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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SqueezeNet算
算法及在地铁人群密度估计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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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 针对地铁视频监控一直缺乏一种有效的人群密度分类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人群密度估计算法—Fast
SqueezeNet的人群密度分类器, 用于在地铁嵌入式计算平台有限的硬件资源限制下, 实现对地铁车厢内人群的密度
估计. 该算法基于轻型卷积神经网络SqueezeNet, 结合权值稀疏化和结构稀疏化方法, 具有如下3点优势: 1) 以原始
图像作为输入, 并在处理的过程中自动提取纹理特征用于拥挤人群密度的估计; 2) SqueezeNet经过权值稀疏化后,
具有更少的模型参数, 可以灵活的布置在安谋(ARM)等具有有限硬件资源的嵌入式平台上; 3) 结构稀疏化方法使
得SqueezeNet具 有 更 快 的 前 向 预 测 速 度, 提 高 其 在 地 铁 嵌 入 式 平 台 上 的 图 像 处 理 效 率. 在3个 人 群 密 度 数 据
集PETS 2009, Mall和ShangHai metro上, 采用Fast SqueezeNet算法的三分类人群密度分类器, 与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和单纯的权值稀疏化SqueezeNet网络的分类器进行对比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在预测准确率、参数规模和运行时
间3个维度上, 基于Fast SqueezeNet的分类器均表现出了较好的性能, 有效地克服了地铁车厢拥挤人群中存在的高
密度、高耦合、透视变形等图像识别难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最后, 在ARM嵌入式平台上的实验表明基于Fast
SqueezeNet的分类器可以在有限的硬件资源下, 快速准确的得到预测结果, 满足高速运行的地铁列车日常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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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an effective crowd density classifier in metro video
surveillance, in the paper, a classifier based on Fast SqueezeNet is proposed to estimate crowd passenger density, subjects to
limited hardware resource of subway embedded platform. It is based on smaller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queezeNet
and combines with weights sparsity and structure sparsity, therefore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following three advantages:
Firstly, it receives the crowd image as input and learns texture features to estimate crowd density automatically. Secondly,
the SqueezeNet with weights pruning has fewer parameters and can be more flexibility applied on advanced risc machine
(ARM) or other resource-constrained embedded platform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tructure sparsity accelerates inference
speed of SqueezeNet and improves image processing efficiency in subway embedded platform. Finally, the three-classifier
based on Fast SqueezeNet is validated on the three datasets: PETS 2009, Mall and ShangHai metro. Compared to other
classifier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s) and SqueezeNet with weights sparsit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classifier has better performance at prediction accuracy, parameters and
forward time, thus 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image recognizing difficulties of crowd people in underground carriages such
as high density, severe occlusion and perspective distortion that affect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Finall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from ARM embedded platform show that the proposed classifier estimates crowd density rapidly and accurately
under resource-constrained hardware, and satisfies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of high-speed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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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 在早晚出行高峰
期经常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 地铁由于具有快速、
准时、方便的优点, 渐渐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首选交通
工具. 但是, 随着地铁乘客的增多, 地铁部分车厢经常
处于一种十分拥挤的状态, 而车厢上的摄像头又无法
分辨出车厢内的人群密度, 这就不能智能分流引导各
个站台上的候车乘客前往部分非拥挤车厢候车, 改善
乘客的乘坐体验. 此外, 如果车厢长时间处于高度拥
挤的状态, 也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因此, 地铁视频监控需要一种有效的人群密度分
类器(一种智能仪表), 实现对车厢内人群密度的估计.
通常, 实现人群密度估计的方法有两种: 1) 提供拥挤
人群的大概人数[1] ; 2) 提供拥挤人群密度等级[2] . 其
中, 方法1)虽然可以大致估计出拥挤人群的人数, 但
是在一些十分拥挤的场所如火车站、地铁站、广场等,
拥挤的人群往往呈现出高度耦合(severe occlusion)、
透视变形(perspective distortion)等图像识别难题, 在
这种情况下, 通过分析每个个体来进行人数统计, 实
现起来难度较大[3] . 而方法2)给出的是拥挤人群的密
度等级, 相较于方法1), 其实现起来难度较小, 更适合
应用于对人群数目不敏感而更关注人群密度等级的
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许多研究者在这个方向上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 4–6] . 其中, 文献[5]通过将高
效局部特征提取 (effective region feature extracting,
ERFE)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相结合, 在大尺度人群密度估计上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文献[6]研究了一种有效的人群密度估计方法并将其
成功应用于嵌入式平台中, 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其采
用的核心技术是灰度相关矩阵和支持向量机. 但是这
些方法都存在两个问题: 一方面是浅层神经网络模型
提取和存储图像特征的能力有限, 当在更复杂的场景
使用该方法时, 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预测结果; 另一
方面,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有待提高.
2012年, 卷积神经网络AlexNet[7] 以明显的优势获
得了ImageNet[8] 比赛的冠军, 使得卷积神经网络再度
成为研究热点, 相较于其他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 卷
积神经网络在3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局部感受野
(receptive field)、权值共享(weights sharing)和下采样
(subsampling), 使其能够直接处理图像并学习图像特
征. 凭借这些优势, 研究者们已成功地运用卷积神经
网络来解决各种计算机视觉问题, 如图像分类, 目标
检测等, 突破了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在处理这些问题存
在的性能瓶颈. 对于人群密度估计问题, 同样有很多
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方法, 并取得了不
错的成果[3, 9–10] .
但是, 上述方法得到的网络模型需要很高的计算
资源、存储空间和功耗, 这在嵌入式平台上是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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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 . 因此, 要解决卷积神经网络在嵌入式平台上
的布置问题, 直接的想法是借助压缩算法, 在保证模
型预测性能不衰减或衰减较小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压
缩模型的体量, 使得计算模型匹配嵌入式平台的硬件
资源.
[11]

