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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轻量化神经网络的模型压缩与结构搜索
梁峰 1，董名 2，田志超 1，张国和 1，成舒婷 1
（1.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710049，西安；2.西安交通大学软件学院，710049，西安）

摘要：针对轻量化神经网络中大量 1×1 卷积操作限制网络模型压缩的问题，提出了轻量化神经网络模型压缩
方法，并对网络结构进行了搜索。根据有限长单位冲激响应滤波器线性相位特性思想，设计了具有线性相位
约束的 1×1 卷积滤波器，将其应用在 MobileNet 网络中，验证了其有效性。采用遗传算法对 MobileNet 网络
中具有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滤波器比例进行搜索，使用权重共享方法对遗传算法搜索过程进行加速，使用
相对适应度指导算法进化方向。实验证明：具有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的 MobileNet 网络在 Cifar10 数据集上的
网络参数量降低为原始 MobileNet 网络的 51.24%，网络准确率下降 0.38%；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的网络参数
量降低为原始 MobileNet 网络的 62.88%，网络 Top5 准确率下降 1.44%，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1×1 卷积滤波
器可以对网络模型进行有效压缩；遗传算法搜索出的最优结构网络准确率与 MobileNet 网络的相仿，此时网
络参数量下降为原始网络 83.54%，网络模型更小、性能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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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1 convolutional filters are widely used in lightweight neural networks and accounted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overall network. Lots of 1x1 convolutional filters have limited the compression ratio of the network model. In
this paper, a lightweight neural network model compression method is proposed,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is searched.
Inspired by the linear phas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R filter, the proposed 1×1 convolution filters also have a linear
phase. We performed experiments on MobileNet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method. The genetic
algorithm is used to search the optimal ratio of 1×1 convolution filters with a linear phase constraint of MobileNet.
Then, we adopted the method of weight sharing to accelerate the search process of genetic algorithms. In addition, the
relative fitness is utilized to guide the evolution of the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s result show that, in the Cifar10 data
set, after adding linear phase constraint to MobileNet, the amount of parameter is reduced to 51.24%, while the
accuracy rate only dropped by 0.38%. In the ImageNet data set, the network parameter amount is reduced to 62.88%,
the network Top5 accuracy rate only dropped by 1.44%. The 1×1 convolution filters with the linear phase constraints
can further compress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with optimal structure searched by genetic algorithm achieves a higher
accuracy rate and the amount of network parameters is reduced to 83.54%. The proposed network needs smaller storage
space and has better performance.
Keywords: Lightweight Neural Network; model compression; genetic algorithm; weight sharing
轻 量 化 神 经 网 络 模 型 （ Lightweight Neural
积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计算机视觉模型性能和效率，
Network Model）
，是专门针对嵌入式视觉应用终端设
经济价值潜力巨大。网络模型性能优劣将直接影响
计的轻量且高效神经网络模型。相较于传统神经网
目标检测、人脸识别、语义分割等目前主流计算机视
络主要优点有：网络结构更加简单，网络学习和推理
觉系统性能上限。
需要计算资源需求量较少，可以有效提升所有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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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谷歌推出自动机器学习(AutoML)，
越来越多自动优化神经网络结构方法被提出，旨在
设计网络模型更小、性能更优的神经网络。网络结构
搜索(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NAS)，通过算法自动
搜索神经网络结构，从过程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定
义目标搜索空间、根据算法中选择的搜索策略产生
新网络结构、评估搜索出网络结构优劣并反馈。目前
主流搜索神经网络结构算法包括：基于梯度方法、强
化学习[1]、进化算法[2]等。
本文主要分为设计网络模型压缩方法部分和优
化搜索网络结构部分。设计轻量化神经网络时，大量
采用的 1×1 卷积操作参数量占整个网络主要部分[3]，
限制网络模型压缩。本文根据有限冲激响应(FIR)滤
波器线性相位约束思想，设计具有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滤波器，将 1×1 滤波器在深度方向上进行线性
相位约束处理。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1×1 卷积滤波
器参数量减少一半，有利于对网络模型进行压缩，在
设计轻量化神经网络时有很大的优势。
网络结构搜索算法可以根据需求自动搜索网络
结构，
优化网络性能。
本文使用遗传算法对 MobileNet
网络中具有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滤波器比例进行
搜索，该方法可以减少人工调参时间，获得性能更佳、
模型更小的网络。

