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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缩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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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度神经网络通常是过参数化的, 并且深度学习模型存在严重冗余, 这导致了计算和存储的巨大浪费. 针
对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聚类的方法来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压缩. 首先通过剪枝策略对正常训练后
的网络进行修剪, 然后通过K–Means++聚类得到每层权重的聚类中心从而实现权值共享, 最后进行各层权重的量
化. 本文在LeNet, AlexNet和VGG–16上分别进行了实验, 提出的方法最终将深度神经网络整体压缩了30到40倍, 并
且没有精度损失. 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基于改进聚类的压缩方法, 深度神经网络在不损失精度的条件下实现了有效压
缩, 这使得深度网络在移动端的部署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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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neural networks are typically over-parametrized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redundancy for deep learning
models, which results in a waste of both computation and memory usa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a new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clustering to compress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is proposed. First of all, the network is pruned after the normal
training. Then through the K-Means++ clustering the clustering center of each layer is gotten to achieve weight sharing.
After the first two steps network weight quantization are also performed. The experiments on LeNet, AlexNet and VGG-16
are carried out, in which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are compressed by 30 to 40 times without any loss of precis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achieves effective compression without loss of accuracy through
the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clustering, which makes the deployment of deep network on the mobile end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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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3月, 谷歌深智(DeepMind)团队研发的计
算机围棋“初弈号–AlphaGo”以4: 1战胜了世界围棋
顶级选手李世石[1] , 极大地震撼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
AlphaGo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获得
围棋棋感直觉[2] . 不仅是计算机博弈, 在一系列的语
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任务中, 深度神经网络都表现出
非常明显的优势. 除了强大的计算平台和多种多样的

训练框架, 深度神经网络的强大性能主要归功于从数
千万甚至到数亿的大量可学习参数. 随着网络深度的
增加, 网络的学习能力也会变强. 但是这种学习能力
的增强是以内存和其他计算资源的增加为代价的, 大
量的权重会消耗相当大的内存和存储器带宽. 现在手
机、车载等移动端应用对深度神经网络的需求越来越
多, 就目前深度模型的尺寸来说, 大多数模型根本无
法移植到手机端APP或者嵌入式芯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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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神经网络通常是过参数化的, 并且深度学习
模型存在严重冗余[3] , 这导致了计算和存储的浪费.
目前已经提出了很多方法来对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压
缩. 早期的方法主要是网络剪枝, 包括有偏权重衰
减[4] 、最 优 脑 损 伤(optimal brain damage, OBD)[5] 和
最佳脑外科(optimal brain surgeon, OBS)[6] . 有偏权重
衰减是基于幅度的剪枝, OBD和OBS方法都是基于损
失函数的Hessian矩阵来进行的, 它们比基于幅度的剪
枝精确, 但是二阶导数需要额外的计算. Han等成功地
修剪了几个最先进的大规模网络, 并表明在不损失精
度的情况下, 参数的数量可以减少一个数量级[7] . Van
Nguyen等也尝试通过减少激活的数量来实现深度神
经网络的压缩和加速[8] . 除了剪枝技术, 许多研究人
员在网络量化上进行了探索以此压缩网络. Hwang和
Sung设计了具有三元权重(+1, 0, −1)和3–bit信号的
定点优化网络[9] . Anwar等用L2 误差最小化量化网络
减少网络参数的数量并提高泛化能力[10] . Chen等提
出了新的网络架构—–HashedNets, 这显著减少了神经
网络的存储需求, 但是其只考虑了全连接层[11] . Gong
等使用矢量量化压缩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但是有1%
精度损失[12] . 低秩分解技术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
意. 文献[3]中技术的核心在于: 将权重矩阵表示为两
个较小矩阵的低秩乘积. 由Denton等进行的后续工作
考虑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几个基本张量分解[13] . Lin等
则尝试通过用全局平均池化替代全连接层来减少神
经网络的参数的数量[14] . 但是低秩分解技术的网络压
缩比并不明显. 还有一些其他尝试来压缩网络, 包括
神经网络硬件加速器和迁移学习等. 文献[15]提出了
一种使用了新的数据搬移模式RS的卷积神经网络硬
件加速器, 以替代GPU等SIMD/SIMT架构的加速器.
文献[16]提出了一种基于忆阻器交叉开关的卷积神经
网络加速器, 从而能够有效降低模糊转换的开销.
Hinton等提出了基于教师–学生网络的迁移学习方法,
用教师网络来来指导学生网络进行学习[17] . 文献[18]
借鉴文献[17]的思想, 使用复杂网络中能够提供视觉
相关位置信息的图来监督小网络的学习. Google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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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连接层进行压缩, 压缩率不高而且精度有一定的损
失,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 提出了
基于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的压缩方法, 通过剪
枝、权值共享和权值量化3步, 达到了对深度神经网
络无损压缩的目的, 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2 基于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缩方法
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
缩方法, 首先通过剪枝策略将正常训练后的网络变为
稀疏网络, 实现初步的压缩, 然后通过K –Means++
聚类得到每层权重的聚类中心, 用聚类中心值来表示
原始权重值实现权值共享, 最后通过各层聚类来进行
各层权重的量化, 进行再训练更新聚类中心, 实现最
终的压缩. 算法整体基本框图如图1所示.