目前, 主要采用的模型压缩方法是裁剪预训练模
型(pretrained model)中多余的, 无关紧要的权值, 或者
多神经元共享网络中的权值. 文献[12]通过分析网络
中神经元的相似性来确定网络中多余的神经元并删
除它们. 文献[13]提出了一种可以在训练过程中自动
学习重要权值, 裁剪非重要权值的方法, 最后通过微
调(finetune)裁剪后模型的网络权值, 恢复模型的预测
性能, 实验表明该方法可以极大压缩模型参数同时不
会出现预测性能损失的问题. 文献[14]利用hash函数
对网络权值进行随机分组, 将处于同一组中的网络权
值共享同一个权值参数, 通过权值共享的方式实现模
型压缩. 此外, 通过减少表达权值的位数(bits), 也可以
实现对网络的压缩[15] , 文献[16]通过同时对卷积层的
卷积核和全连接层的权值矩阵的量化, 实现了网络在
线预测加速和参数规模的减少, 在ILSVRC--12上的实
验结果显示, 在1%的预测准确率损失下, Quantized
CNN model取得15∼20倍的模型压缩.
文献[17]将权值裁剪, 权值量化和Huffman coding
方法结合, 提出了DeepCompression的压缩算法, 在不
影响预测准确率的前提下得到了35∼49倍的网络压缩
率, BenchMark实验表明在多种硬件环境上, 压缩网
络分别获得了3 ∼ 4倍的网络加速和3 ∼ 7倍的功耗节
省. 但是该方法在模型加速上, 仅对全连接层有效, 而
对于卷积层则起不到明显的模型加速的效果. 因此,
为了兼顾模型压缩率和在线预测速度两方面的性能,
可以借助结构稀疏化方法提升网络的前向预测速度.
另一方面, 针对嵌入式平台, 直接设计一种轻型的
卷积神经网络, 如SqueezeNet[11] 等, 也可以实现卷积
神经网络在嵌入式平台上的布置, 其中, SqueezeNet
网络由于具有较好的预测准确率和较少的模型参数,
已在嵌入式平台上获得了成功应用[18] . 同时作为一种
神经网络模型, SqueezeNet同样可以采用前述的方法
优化模型参数和网络结构, 进一步提升其在嵌入式平
台上的布置优势.
总之, 在地铁嵌入式平台有限的硬件资源限制下,
为了获得准确的人群密度分类结果, 本文进行了下述
4个方面的工作:
1) 以轻型卷积神经网络—SqueezeNet为基础, 结
合权值稀疏化和结构稀疏化方法, 提出一种用于解决
地铁嵌入式平台人群密度估计问题的算法—Fast
SqueezeNet, 该算法通过对SqueezeNet网络在人群密
度估计问题上的优化, 进一步提升SqueezeNet网络的
性能, 在保证网络预测性能几乎不衰减的前提下,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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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少的模型参数和更快的在线预测速度;
2) 基于此算法构建人群密度分类器, 该分类器以
拥挤人群图像作为输入, 输出人群密度分类结果, 即
end to end(端对端)方法, 同时具有模型参数少、预测
准确率高、在线预测速度快的优点, 非常适于布置在
地铁嵌入式平台, 实现对地铁车厢人群密度的自动分
类;
3) 在两个公用的Benchmark数据集上验证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 采集了一个具有大样本并
手动进行标签化的人群密度数据集—上海地铁数据
集(ShangHai metro datatset, SH METRO)用于模型训
练和验证, 测试在地铁拥挤人群场景上的人群密度分
类能力;
4) SH METRO数据集上训练得到的Fast SqueezeNet模型移植到ARM嵌入式平台, 并在计算能力有
限的嵌入式平台上测试网络的实际加速性能.

2

Fast SqueezeNet算
算法

本文提出的Fast SqueezeNet由SqueezeNet、权值
稀疏化方法和结构稀疏化方法3部分组成.