1 神经网络模型压缩与结构搜索
1.1 网络模型压缩
2016 年，从轻量化神经网络 SqueezeNet 提出开
始，越来越多无需高昂 GPU 资源的优秀轻量化神经
网络模型被设计出来，大幅度提高神经网络经济价
值。Iandola 等人提出先利用 1×1 卷积操作对输入特
征压缩，再使用 1×1 和 3×3 卷积对特征进行扩张的
Fire Module。使用 Fire Module 构建的 SqueezeNet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实现了和 AlexNet 相同准确率，
参数量只有 AlexNet 的 1/50[4]。MobileNet 网络不仅
提出了深度可分离卷积结构，将原始 3×3 卷积进行
了拆分，大幅度降低网络参数量，还提出宽度乘子和
分 辨 率 乘 子 对 网 络 模 型 进 行 进 一 步 压 缩 [5] 。
MobileNet-v2 采用先升维再降维方式增强网络中间
深度卷积层表现能力，并移除降维层激活函数。使用
反向残差单元的 MobileNet-v2 在多种视觉任务数据
集上获得更高准确率，并且计算需要计算资源大幅
减少。Zhang 等人提出 ShuffleNet[6]，为了解决网络
结构中大量密集 1×1 卷积导致网络性能低下问题，
提出了逐点分组卷积(pointwise group convolutions)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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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用两个 1×1 组卷积将通道间学习分解为两步。
同时采用通道混合(channel shuffle)方法促进各通道
间信息融合，group 卷积能够获得不同 group 输入数
据，将输入特征和输出特征联系起来，提高网络特征
提取能力，实现搭建更强有力网络结构。谷歌推出
NasNet 网 络 ， 其 结 构 主 要 由 Normal Layer 和
Reduction Layer 两种不同 cell 堆叠而成，该网络可以
针对不同数据集，采用人工堆叠方式灵活调整
Normal Layer 和 Reduction Layer 两种 cell 堆叠方式
[7]
，使网络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上述经典轻量化神经网络模型压缩方法被广泛
应用于计算机视觉中，摆脱高昂计算资源限制，实现
神经网络从实验室走向工业，提高神经网络应用范
围和经济价值。
1.2 网络结构搜索
神经网络在处理非线性问题，例如图像识别上
有着非常好的表现，但是在设计神经网络时存在网
络结构难以确定、网络训练参数难以选取、网络权值
较难设定等难题。以上问题导致设计神经网络时需
要大量人工干预，只有小部分专业科研人员可以参
与网络设计，限制了缺乏经验的科研人员设计网络，
不利于神经网络发展以及推广。神经网络结构搜索
空间面向参数为定义网络结构参数，具体为网络层
数、卷积核大小、每层选取算子等参数。NAS 为近
年来深度学习领域研究热点，通过高效经济搜索方
法，自动获得泛化能力强、硬件友好神经网络结构，
节省人工设计网络时间，并且在多种场景下击败了
早期人工设计神经网络。
设计 RNN 控制器对新产生网络结构进行评估。
文献[8]采用了强化学习方法，将网络 accuracy 作为
reward 返回给 RNN 控制器，RNN 控制器继续指导
生成符合期望的更优神经网络。文献[9]基于梯度方
法的代表 DARTS，将网络结构设计为一个有向无环
图，图的顶点代表网络中卷积操作，图的边代表卷积
层之间连接方式与连接与否。将候选操作使用
softmax 函数进行混合，网络结构变得可微后，使用
基于梯度算法优化方法找寻最优结构。文献[10]使用
了进化算法自动搜索神经网络结构，该论文从学习
率为 0.1 初始模型进行搜索，耗时 256.2h 完成实验，
最终获得期望的网络结构。
1.3 结构搜索加速
在搜索策略基本已经成熟情况下，目前 NAS 主
要研究转向为减少算法所需时间和计算资源，进化
深度网络[11]等越来越多对计算资源消耗要求低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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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神经网络方法被提出。文献[12]提出权重共享思想，
重用训练好网络中权重，改变初代 NAS 每个模型从
头开始训练方法，采用在大图中搜索子图思想。文献
[13]采用代理模型思想，设计代理模型 LSTM 来预测
生成网络结构在目标数据集上的准确性，指导模型
搜索。