图 1 基于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缩方法整体框图
Fig. 1 Compression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based on improved clustering

2.1

剪枝策略

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训练完之后, 模型十分庞大, 全连接层的权
值矩阵有几十万、几百万个参数值. 但是很多参数的
绝对值都很小, 比如LeNet–5网络的全连接层ip1(如
图2所示, 其中: 横坐标代表的是参数值大小, 纵坐标是
参数值对应的参数数量), 对CNN的训练或者测试结
果作用很小, 因此就可以尝试通过剪枝策略将这些小
值参数去掉, 既可以减小模型的规模又可以减少计算量.

提出了一种轻量级的深层神经网络, 取名为MobileNets, 核心思想就是卷积核的巧妙分解, 可以有效减少
网络参数[19] . 文献[20]中作者在ResNet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新的结构—–ResNeXt. 文献[21]定义了一个零
的平均百分比的量来衡量每一个滤波器中激活为0的
值的数量, 来作为评价一个滤波器是否重要的标准.
文献[22]提出了一种估计硬件能耗的工具, 能够对模
型的每一层计算它们的能量消耗, 最大限度地降低模
型的能耗.
目前, 深度神经网络压缩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剪
枝、量化和低秩分解以及迁移学习等. 而且压缩的对
象是针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但是基本都是主要针对

图 2 LeNet–5网络ip1参数分析
Fig. 2 Parameter analysis of LeNet–5 network ip1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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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枝过程主要分为3步, 其过程如图1中Step 1所
示. 首先对网络进行常规训练, 并保存训练后的模型.
然后对权值较小的连接进行剪枝, 原始网络变为稀疏
网络, 保存剪枝后的稀疏网络模型. 剪枝连接之后会
影响网络的准确性, 因此需要对稀疏网络再训练这个
过程来保证CNN的有效性, 再训练之后保存最终的模
型. 每一次剪枝再训练的过程都是一次迭代, 随着迭
代训练次数的增加, 精确度会逐渐增加, 多次迭代之
后, 可以找到最好的连接.
剪 枝 完 成 之 后, 原 始 网 络 就 变 为 稀 疏 网 络(如
图3所示). 本文需要高效的稀疏矩阵存储格式. 典型
的稀疏矩阵存储格式有Coordinate(COO), Compressed
Sparse Row/Column(CSR/CSC)等. 根据Nathan Bell的
工作[23] , 结合实际情况, 最终对稀疏网络结构是选
用spicy的CSC格式来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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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原始 n 个权值W = {w1 , w2 , · · · , wn }划分成
k 个 类C = {c1 , c2 , · · · , ck }, 其 中n ≫ k . ∥wi − wj ∥
表示wi 和wj 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 定义W 关于C 的
代价函数如下:
∑
ϕW (C) =
min ∥w − ci ∥2 .
(1)
w∈ci i=1,2,··· ,k

K –Means的目标就是选择C 来最小化代价函数
ϕW (C), K –Means++与其优化目标相同, 但是在初
始聚类中心的选择上进行了改进. K –Means++选择
初始聚类中心的基本思想是: 初始的聚类中心之间的
相互距离要尽可能的远. 其算法步骤如下:
步 骤 1 从输入的权值W = {w1 , w2 , · · · , wn }
中随机选择一个作为第一个聚类中心c1 .
步骤 2 对于数据集中的每一个w , 计算它与最
近的聚类中心(指已选择的聚类中心)的欧式距离
D(w), 并保存在一个数组里, 然后将这些距离加起来
得到Sum(D(w)) .
步 骤 3 选择一个新的ci 作为聚类中心, 以概率
D(w′ )2
∑
选择ci = w′ ∈ W (即D(w′ )较大的点w′
D(w2 )
w∈W