2.1 SqueezeNet网
网络
SqueezeNet属于卷积神经网络类(CNN--like)架构,
但是与一般的 CNN--like网络架构如 GoogleNet[19] ,
ResNet[20] 等, 其设计策略是通过增加模型深度来提高
预测准确度, SqueezeNet的设计策略不同之处是在保
持一定模型预测准确度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模型深度
和参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采用了下述3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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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小于给定阈值的网络权值设置为0;
3) 对于网络中剩余的非零权值, 采用 k -means聚
类算法进行聚类, 将属于同一类的权值共享聚类质心
值;
4) 对上述网络重新训练(finetune), 恢复网络模型
的分类准确率.
本文中的裁剪阈值是根据每层设定的稀疏率自动
计算得到, 然后基于此裁剪阈值进行权值裁剪. 这样
可以防止基于人工经验设定的阈值过大或者过小而
影响到裁剪结果的问题.
上述权值稀疏化方法可以在不损失模型分类准确
率的前提下, 极大的压缩网络规模, 可以使原本上百
兆的包含模型参数的稠密矩阵(dense martix)压缩到
不足10 M 的稀疏矩阵(sparse matrix)[17] , 然后通过稀
疏 矩 阵 向 量 乘 (sparse matrix-vector multiplication,
SpMV)算法实现稀疏矩阵计算加速, 进而提升网络的
前向预测速度. 但是, 该方法仅在网络层的稀疏率较
高时(超过50%), 才能获得明显的网络加速效果, 而对
于全卷积层网络, 单纯的模型参数压缩无法有效提升
网络的前向预测速度[21] , 改进的方法是通过额外的软
硬件协同设计进一步优化稀疏矩阵在目标应用平台
上的运算速度, 但这无疑会增加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工
作量和布置难度.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利用
结构稀疏化方法优化SqueezeNet网络结构, 减少卷积
层的计算量, 提升网络的前向预测速度.

2.3

结构稀疏化

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其权值参数大部分集中在
[−1,1]之间, 其中大部分权值参数非常小, 对模型输出
几乎没有贡献, 对于这些冗余的权值参数, 本文采用4
个步骤对其进行处理:

卷积神经网络通常在卷积核和特征通道上也存在
冗余问题[22] . 采用有效的稀疏化方法, 裁剪掉贡献小
的、多余的卷积核, 可以显著提升网络的前向预测速
度(卷积操作计算耗时).基于这种优点, 本文将权值稀
疏化方法和结构稀疏化方法相结合, 设计出一个“既
小又快”的网络模型.
图1为 卷 积 核 裁 剪 示 意 图, 图 中: xi , xi+1 , xi+2
分别表示不同的特征图, C, N, P 分别表示不同特征
图的输入通道数目, Hi , Wi , Hi+1 , Wi+1 , Hi+2 , Wi+2 分
别表示不同特征图的高和宽, k 为卷积核尺寸, convi ,
convi+1 分别表示不同的卷积层. 假设convi 层中的
第j 个卷积核被裁剪掉, 那么不但xi+1 中的第j 个特征
图被裁剪掉了, 同时 xi+2 的输入通道数目也相应减
少, 即一次裁剪操作会减少 Ck 2 Hi+1 Wi+1 + P k 2 ·
Hi+2 Wi+2 次运算. 对于如何选出不重要的卷积核并
裁剪掉它们, 本文利用卷积核的L1范数值作为裁剪标
准. 例如, convi 层的第j 个卷积核由C 个2维矩阵Ft ∈
Rk×k (t ∈ [1, C])组成, 矩阵中的元素为fxy (x, y ∈ [1,
k]), 假设对convi 层的m个卷积核进行裁剪, 则该层中
C ∑
C
k
∑
∑
∑
|fxy |计
的卷积核按照公式sj =
|Ft | =

1) 训练网络模型, 当网络模型达到预定的分类准
确率时, 停止训练, 得到网络权值;

算卷积核的L1范数值, 并按sj (j ∈ [1, N ])值递增排列
该层所有卷积核, 将其中前m个卷积核裁剪掉.

1) 网络中大部分卷积核(filter)尺寸为1 × 1;
2) 通过挤压卷积层(squeeze convolution layers)减
小剩余卷积核(卷积核尺寸为3 × 3)的输入通道数目;
3) 延后的下采样操作保证卷积层具有更大的激
活函数(activation map).
其中策略1)–2)用来减少CNN网络中的参数, 策略
3)用来实现在有限网络参数的条件下最大化模型预测
精度.
上述3个策略是通过SqueezeNet网络中最重要的
单元—Fire module实现.
本文采用的SqueezeNet网络结构不同于文献[11]
中的网络结构, 由于本文中conv1层卷积核尺寸为3 ×
3, 所以最大化采样操作布置在 conv1, fire3, fire5 和
conv final层的后面.

2.2

权值稀疏化

t=1

t=1 x,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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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卷积核裁剪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pruning filters

需要注意的是, 结构稀疏化方法使得网络模型变
得更为“紧凑”, 但同时也减弱了其存储特征信息的
能力, 这会影响到网络的性能. 为此, 在选择网络的结
构稀疏化率时, 采取的是逐层微调的方法逐步恢复网
络的性能, 直到所有的网络层均设定为最优的结构稀
疏化率.

2.4 Fast SqueezeNet算
算法的实现
结合前面的论述, 现给出Fast SqueezNet算法的伪
代码(见表1). 在表1中: I 为输入图像, acc base为准确
率停机准则, maxstep为最大迭代训练次数, iter为训练
迭代次数, configo 为SqueezeNet的配置文件, configω
为SqueezeNet的权值稀疏化配置文件, 该文件是在
configo 文件基础上, 增加了卷积层的权值稀疏化率定
义和聚类数目定义, configs 为SqueezeNet的结构稀疏
化配置文件, 类似的, configs 是在configo 文件的基础
上, 增加了卷积核稀疏化率的定义.