2 网络模型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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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特征图尺寸为 DK×DK ×M 时，常规 N 个 1×1
卷积核计算时参数量为：1×1×M×N，计算量为：
1×1×M×N×DK×DK。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1×1 对称滤
波 器 计 算 时 参 数 量 为 ： 1×1×M/2×N ， 计 算 量 为
1×1×M/2×N×DK×DK。具有线性相位约束对称滤波器
与标准 1×1 卷积相比，节省了 1/2 参数量和计算量。
Ⅰ型 1×1 对称滤波器对输入特征图的具体操作如图 2
所示，其余三种对称滤波器也与此相似。

2.1 具有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
FIR 滤波器[14]的单位冲激响应为：
h(n) 0  n  N  1

(1)

系统函数为：
N 1

H ( z )   h( n) z  n

（2）

n 0

由 FIR 滤波器频率响应公式中参数不同取值可
知共有四种类型线性相位 FIR 滤波器[15]：h(n)偶对称，
N 为偶数；h(n)偶对称，N 为奇数；h(n)奇对称，N 为
偶数；h(n)奇对称，N 为奇数，四种 FIR 数字滤波器
相位特性只取决于 h(n)的对称性，与 h(n)的值无关。
本文根据 FIR 滤波器的特性，设计具有线性相
位约束对称滤波器，将权重在深度方向上对称或者
反对称卷积滤波器定义为广义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对称滤波器。
本文将线性相位约束思想应用在 1×1 卷
积滤波器上，可设计四种 1×1 对称滤波器，具体示意
图如图 1 所示。本文将四种 1×1 对称滤波器命名为
Ⅰ、Ⅱ、Ⅲ、Ⅳ型具有线性相位约束对称滤波器。

图 2 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操作示意图

2.2 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MobileNet
MobileNet 结构中深度可分离卷积基础结构如图
3(a)所示，由于 MobileNet 网络中含有大量的 1×1 卷
积操作，本文以 MobileNet 网络为基础，验证本文提
出的设计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特性的对称滤波器在网
络模型压缩方面的性能。
将 MobileNet 网络中的 1×1 卷积滤波器均做线
性相位约束处理后，添加具有线性相位约束后的
MobileNet 相较于原始的 MobileNet 对于输入图片尺
寸为 224×224×3 处理整个网络结构如表 1。
表 1 网络结构

图 1 线性相位约束 1×1 卷积结构

网络层

步长

输出图片尺寸

比例

输入图片

-

224×224×3

-

Conv_1

2

112×112×32

-

Block_1

1

112×112×64

a1

Block_2

2

56×56×128

a2

Block_3

1

56×56×128

a3

Block_4

2

28×28×256

a4

Block_5

1

28×28×256

a5

Block_6

2

14×14×512

a6

Block_7-11

1

14×14×512

a7、a8、a9、a10、a11

Block_12

2

7×7×1024

a12

Block_13

1

7×7×1024

a13

GlobalPool

2

1×1×1024

-

FC

-

1×1×200

-

Softmax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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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结构搜索及加速
3.1 遗传算法搜索网络结构
将网络中卷积滤波器均做线性相位约束处理后，
网络参数量大幅度减少，网络准确率也损失较多。本
章研究对网络中部分滤波器进行Ⅰ型线性相位约束处
理。
对网络深度可分离卷积中 1×1 卷积进行线性相
位约束处理，a 代表具有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个数占
该层总滤波器数 dj 比例。1×1 逐点卷积层中包括(1a)×dj 个标准 1×1 卷积滤波器，和 a×dj 个具有线性相
位约束的 1×1 卷积滤波器。1×1 逐点卷积层最后的操
作为将两种不同滤波器计算后的输出结果拼接在一
起，再进行 ReLU 函数非线性化处理，对于一个深度
可分离卷积层的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 3(b)所示。

图 3(a)深度可分离卷积

(b)线性相位约束深度可分离卷积

遗传算法主要流程[16]如图所示。

（1）编码和解码。本文实验中，搜索空间为
MobileNet 网络结构的 13 层 1×1 卷积层中，每层具
有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比例。实验采用二进制编码
方式[17]，以每层对称滤波器比例按 20%、40%、60%、
80%划分的网络结构举例详述本文编码方式，其余比
例划分均采用此方法。
MobileNet 结构中每层对称滤波器比例用三个基
因点来表示，13 层卷积层对应的染色体长度为 39 位
二进制数。具体染色体结构为：