被选取作为聚类中心的概率较大) .
图 3 稀疏网络
Fig. 3 Sparse network

2.2

基于K–Means++算
算法的权值共享

受启发于文献[24], 本文通过聚类来得到每层权重
的聚类中心. 本文选用K –Means++算法来进行聚类.
这是因为K –Means方法随机选择初始聚类中心可能
会造成聚类的结果和数据的实际分布相差很大, 即使
线 性 初 始 化 聚 类 中 心 得 到 的 结 果 也 并 不 理 想,
而K –Means++算法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可以
有效地选择初始点. 而且根据文献[25]给出的证明,
K –Means++在速度和精度上都是优于K –Means的.

步骤 4
被选出来.

重复步骤 2和步骤 3直到k 个聚类中心

步骤 5 利用这k 个初始的聚类中心来运行标准
的K –Means算法.
算法结束.
在K –Means++算法中, 步骤3的算法实现如下:
先取一个能落在Sum(D(w))中的随机值Random,
然后用Random− = D(w), 直到其值小于等于0, 此
时的点就是下一个聚类中心. 实验中取值

Random = Sum(D(w)) · λ, λ ∈ (0, 1),
为了方便理解, 本文用图4来表示.

图 4 K –Means++选择初始聚类中心示意图
Fig. 4 Selection of initial cluster centers of K –Means++

当算法取值Random = Sum(D(w)) · λ时, 该值
会以较大的概率落入D(w)较大的区间内(此图中该
值落入D(w3 )的概率大), 所以对应的点w3 会以较大
的概率被选中作为新的聚类中心.

在通过K–Means++算法对每层权重聚类之后,
通过聚类中心值来表示原始权重值实现权值共享,
同一层的多个连接共享同一权值(跨层的权值不共
享), 这样可以减少权值的数量, 再次实现深度神经

第7期

刘涵等: 改进聚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缩实现方法

网络的压缩.
2.3 权值量化
本文通过各层聚类来进行各层权重的量化, 最
后进行再训练更新聚类中心和码表. 对权值进行量
化可以减少表示权值所用的位数, 权值量化对深度
神经网络实现了进一步的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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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权值, 本文只需存储它所属的聚类中
心的索引号. 对网络进行训练时, 前向传播时需要
将每个权值用其对应的聚类中心代替, 反向传播时
计算每个类内的权值梯度, 然后将其梯度和反传,
用来更新聚类中心, 具体过程如图5所示(颜色相同
的权值表示聚为一类).

图 5 权值共享量化过程示意图
Fig. 5 Weight sharing and quantification process

权值共享量化后, 所有的聚类中心都被存在码
书里. 权值不是由原来的32位浮点数表示, 而是由
其对应的聚类中心的索引号表示. 这一步让存储的
数据量大大减少, 最终存储的结果就是一个码书和
索引表. 假设权值聚成k类, 则需要log2 (k)位来编码
索引. 对于具有n个连接的网络, 每个连接用b位表
示, 有k个共享权值, 则压缩率r可以表示如下:
r=

nb
.
n log2 (k) + kb

(2)

是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有两个卷积层和两个全连接
层, 在Mnist数据集上实现了0.8%的误差率. 图6显
示不同的修剪率对于LeNet–300–100整个网络精度
的影响. 本文把所有的修剪率写在一个列表里, 具
体的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 LeNet–300–100修剪率列表
Table 1 List of prunig rates for LeNet–300–100
网络层

ip1

ip2

ip3

修剪率列表

[0.01,1,1]
[0.03,1,1]
[0.05,1,1]
[0.07,1,1]

[1,0.03,1]
[1,0.06,1]
[1,0.09,1]
[1,0.12,1]

[1,1,0.25]
[1,1,0.28]
[1,1,0.31]
[1,1,0.34]