3 人群密度分类器建模方法及在地铁上的
应用
3.1 建模方法
当人群变得拥挤时, 拥挤人群的图像纹理会发生
显著的变化, 许多研究者利用这一特性来估计人群密
度. 因此, 本文利用纹理分析的方法设计人群密度分
类器, 其建模过程如图2所示, 图中的纹理特征是通过
卷积层在输入图像上的卷积计算得到, 计算公式为
q
∑
y = f ( ωi ∗ xi + b), 其中: xi 为卷积层输入, ωi 为
i=1

卷积核权值矩阵, b为偏置, q 为输入通道数, f (x)为激
活函数, ∗表示离散卷积计算, y 为输出. 从公式中可以
看到, 将训练后的卷积核作用在图像的某一领域内(如
3×3), 相当于提取这一领域内的图像纹理特征, 网络
模型利用这些特征进行人群密度分类.

表 1 Fast SqueezeNet算法伪代码
Table 1 Pseudo-code of Fast SqueezeNet algorithm
1: procedure FAST SQZNET(I , acc base, maxstep,
configo , configω , configs )
2: baseline ← acc base
3: modelo ← SQZNET(I, configo )
#迭代训练
4: for iter ← 0 to iter ← maxstep do
5:
train(modelo )
6:
if modelo .acc > baseline then
7:
weightso ← modelo .weights
8:
break
9:
endif
10: endfor
#权值稀疏化
11: modelω ← modelo (weightso ).pruning
weights(configω )
12: for iter ← 0 to iter ← maxstep do
13:
finetune(modelω (I))
14:
if modelω .acc > baseline then
15:
weightsω ← modelω .weights
16:
break
17:
endif
18: endfor
#结构稀疏化
19: models ← modelω (weightsω ).pruning
filters(configs )
20: for iter ← 0 to iter ← maxstep do
21:
finetune(models (I))
22:
if models .acc > baseline then
23:
FAST SQZNET ← models
24:
break
25:
endif
26: endfor
#返回Fast SqueezeNet模型
27: return FAST SQZNET
28: end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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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或Linux系统, 便于目前成熟的深度学习框架
(如Caffe[23] )的移植, 是目前常用的深度学习嵌入式开
发平台之一.

图 2 人群密度分类器建模流程图

图 3 RK3399嵌入式平台

Fig. 2 Modeling procedure of crowd density classifier

本文提出的Fast SqueezeNet算法采用同样的机制
提取纹理特征, 并利用这些特征实现人群密度分类,
所不同的是Fast SqueezeNet算法可以对网络中冗余的
卷积核进行裁剪, 例如, 虽然部分卷积核也学习到了
一些人群密度纹理特征, 但其输出响应较小, 删除后
并不影响网络的最终输出结果. Fast SqueezeNet算法
“裁剪”了网络中不重要的卷积核, 保留了重要的纹
理特征用于网络的人群密度分类.
从图2中还可以看到, 本文设计的是一个具有三分
类功能的人群密度分类器, 这主要是基于地铁车厢视
频监控的实际需求. 在分析地铁车厢监控摄像头的影
像后发现, 人群密度大致可以分为高、中、低3种, 如
图4(c)所示, 因此三分类器可以满足地铁车厢视频监
控的需求.
本文提出的人群密度分类器将作为地铁自动控制
系统的一环, 即作为一种智能传感器, 采集人群密度
信息, 提高整车自动控制水平. 例如: 智能人流控制,
通过该智能传感器获得各个地铁车厢内车门处的人
流量(拥挤程度), 在车门顶部产生3种不同颜色(红、
黄、绿)的提示灯, 提醒乘客此处车门是否拥挤, 如果
某处车门拥挤, 将给出红色或者黄色提示信号(根据拥
挤程度), 同时给出非拥挤车门的门牌号, 引导在此处
车门候车的乘客前往非拥挤(显示绿色提示灯)车门处
候车, 改善乘客的乘坐体验.

3.2

嵌入式平台应用

嵌入式平台实物图如图3所示, 该平台采用瑞芯微
RK3399 6核芯片方案, 基于ARM 64位高性能处理器,
主频为2 GHz, 采用大小核架构设计, 对整数、浮点、
内存等作了大幅优化, 在整体性能、功耗及核心面积3
个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提升. 外围接口丰富, 原生支持

Fig. 3 RK3399 embedded platform

本文中的卷积神经网络均是基于Caffe深度学习
框架, 其中, 网络的训练过程是在服务器端完成, 训练
后得到的Caffe网络模型, 移植到嵌入式平台上进行测
试, 由于在嵌入式平台上仅测试网络的预测性能, 因
此移植Caffe深度学习框架的主要工作是将网络预测
部分的代码移植到嵌入式平台上. 在移植的过程中,
既需要保证Caffe软件的原始特性, 还需要添加对一些
库文件的支持. 使其在ARM处理器上获得更好的运
算速度. 碍于篇幅限制, 本文在嵌入式平台上仅进行
SH METRO数据集测试, 这主要基于对本文所提算法
应用场景的考虑, 同时在服务器端的大量测试结果也
表明, 在不同的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是类似的, 因此
这种设定也是合理的.

4

实验研究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人群密度分类器的有效性和
性能, 利用Benchmark数据集和SH METRO数据集进
行实验测试.