图 5 染色体结构

本实验中的编码遵守完备性、健全性、非冗余性
准则。
（2）种群初始化。采用随机数生成函数，随机
初始化本实验中个体初始基因，设定种群中个体数
为：400，选择种群进化代数为：500。
（3）种群评估。将不同对称滤波器比例的网络
结构在 Cifar10 数据集准确率高低作为个体适应度，
指导遗传算法下一步方向。
（4）选择操作。采用轮盘赌(Rollete wheel)算法
进行个体选择，以与适应度成正比的概率来确定每
个个体遗传到下一代种群数量。算法随机生成一个 0
到 1 之间的随机数 r，如果 qi>r，则 xi 被选择。轮盘
赌算法中个体被选中的概率为：

p( xi ) 

图 4 遗传算法流程

本文中使用遗传算法优化搜索网络结构的具体
步骤为：

f ( xi )



N
j 1

f ( xj )

（3）

（5）交叉操作。本实验中采用单点交叉方式，
互换种群个体中染色体上一个点的基因，产生新染
色体。
（6）变异操作。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由于染
色体上信息只有 0、1 两种，变异操作对需要变异的
点进行取反，本文采用了单点变异的变异方式。
（7）终止判断。在遗传算法进化到一定代数时，
种群中大多数个体基因进化到大部分一致。种群在
固定范围代数内不再继续进化，则认为遗传算法搜
索到目标函数的全局最优解。将此时种群中的染色
体进行解码，获得本文需要的具有线性相位约束滤
波器最优 MobileNet 网络结构。
3.2 权重共享加速结构搜索

———————— http://zkxb.xjt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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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结构搜索过程中，遗传算法搜索出的大
部分网络子模型结构相似。很多模型中 Wi，j（第 i 个
节点与第 j 个节点权重矩阵）可以重复利用，采用将
前期训练好的结构模型权重矩阵赋予新生成网络结
构的方式，直接测试新生成网络的准确率。遗传算法
无需获得网络最终准确率，可以根据同等条件下相
对准确率判断网络性能优劣。本文用相对准确率高
。
低作为适应度值判断网络结构优劣[18]
本文采用权重共享方法缩短遗传算法搜索时间，
该方法采用在大图中搜索子图的思想。先设计将所
有子网络结构都包括在内的大网络结构，称之为大
图。算法中只需要对大图网络结构进行一次完整训
练测试后保存权重矩阵，新生成的子网络结构均重
用大图中保存的权重矩阵。
MobileNet 网络中，每层 1×1 卷积滤波器添加线
性相位约束比例范围为 0%—100%之间。本文选择牺
牲搜索空间方法缩短搜索时间，算法最初将添加线
性相位约束滤波器比例固定设置在 30%、50%、70%
中进行搜索。在此种比例设定下搜索出最优网络结
构后，再对网络结构中添加具有线性相位约束对称
滤波器比例进行细化。
本文实验中共设计三种比例划分搜索结构：
（1）添加线性相位约束处理滤波器比例：30%、
50%、70%，实验设计的大图和子图结构如图所示；
（2）添加线性相位约束处理滤波器比例：20%、
40%、60%、80%；
（3）添加线性相位约束处理滤波器比例：10%、
20%、30%、40%、50%、60%、70%、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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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子图结构

4 实验与分析
4.1 实验环境
本文实验使用了 Python 语言，在开源深度学习
Pytorch0.4 框架上进行实验，采用 GPU 进行加速，
GPU 配置为 4 块 NVIDIA GeForce GTX 1080。在
Cifar10 和 ImageNet 数据集上验证将具有线性相位约
束滤波器网络在网络压缩方面的有效性。在 Cifar10
数据集上对网络结构进行优化搜索。
4.2 实验结果
4.2.1 网络模型压缩效果 四种类型具有线性相位
约束滤波器的新 MobileNet 网络在 Cifar10、
ImageNet
数据集上实验准确率以及网络参数量对比如表 2、表
3 所示。表 2、表 3、表 5 中的原始网络均指原始的
MobileNet 网络，即未进行修改的 MobileNet 网络,本
文的 MobileNet 网络准确率与主流文献一致[19]。
表 2 Cifar10 数据集网络准确率及参数量对比
滤波器类型

网络准确率(%)