阈值

0.07

0.09

0.28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在Linux操作系统下(Ubuntu 14.04)基于深
度学习Caffe框架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实验, CPU为
Intel Core i7--6700K, GPU为NVIDIA GeForce GTX-1080. 在CUDA 8.0基础架构上进行并行运算, 使用
了CUBLAS函数库实现BLAS, 对于稀疏矩阵使用
cuSPARSE进行稀疏计算. 经过剪枝和权值共享量
化后, 在不损失精度的条件下, 本文将网络实现了
可观的压缩. 以下介绍本文在各个网络上的实验效
果.
3.1 LeNet网
网络
首先用LeNet–300–100和LeNet–5网络在MNIST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 LeNet–300–100网络是一个全
连接网络, 有两个隐含层, 分别有300和100个神经
元, 在Mnist数据集上实现了1.6%的误差率. LeNet–5

本文在LeNet–300–100网络的每一层选择4个修
剪率进行比较, 每个数组都有3个值, 分别表示ip1,
ip2, ip3各层的修剪率, 其值为1表示不修剪, 如[1,
1, 0.28]表示修剪最后一个全连接ip3层并保留权重
值最大的28%的连接. 根据图6所示(横坐标表示网
络层, 前4个点分别表示ip1层在0.01, 0.03, 0.05, 0.07
修剪率下的网络精度. 中间4个点分别表示ip2层
在0.03, 0.06, 0.09, 0.12修剪率下的精度. 最后4个点
分别表示ip3层在0.25, 0.28, 0.31, 0.34修剪率下的
精度. 纵坐标为精度百分比), 本文选择修剪率为
[0.07, 0.0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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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eNet–5网络原始精度损失图
Fig. 7 Accuracy and loss of LeNet–5 network
图 6 不同修剪率对网络精度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ifferent pruning rate on network accuracy

剪枝完成之后, 本文对LeNet–300–100进行再训
练. 在此之后, 本文进行基于K–Means++的权值共
享和量化过程, 将网络的权值都量化为6–bit, 表2给
出了LeNet–300–100网络各个过程的压缩参数及压
缩效果.
从表2可以看出, 剪枝过程将模型压缩了13倍,
与共享量化结合网络最终得到了34倍的压缩率,
Top–1误差为1.49%, 精度有所提升并且略高于文
献[24]中所达到的精度.
表 2 LeNet–300–100压缩参数
Table 2 Compression parameters of LeNet–300–100
网络层

ip1

ip2

ip3

总计

网络参数

235 K

30 K

1K

266 K

7%

9%

28%

7%(13× )

2.7%

3.8%

16.5%

2.9%(34× )

剪枝后每层
参数占比P
压缩率

图 8 LeNet–5网络剪枝之后精度损失图
Fig. 8 Accuracy and loss of LeNet–5 network after pruning

表 3 LENET–5压缩参数
Table 3 Compression parameters of LeNet–5
网络层

本文对LeNet–5网络用同样方法的进行实验,先
进行网络剪枝, 然后进行权值聚类、量化. 图7–8分
别表示LeNet–5网络原始精度损失图和剪枝之后的
精度损失图.
从图7–8中可以看出, 剪枝过程基本没有损失精
度. LeNet–5网络压缩后的参数如表3所示, 可以看
出, 剪枝过程将模型压缩了12倍, 最终网络得到
了36倍的压缩率, Top–1误差为0.71%, 并且实现了
较好的压缩效果.

网络参数

ip2

总计

25 K 400 K 5 K

431 K

conv1 conv2
0.5 K

剪枝后每层
68% 12%
参数占比P
压缩率
42.3% 4.5%

3.2

ip1

8%

18%

8%(12× )

2.7% 6.5% 2.8%(36× )

AlexNet网
网络

本文用AlexNet网络在ImageNet ILSVRC–2012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 同LeNet网络实验过程一样, 在
此不再赘述. 网络具体压缩情况见表4, 可以看出剪
枝过程将网络压缩了10倍, 最终网络得到了30倍的
压缩率, Top–1误差为42.67%, Top–5误差为19.66%,
在压缩网络的同时不损失精度.
3.3

VGG–16网
网络

本文用VGG–16网络在ImageNet ILSVRC–2012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 用同样的方法, 对卷积层和全
连接层都进行剪枝和进一步压缩. 如表5所示. 可以
看出剪枝过程将网络压缩了15倍, 网络最终达到
了40倍的压缩率, Top–1 误差为31.12%, Top–5误差
为10.87%, 将网络实现了有效的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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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各个网络压缩前后的具体参数及性能如表6所
示. 从表6可以看出, 经过本文中提出的基于改进聚
类的深度神经网络压缩方法, 网络实现了可观的压
缩, 虽然压缩率方面还有待提高, 但是压缩之后的
模型已经足够小, 这使得部署在移动端上变为可能.
表 4 AlexNet压缩参数
Table 4 Compression parameters of AlexNet
网络层