4.1

数据集

Benchmark 数据集 PETS 2009[24] 和 Mall[25] 中的
图像取自日常生活场景,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已被
许多研究者用于人群密度估计和人群计数问题.
此外, 由于目前尚缺乏一种大样本的、公用的地铁
车厢拥挤人群数据集, 因此本文制作了一个地铁车厢
拥挤人群密度数据集SH METRO用于训练和测试. 上
述数据集中的图像已按照表2的标准(表中的数据为人
数), 人工分成高、中、低3种人群密度图像(如图4所
示), 用数字2, 1, 0表示3种不同的人群密度, 即手动进
行“标签化”, 用于网络的后续训练和测试. 表3给出
了测试过程中样本的分布情况, 表中的数据为样本数.

第7期

郭强等: Fast SqueezeNet算法及在地铁人群密度估计上的应用

表 2 3种密度下的人数分布
Table 2 People distribution in three kinds of
crowd density
DataSets

High

Medium

Low

PETS 2009
Mall
SH METRO

>19
>19
>12

10–19
10–19
7–12

0–9
0–9
0–6

注: SH METRO拥挤人数不包括坐着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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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可以获得较好的预测准确性和快速的前向预测
速度.

4.3

系统设定

数 据 预 处 理. 数据集中的图像分辨率被设置为
227 × 227或224 × 224, 同时为了使模型在训练过程
中加速收敛, 进行了减去图像均值的预处理操作. 最
后, 对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图像进行了打乱排序(shuffle)操作, 增加模型的泛化能力.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软硬件配置如下, 其中硬件配
置分为服务器端和嵌入式端, 介绍如下:
1) 硬件配置.
a) 服 务 器 端. 中 央 处 理 器 (CPU): Intel Core i7-6700 k, 内存(MEMORY): 64 GB, 显卡(GPU): Geforce
GTX 1080; 操作系统(OS): Ubuntu16.04;
b) 嵌入式端. 中央处理器 (CPU): ARM Cortex-A72和ARM Cortex--A53, 内存(MEMORY): 4 GB, 显
卡(GPU): ARM Mali--T860, 操作系统(OS): Ubuntu16.
04.
2) 软件配置.
Caffe深度学习框架, 版本号1.0.0--rc3, 模型的训
练参数如表4所示.

图 4 人群密度分布图

表 4 训练参数
Table 4 Train parameters

Fig. 4 Crowd density distribution

CNNs

表 3 数据集样本分布
Table 3 Sample distribution of datasets

optimizer = Nesterov, weight decay = 5e–4, momentum = 0.9,

TrainSet
DataSets
PETS 2009
Mall
SH METRO

H
M
L
640 635 648
250 293 278
1473 345 772

TestSet
Sum
H
M
L
315 279 293 2810
106 122 120 1169
685 182 377 3834

注: 表中的H, M, L分别代表高、中、低人群密度.

需要注意的是, 在表 2 中, SH METRO 数据集与
BenchMark数据集具有不同的人群密度分布标准, 这
主要是由于地铁车厢能够容纳的人数有限, 因此采用
了相对较低的人群密度分布标准.

4.2 对比模型
本文采用多个网络模型进行对比测试, 验证本文
提出的网络模型的优势.
首先运用SqueezeNet网络模型与卷积神经网络模
型 AlexNet, GoogleNet, ResNet 和 MobileNet[26] 进 行
对比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SqueezeNet(SqzNet)网络能
够准确地进行人群密度分类. 然后利用 SqueezeNet
与仅进行权值稀疏化的 pruning SqueezeNet 和 Fast
SqueezeNet算法进行对比, 验证在占用较少CPU计算
资源和内存资源的情况下, 基于Fast SqueezeNet的分

batch size = 64, base lr = 0.01, lr policy = poly.
注: 表中的optimizer表示训练过程选择的优化器, weight
decay为权值衰减因子, momentum为权值更新动量, batch
size为批训练数据大小, base lr为初始化学习率, lr policy
为学习率下降策略.

训练和评价. 训练过程中采用整张图像作为网络
输入, 网络的输出为 2, 1, 0, 分别表示高、中、低人群
密度分类结果. 在网络性能评价上, 采用预测准确率、
模型参数量、前向预测时间3个维度[27] , 体现网络的
综合性能.
预测准确率的定义如式(1)所示:
{
l
1∑
1, yi = ŷi ,
acc =
f (yi , ŷi ), f (yi , ŷi ) =
l i=1
0, 其他,
(1)
其中: yi , ŷi (i = 1, · · · , l)分别表示真实值和预测值, l
为样本总数.
文 中 的 SqueezeNet, pruning SqueezeNet 和 Fast
SqueezeNet 合 称 为 SqueezeNets, 表 5 给 出 了 Fast
SqueezeNet的网络配置参数, 在表5中, Filters Sparsity
项和Weights Sparsity项中的百分比为预先设定的裁
剪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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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Fast SqueezeNet模型参数
Table 5 Parameters of Fast SqueezeNet
Layer name

Output size

输入图像层
卷积层1
池化层1
混合卷积层2
混合卷积层3
池化层3
混合卷积层4
混合卷积层5
池化层5
混合卷积层6
混合卷积层7
混合卷积层8
混合卷积层9
卷积层10
池化层10

