类在
ImageNet 层次将图像分成 1000 个叶节
点类别中的任务。大约有 120 万训练
图像，50000 用于验证和 100000 测试
图像。每个图像都与一个地面真的类
别，和性能测量为基础得分最高的分
类预测。双号码通常报道的的准确率，

其中：对第一个预测类的地面真理进

GoogLeNet network
行比较，与前 5 的误差率，比较真实
对前 5 个预测类：一个图像被认为正
确分类如果地面真理是在 5，不管它的
地位在他们。挑战采用前五错误率的
目的排名。
我们参加了没有外部数据的挑战
用于训练。除了训练技巧在本文中，
我们采用了一套技术在测试过程中，
以获得更高的性能，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描述的。
1 、 我 们独 立训 练 的 7 个 版本 相 同
googlenet 模型（包括一个更大的版
本），和与他们进行整体预测。这些模
型进行了训练与相同的初始化（即使
由于相同的初始权重，由于一个监督）
和学习率政策。他们不同的只是抽样
方法与随机输入图像序列。
2、在测试过程中，我们比 krizhevsky
等人采取了更积极的截弃方法。[ 9 ]。
具体地，我们调整了图像的 4 个尺度，
较短的尺寸（高度或宽度）为 256，288，
320 和 352，分别采取左，中心和右这
些大小的图像方格（就图像，我们采
取的顶部，中心和底部方格）。对于每
一个方格，我们然后采取 4 个角落和
中 心 224X224 方 格 以 及 平 方 大 小
224X224，和他们的镜像版本。这导致
4X3X6X2 = 144 截弃每张图。类似的方
法在过去的霍华德安得烈[ 8 ]一年的
记录中用过，我们的经验验证执行略
差于拟议的计划。我们注意，这种侵
略性的裁剪可能不是必要的在实际应

图 3:拥有所有钟声和口哨声的

用中，由于更多的受益，现在一个合

理的截弃量就变得很贫瘠（像我们稍
后将展示的那样）。
3、SOFTMAX 概率的平均值在多个裁剪
和超过所有的个人分类，以获得最后
预测。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分析验
证数据的替代方法，如最大集中在裁
剪和平均超过分类，但它们导致性能

表:2：分类性能

不如简单的平均。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们分析了
多因素，有助于整体性能的最终提升。
我们最后提交的挑战获得前 5 的
误差率为 6.67%的验证和测试数据，排
在众多参与者中的第一个。这相对减
少了 56.5%的相比于 2012 的有监督方
法，减少了约 40%相对于以前的最佳方
法（clarifai），它们都均采用外部数
据训练分类器。表 2 显示了在过去的 3
年里顶级的方法。
我们还分析和报告多个性能测试
选择，通过不同数量的模型和不同量
的裁剪，用来预测表 3 中的图。当我
们使用一个模型，我们选择了一个最
低验证数据的误差率。为了不过度拟
合的验证数据集测试数据统计,所有
的数字都有报道在数据集中。

表 3：GoogleNet 分类性能降低

8、ILSVRC 2014 检测和结果
ILSVRC 检测 任务 是预 测图 像中
大约 200 个类别的边框。检测方法类
似 R-CNN，首先进行区域提取，通过结
合 Selective Search 和 multi-box 预
测来改进区域提取算法。为了减少错
误 positives 的数量，像素增加 2 倍；
这种方法把 selective search 提取的
区域减半，然后又从 multi-box 结果
中添加 200 个区域，最后大约使用 60%
的区域，

表 4：检测性能比较。未报告的值用问号标注
个网络来对每个区域进行分类。我们
同时增加覆盖范围从 92%到 93%。削减

在 没 有 使用 额外 预 训练 数 据的 情 况

区域最后使 mAP 提高 1%，最后使用 6

下，没有使用 bounding boxregression

的 情 况 喜爱 ，获 得 了单 个 网络 获 得

想法。这个主要优点方法是相比于浅

38.02%；6 个网络获得了 43.9%的成绩；

和较窄的体系结构，在一个温和的增

说明 multi-module 对于分类和检测都

长计算方面有显著的质量增益。

很重要。

我们的目标检测工作是有竞争力

我们首先报告的顶部检测结果和

的，尽管没有利用上下文，也没有进

显示自检测任务的第一版进展。相比

行包围盒回归，这意味着还进一步证

到 2013 个结果，准确率几乎翻了一番。

明了“开端结构”的优势。对于这两

最 优 秀 的表 演团 队 都使 用 了卷 积 网

种分类和检测，人们认为类似质量的

络。我们报告的官方分数在表 4 中并

结果可以实现更昂贵类似深度的非初

且对于每一个团队共同的策略：使用

始类型网络宽度。然而，我们的方法

外部数据，集合模型或上下文模型。

产生了坚实的证据，移动稀疏的架构

外部数据通常是预训练的模型，

是可行的和有用的想法一般。这表明

ilsvrc12 分类数据后来在检测数据上

未来旨在努力创建稀疏和更精细的结

提炼。有些球队还提到定位数据的使

构，在自动化的基础上[ 2 ]，以及关

用。自一个好的部分本地化任务边界

于应用的见解其他领域的体系结构。

框不包含在检测数据集，可以预先训
练一个一般的边界这一数据相同的方
式解释变量分类盒用于预训练。
Googlenet 记录没有使用定位数据培
训。
在表 5 中，我们使用一个单一模
型进行比较。顶级性能模型是令人瞠
目的只提高了有着 3 个模型整体 0.3
点，而 googlenet 得到明显更强的整
体效果。

9、结论
通 过 容 易获 得的 密 集 building

表 5：单模型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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