网络参数

剪枝后每层
参数占比P

压缩率

conv1
conv2
conv3
conv4
conv5
Fc6
Fc7
Fc8
总计

35 K
307 K
885 K
663 K
442 K
38 M
17 M
4M
61 M

85%
38%
36%
37%
38%
8%
9%
25%
10.5%(10× )

26.4%
11.6%
10.8%
10.5%
11.5%
2.7%
3%
7.3%
3.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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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VGG–16压缩参数
Table 5 Compression parameters of VGG–16
网络层

网络
参数

剪枝后每层
参数占比P

压缩率

conv1 1
conv1 2
conv2 1
conv2 2
conv3 1
conv3 2
conv3 3
conv4 1
conv4 2
conv4 3
conv5 1
conv5 2
conv5 3
Fc6
Fc7
Fc8
总计

2K
37 K
74 K
148 K
295 K
590 K
590 K
1M
2M
2M
2M
2M
2M
103 M
17 M
4M
138 M

59%
25%
35%
36%
53%
25%
42%
33%
27%
34%
36%
29%
36%
4%
4%
23%
6.7%(15× )

30%
7.4%
10.8%
11.0%
16.4%
7.3%
12.8%
10.1%
8.1%
10.5%
10.8%
8.8%
11.2%
1.6%
1.5%
7.1%
2.5%(40× )

表 6 不同网络压缩效果总结
Table 6 Comp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networks
网络结构

压缩方法

数据类型

模型大小

压缩率

Top–1误差

Top–5误差

Top–1误差
减少量

LeNet–300–10

无压缩
深度压缩[24]
本文方法

32 bit
6 bit
6 bit

1070 KB
27 KB
31 KB

—
40×
34×

1.64%
1.58%
1.49%

—
—
—

—
0.06%
0.15%

LeNet–5

无压缩
深度压缩[24]
本文方法

32 bit
5∼8 bit
6 bit

1720 KB
44 KB
47.6 KB

—
39×
36×

0.80%
0.74%
0.71%

—
—
—

—
0.06%
0.09%

AlexNet

无压缩
深度压缩[24]
本文方法

32 bit
5∼8 bit
6 bit

240 MB
6.9 MB
8.1 MB

—
35×
30×

42.78%
42.78%
42.67%

19.73%
19.70%
19.66%

—
0
0.11%

VGG–16

无压缩
深度压缩[24]
本文方法

32 bit
5∼8 bit
6 bit

552 MB
11.3 MB
13.9 MB

—
49×
40×

31.50%
31.17%
31.12%

11.32%
10.91%
10.87%

—
0.33%
0.38%

需要指出的是, 一方面, 用本文的方法将网络压
缩之后, 精度并没有损失, 而且效果略优于文献[24]
中的效果(如图9所示), 这得益于本文聚类方法的改
进. 另一方面, 本文将卷积层和全连接层都量化为
相同长度, 这避免了编码长度不一带来的冗余问题,
省去了霍夫曼编码这一阶段, 因此本文的压缩方法
更加简单有效.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聚类的方法来实现深

度神经网络的压缩.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
了改进, 剪枝过程中将原始网络修剪为稀疏网络,
实现初步的网络压缩; 之后采用K–Means++来对
每层权值聚类, 对以前的聚类方法进行改进实现权
值共享; 权值共享之后进行权值量化实现最终的压
缩. 通过本文的方法, 深度神经网络整体压缩了
30到40倍, 并且精度没有损失, 验证了本文算法的
有效性. 目前深度神经网络的压缩理论尚未成熟,
比如剪枝过程, 每层权值修剪的比例仍是预设的,
这个比例需要迭代实验确定, 以实现在压缩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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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损失精度. 因此如何自动选取阈值就成为需
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 网络压缩仅仅
压缩了模型的大小, 但在前向推理过程时不会带来
速度提升. 因此, 想要在移动端做好深度神经网络
的部署, 就需要结合小的模型架构以及指令加速等
来实现. 本文可以将现有的压缩方法结合使用, 然
后结合硬件加速器, 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压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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