227 × 227 × 3
113 × 113 × 64
56 × 56 × 64
56 × 56 × 96
56 × 56 × 96
28 × 28 × 96
28 × 28 × 192
28 × 28 × 192
14 × 14 × 192
14 × 14 × 288
14 × 14 × 288
14 × 14 × 384
14 × 14 × 384
14 × 14 × 3
1×1×3

Filter size/Stride

Depth

Filters sparsity/%
s1×1

3 × 3/ 2
3 × 3/ 2

1
0
2
2
0
2
2
0
2
2
2
2
1
0

3 × 3/ 2

3 × 3/ 2

1 × 1/ 1
14 × 14/1

e1×1

e3×3

Weights sparsity/%
s1×1

e1×1

0

e3×3

0

0
0

0
0

50
50

0
0

0
0

33
33

0
0

0
0

50
50

0
0

0
0

33
33

0
0
0
0

0
0
0
0
0

50
50
50
50

0
50
0
50

50
0
50
0
20

33
33
33
33

注: Layer name为网络层名, Output size为图像/特征图尺寸: 长 × 宽 × 通道数, Filter size/Stride 为卷积核尺
寸/步幅, Depth为卷积层深度, Filters sparsity为卷积核稀疏项, Weights sparsity为权值稀疏项, s1×1 , e1×1 ,
e3×3 为Fire module中的网络层.

4.4

实验结果

Benchmark实验结果. 运用Benchmark数据集验证
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中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1)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与轻型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SqueezeNets相比, 预测时间更长, MACs操作数更高,
这是因为深层次复杂化的网络结构, 需要使用更多的
计算资源, 因此不适于布置在嵌入式平台上;
2) MobileNet和SqueezeNets作为专门面向嵌入
式/移动场景的网络模型, 在综合预测准确率, 模型参
数和运行时间多维度的评价信息后, 显然SqueezeNets

网络性能更好, 更适合应用于嵌入式平台, 特别是当
目标平台变为对硬件要求更为严格的FPGA时, 相较
于SqueezeNets, MobileNet还是显得有些过于庞大;
3) 在不同的 SqueezeNets 模型之间, 本文提出的
Fast SqueezeNet模型的综合性能最好, 因为其预测准
确率较好, 同时具有较少的模型参数和较快的在线预
测速度, 这对布置在具有较高实时性要求的目标平台
时更具优势;
4) 所有模型在PETS 2009数据集上的预测准确度
明显好于Mall数据集, 这主要是由于Mall数据集的人
群分布较稀疏, 不像PETS 2009具有更显著的拥挤特
征.

表 6 PETS 2009/Mall测试结果
Table 6 Experiment results of PETS 2009/Mall
Model

MACs / M

PETS 2009

Params / M

Accuracy
AlexNet
GoogleNet
ResNet--34
1.0--MobileNet--224
SqzNet
Pruning SqzNet
Fast SqzNet

724
1604
3680
569
288
288
176

61
7
25.5
4.2
0.7
0.5
0.3

0.92
0.91
0.94
0.92
0.93
0.93
0.93

CPU/
(ms · frame−1 )
172
198
334
149
44
44
33

Mall
Accuracy
0.75
0.80
0.75
0.70
0.78
0.78
0.77

CPU/
(ms · frame−1 )
158
211
333
118
43
43
33

注: Accuracy为预测准确率, CPU为运行时间(毫秒/幅), MACs为乘积累加次数(百万), Params为模型
总参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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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给出了SqueezeNets网络层的MACs操作数和
前向预测时间(forward time), 从图中可以看到:
1) 整个网络的计算负荷主要集中在Fire module
模块中的3 × 3卷积层中, 这也是表5中大多数稀疏化
操作集中在该层的原因;
2) 仅采用权值裁剪不能有效加速网络(但可以有
效地压缩模型参数, 经过裁剪后的 pruning Squeeze-

1043

Net 模 型 参 数 总 量 仅 为 0.5 M), 而 本 文 提 出 的 Fast
SqueezeNet可以有效的减少卷积层的前向预测时间,
加速网络运算;
3) SqueezeNet作为一种轻型卷积神经网络, 具有
快速的前向预测时间[18] . Fast SqueezeNet在此基础上
又获得了30%左右的前向预测速度提升, 具有较好的
加速效果.

图 5(a) SqueezeNets的MACs操作数
Fig. 5(a) MACs operations of SqueezeNets

图 5(b) SqueezeNets的前向预测时间
Fig. 5(b) Forward time of SqueezeNets

SH METRO实验结果. 运用SH METRO数据集来
测试本文所提方法在地铁人群密度估计上的性能,
SH METRO数据集采集自上海某地铁线路, 为了提高
模型的泛化能力, 防止模型陷入局部极小点问题, 在
数据采集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时段不同场景下共计
3834幅图像(训练样本2590幅, 测试样本1244幅), 并
进行了大量的手动分类标记图像的工作, 数据集的样
本划分和人群密度分布可以查看表2和表3, 实验结果

见表7.
表7中的实验数据与前述的Benchmark实验数据
具有相似的趋势, 即在预测准确率、模型参数和运行
时间3个维度上综合考虑, 基于 Fast SqueezeNet的分
类器更适合用于估计地铁人群密度, 这是因为 Fast
SqueezeNet算法具有更短的预测时间, 这对地铁列车
是重要的, 而更少的模型参数使得Fast SqueezeNet可
以灵活的布置在地铁嵌入式平台中. 最后, 表7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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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还表明训练样本的提升会提升卷积神经网络的预
测准确率.
表 7 SH METRO测试结果
Table 7 Experiment results of SH METRO
SH METRO