参数量

原始网络

86.29

3.22×106

Ⅰ型网络

85.91

1.65×106

Ⅱ型网络

85.54

1.65×106

Ⅲ型网络

85.50

1.65×106

Ⅳ型网络

85.55

1.65×106

表 3 ImageNet 数据集网络准确率及参数量对比
图 6 大图结构

滤波器类

网络准确率

Top5(

型

Top1(%)

%)

原始网络

70.62

89.74

4.23×106

Ⅰ型网络

68.41

88.30

2.66×106

Ⅱ型网络

68.15

88.40

2.66×106

Ⅲ型网络

68.09

88.28

2.66×106

Ⅳ型网络

68.00

88.21

2.66×106

参数量

由表 2、表 3 可知，Ⅰ型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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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Net 网络在 Cifar10 数据集上的网络参数量降
低为原始 MobileNet 网络的 51.24%，网络准确率下
降 0.38%；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的网络参数量降低
为原始 MobileNet 网络的 62.88%，网络 Top5 准确率
下降 1.44%。实验证明，四种类型具有线性相位约束
1×1 滤波器均有网络模型压缩效果，在网络参数量大
幅度减少的前提下，网络准确率仅有小幅度下降，四
种类型滤波器在网络模型压缩方面表现持平。
4.2.2 模型压缩对比 MobileNet 引入宽度因子 α 控
制模型通道数量，进一步压缩网络模型。当 α=0.75
时，宽度因子方法和本文提出的四种滤波器网络模
型压缩对比如表 4。
表 4 Cifar10 数据集网络模型压缩效果对比
网络准确率(%)

参数量

α=0.75

85.91

1.82×106

Ⅰ型网络

85.91

1.65×106

Ⅱ型网络

85.54

1.65×106

Ⅲ型网络

85.50

1.65×106

Ⅳ型网络

85.55

1.65×106

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Ⅰ型网络准确率与宽度因子
α=0.75 的网络相似，但是具有线性相位约束对称滤
波器网络参数量更少。
4.2.3 网络结构搜索结果 遗传算法优化网络结构
搜索出的结构为:
MobileNet-(1):a1=70%、a2=70%、a3=30%、a4=30%、
a5=30%、a6=50%、a7=50%、a8=70%、a9=50%、a10=50%、
a11=30%、a12=50%、a13=50%;
MobileNet-(2):a1=20%、a2=40%、a3=20%、a4=80%、
a5=80%、a6=20%、a7=60%、a8=40%、a9=40%、a10=20%、
a11=80%、a12=20%、a13=20%;
MobileNet-(3):a1=10%、a2=40%、a3=30%、a4=20%、
a5=30%、a6=50%、a7=60%、a8=30%、a9=70%、a10=20%、
a11=20%、a12=60%、a13=80%;
遗传算法搜索出的网络结构在 Cifar10 数据集上
准确率及参数量，如表 5 所示。
表 5 网络参数量及准确率对比
网络准确率

y6

器比例。该方法可以通过调整对称滤波器组合方式，
降低网络参数量，提高网络准确率。

5 结论
本文根据 FIR 滤波器特性，针对轻量化神经网
络中占据网络模型大部分运算量和参数量的 1×1 卷
积，设计四种具有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用于压缩网
络模型。本文在包含大量 1×1 卷积 MobileNet 网络上
进行实验验证，证实四种对称滤波器均有网络模型
压缩效果，且网络性能得以保证。四种类型滤波器在
网络模型压缩方面表现持平，其中Ⅰ型具有线性相位
约束滤波器实现了在 Cifar10 数据集可以达到网络参
数量降低为原来 51.24%，
网络准确率仅下降 0.38%；
在 ImageNet 数据集网络参数量降低为原来 62.88%，
网络 Top5 准确率仅下降 1.44%。
同时可以采用网络结构搜索方法，设定优化目
标，对具有线性相位约束滤波器网络结构进行自动
搜索调优。遗传算法搜索出最优结构可达到网络准
确率与 MobileNet 网络相仿情况下，网络参数量下降
为原始网络 83.54%，实现在应用对称滤波器对网络
结构进行优化时，自动设计参数量更少、性能更好的
网络。具有线性相位约束的 1×1 卷积滤波器，对于存
储资源有限的硬件十分友好，且易于部署到存储资
源和计算资源有限的嵌入式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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