Model

MACs / Params /
M
M Accuracy

CPU/
(ms · fram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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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为Fast SqueezeNet的特征图(feature maps), 图
中给出了在不同场景和不同人群密度下, conv1 卷积
层在SH METRO数据集上进行卷积操作提取到的
特征. 每个密度类中的图像, 来自原图像经过 Fast
SqueezeNet的conv1 卷积层处理后得到的64个特征图,
每张图像代表conv1 层卷积核提取的一种特征, 由于
conv1 层没有进行卷积核裁剪, 因此所有的特征图均
会被后续的网络层处理, 参与Fast SqueezeNet的人群

AlexNet

724

61

0.96

171

GoogleNet

1604

7

0.96

196

ResNet--34

3680

25.5

0.94

333

1.0--MobileNet--224 569

4.2

0.96

118

头部和躯干的明显高亮状态和突出的线条轮廓. 图像

密度分类. 从图6中还可以看到, 原图像经过卷积核处
理后, 人群中乘客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 体现在乘客

SqzNet

288

0.7

0.95

42

中人群越拥挤, 其包含的这些特征就越多, 最终网络

Pruning SqzNet

288

0.5

0.94

42

根据这些特征在图像中的含量, 将原图像分成高、中、

Fast SqzNet

176

0.3

0.94

33

低3类.

图 6 SH METRO的特征图
Fig. 6 Feature maps of SH METRO

图7为Fast SqueezeNet的fire8/e3×3 层权值未稀疏

分布, 经过权值稀疏聚类化处理后, 如图7(b)所示, 网

化和稀疏聚类化后的直方图(histogram), 其中: Count

络中的权值位于[−0.06, 0.06]区间, 但是分布变为双

表示样本数, weight value表示权值大小, weight index

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 这是由于较小权值被裁

表示聚类质心索引. 从图7(a)中可以看到, 未稀疏化

剪掉的结果. 图7(c)为聚类质心索引分布图, 该层采用

前, 网络的大部分权值位于[−0.05, 0.05]区间, 呈单峰

的聚类数目为256.

(a) 权值未稀疏化

(b) 权值稀疏聚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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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能, 本文将该算法成功移植到瑞芯微RK3399嵌
入式平台, 并测试其在SH METRO数据集上的性能,
测试结果为表8,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
1) 嵌入式平台计算能力有限, 所有模型的前向预
测速度均变慢, 体现在前向预测时间是服务器端测试
结果的4倍左右;
2) Fast SqueezeNet算法在计算能力有限的嵌入
式平台上, 仍然获得了具有竞争力的运算速度, 其处
理单幅图像耗时仅为142 ms, 这种处理效率可以满足
高速运行的地铁列车日常使用需求.
(c) 权值质心索引
图 7 分布图
Fig. 7 Distribution

图8为Fast SqueezeNet算法在SH METRO数据集
上的训练收敛曲线, 图中横坐标表示训练步数, 纵坐
标表示训练损失 (Train loss) 值, 如图所示, Train loss
逐步下降, 经过25000步后, Train loss稳定维持在0.1
左右, 表明训练过程已经收敛.
嵌入式平台实验结果. 前述的服务器端测试结果,
已经表明本文的Fast SqueezeNet算法在嵌入式平台上
的应用潜力, 为了准确了解该算法在嵌入式平台的实

图 8 Fast SqueezeNet在SH METRO数据集上的训练曲线
Fig. 8 Train loss of Fast SqueezeNet on SH METRO dataset

表 8 嵌入式平台测试结果
Table 8 Experiment results on embedded platform
SH METRO
CPU(ms/frame)
Accuracy

Fast SqzNet
142
0.94

pruning SqzNet
182
0.94

SqzNet
183
0.95

图9给出了嵌入式平台测试软件操作界面, 软件测
试均在命令行模式下进行, 图中的used time为网络处
理单张图片的耗时.

图 9 RK3399嵌入式平台软件测试界面
Fig. 9 Software testing interface of RK3399 embedded
platform

1.0-MobileNet-224
502
0.96

AlexNet
796
0.96

GoogleNet
815
0.96

ResNet-34
1292
0.94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Fast SqueezeNet的人群密度分类
器, 主要是为了解决在地铁嵌入式平台有限的硬件资
源限制下, 实现对地铁车厢内人群密度的估计问题,
通过与整车自动控制系统的结合, 可以有效改善乘客
乘坐舒适性, 保障列车安全运行. 本文以轻型卷积神
经网络SqueezeNet为基础, 结合了权值稀疏化和结构
稀疏化方法, 使得网络模型参数大幅度压缩到仅有
0.3 M, 网络的前向预测时间缩短为33 ms(服务器端).
在PETS 2009和Mall数据集上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
性, 在地铁车厢人群密度数据集SH METRO上的实验
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服务器端还是嵌入式平台, 基于
Fast SqueezeNet的人群密度分类器, 均能准确地估计
出地铁车厢内拥挤人群的密度, 在参数规模、预测时
间和预测准确率3个方面综合考虑, 该网络与其他卷
积神经网络相比, 综合性能较好, 可以满足地铁视频
监控领域的应用要求, 同时在模型参数和响应时间上
具有优势, 特别是在嵌入式平台上, 其处理单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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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仅为142 ms, 可以满足高速运行的地铁列车日常
使用需求. 本文的方法经过一定的修改, 还可以用于
解决其他类似的嵌入式视觉问题.

[14] CHEN W L, WILSON J T, TYREE S. Compressing neural networks
with the hashing trick.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Volume 37.
Lille: JMLR.org, 2015: 2285 – 2294.

参考文献:

[15] CHENG Y, WANG D, ZHOU P, et al. Model compression and acceleration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the principle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8, 35(1): 126 – 136.

[1] IDREES H, SALEEMI I, SEIBERT C, et al. Multi-source multiscale counting in extremely dense crowd images.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Portland: IEEE, 2013:
2547 – 2554.
[2] MARANA A N, VELASTIN S A, COSTA L F, et al. Estimation
of crowd density using image processing. IEE Colloquium on Image Processing for Security Applications. London: IET, 1997: 11/1 –
11/8.
[3] FU M, XU P, LI X D. Fast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5, 43(C): 81 – 88.
[4] WU X Y, LIANG G Y, LEE K K, et al.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using texture analysis and learning. 200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Biomimetics. Kunming: IEEE, 2006: 214 –
219.
[5] HANG S, YANG S H, ZHENG H. The large-scale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based on effective region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Volume
Part III. Queenstown: Springer-Verlag, 2010: 302 – 313.
[6] WU Wenhan. Research on population dens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in
embedded system.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15.
(吴文涵. 嵌入式系统中人群密度估计算法研究. 长沙: 国防科技大
学, 2015.)
[7] KRIZHEVSKY A, SUTSKEVER I, HINTON G E.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Volume 1. Lake Tahoe: Curran Associates Inc, 2012: 1097
– 1105.
[8] DENG J, DONG W, SOCHER R, et al. Imagenet: a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image database. 2009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Miami: IEEE, 2009: 248 – 255.
[9] TAN Zhiyong, YUAN Jiazheng, LIU Hongzhe.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d Software, 2017, 34(7): 130 – 136.
(谭智勇, 袁家政, 刘宏哲.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人群密度估计
方法.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17, 34(7): 130 – 136.)
[10] PU S L, SONG T, ZHANG Y, et al. Estimation of crowd density in
surveillance scenes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7, 111(C): 154 – 159.
[11] IANDOLA F N, HAN S, MOSKEWICZ M W. Squeezenet: alexnetlevel accuracy with 50x fewer parameters and < 0.5 mb model size
[EB/OL]. arxiv: 1602.07360, 2016.
[12] SRINIVAS S, BABU R V. Data-free parameter pruning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Machine Vision Conference.
Swansea: BMVA Press, 2015: 31.1 – 31.12.
[13] HAN S, POOL J, TRAN J, et al. Learning both weights and connections for efficient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olume 1. Montreal: MIT Press, 2015: 1135 – 1143.

[16] WU J X, LENG C, WANG Y H. Quantiz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mobile devices. 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Las Vegas: IEEE, 2016: 4820 – 4828.
[17] HAN S, MAO H Z, DALLY W J. Deep compression: compressing
deep neural networks with pruning, trained quantization and huffman
co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 San
Diego: ICLR, 2016: 1 – 14.
[18] GSCHWEND D. Zynqnet: an fpga-accelerated embedd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Zü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6.
[19] SZEGEDY C, LIU W, JIA Y Q, et al.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2015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Boston: IEEE, 2015: 1 – 9.
[20] HE K, ZHANG X, REN S, et al.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Las Vegas: IEEE, 2016: 770 – 778.
[21] WEN W, WU C P, WANG Y D. Learning structured sparsity in deep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Barcelona: Curran Associates Inc, 2016: 2082 – 2090.
[22] LI H, KADAV A, DURDANOVIC I. Pruning filters for efficient convne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Palais
des Congrès Neptune: ICLR, 2017: 1 – 13.
[23] JIA Y Q, SHELHAMER E, DONAHUE J, et al. Caffe: convol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fast feature embedding.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Orlando: ACM, 2014: 675
– 678.
[24] FERRYMAN J, SHAHROKNI A. Pets2009: dataset and challenge.
2009 Twelfth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racking and Surveillance. Snowbird: IEEE, 2009: 1 – 6.
[25] CHEN K, GONG S, XIANG T, et al. Cumulative attribute space for
age and crowd density estimation. 2013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Portland: IEEE, 2013: 2467 –
2474.
[26] HOWARD A G, ZHU M L, CHEN B, et al. Mobilenets: effici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mobile vision applications. arxiv:
1704.04861, 2017.
[27] GOODFELLOW I, BENGIO Y, COURVILLE A. Deep Learning.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6.

作者简介:
郭

强

博士研究生, 目前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嵌入式视觉,

E-mail: 329013203@mail.dlut.edu.cn;
刘全利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目前研究方向为嵌入式系统研究、设

计及应用, E-mail: liuql@dlut.edu.cn;
王

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目前研究方向为复杂工业过程的建

模、控制与优化、嵌入式系统技术、知识自动化等, E-mail: wangwei@
dl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