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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简介

PaddleSlim 是一个专注于深度学习模型压缩的工具库，提供剪裁、量化、蒸馏、和模型结构搜索等模型压缩
策略，帮助用户快速实现模型的小型化。

1.1 版本对齐
1.2 最近更新
• 2021.2.5：发布 V2.0.0 版本，新增支持动态图，新增 OFA 压缩功能，优化剪枝功能。
• 2020.9.16: 发布 V1.2.0 版本，新增 PACT 量化训练功能，新增 DML(互蒸馏功能)，修复部分剪裁 bug，
加强对 depthwise_conv2d 的剪裁能力，优化剪裁和量化 API 的易用性和灵活性。

1.3 功能概览
PaddleSlim 支持以下功能，也支持自定义量化、裁剪等功能。
注：* 表示仅支持静态图，** 表示仅支持动态图

1.3.1 效果展示
PaddleSlim 在典型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做了模型压缩，并且测试了 Nvidia GPU、ARM 等设备上的
加速情况，这里展示部分模型的压缩效果，详细方案可以参考下面 CV 和 NLP 模型压缩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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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YOLOv3: 在移动端 SD855 上加速 3.55 倍。
• PP-OCR: 体积由 8.9M 减少到 2.9M, 在 SD855 上加速 1.27 倍。
• BERT: 模型参数由 110M 减少到 80M，精度提升的情况下，Tesla T4 GPU FP16 计算加速 1.47 倍。

1.4 许可证书
本项目的发布受Apache 2.0 license许可认证。

2

Chapter 1. 简介

CHAPTER

2

安装

安装最新版本：
pip install paddleslim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安装指定版本：
pip install paddleslim==2.0.0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2.1 版本对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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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始

3.1 静态图
3.1.1 卷积 Filter 剪裁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PaddleSlim 的卷积通道剪裁接口。该示例包
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
3. 剪裁
4. 训练剪裁后的模型
以下章节依次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1.7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paddle.enable_stat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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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网络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MNIST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1,
28, 28]，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在 paddleslim.models 下预定义了用于构建分类模
型的方法，执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exe, train_program, val_program, inputs, outputs =
slim.models.image_classification("MobileNet", [1, 28, 28], 10, use_gpu=False)
注意：paddleslim.models 下的 API 并非 PaddleSlim 常规 API，是为了简化示例而封装预定义
的一系列方法，比如：模型结构的定义、Program 的构建等。
3. 剪裁卷积层通道
3.1 计算剪裁之前的 FLOPs

FLOPs = slim.analysis.flops(train_program)
print("FLOPs: {}".format(FLOPs))

3.2 剪裁
我们这里对参数名为 conv2_1_sep_weights 和 conv2_2_sep_weights 的卷积层进行剪裁，分别剪掉 20%
和 30% 的通道数。代码如下所示：
pruner = slim.prune.Pruner()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conv2_1_sep_weights", "conv2_2_sep_weights"],
ratios=[0.33] * 2,
place=fluid.CPUPlace())
以上操作会修改 train_program 中对应卷积层参数的定义，同时对 fluid.global_scope() 中存储的参数
数组进行裁剪。
3.3 计算剪裁之后的 FLOPs

FLOPs = slim.analysis.flops(pruned_program)
print("FLOPs: {}".format(FLOP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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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训练剪裁后的模型
4.1 定义输入数据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MNIST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dataset.mnist 包定义了
MNIST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train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
reader.train(), batch_size=128, drop_last=True)
train_feeder = fluid.DataFeeder(inputs, fluid.CPUPlace())

4.2 执行训练
以下代码执行了一个 epoch 的训练：
for data in train_reader():
acc1, acc5, loss, _ = exe.run(pruned_program, feed=train_feeder.feed(data), fetch_
list=outputs)

,→

print(acc1, acc5, loss)

3.1.2 知识蒸馏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PaddleSlim 的知识蒸馏接口。该示例包含以
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定义 student_program 和 teacher_program
3. 选择特征图
4. 合并 program(merge) 并添加蒸馏 loss
5. 模型训练
以下章节依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2.0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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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paddle.enable_static()

2. 定义 student_program 和 teacher_program
本教程在 CIFAR 数据集上进行知识蒸馏的训练和验证，输入图片尺寸为 [3, 32, 32]，输出类别数为 10。
选择 ResNet50 作为 teacher 对 MobileNet 结构的 student 进行蒸馏训练。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model = slim.models.MobileNet()
student_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student_startup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student_startup):
image = paddle.static.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3, 32, 32], dtype='float32')
label = paddle.static.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gt = paddle.reshape(label, [-1, 1])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cost = paddle.nn.functional.loss.cross_entropy(input=out, label=gt)
avg_cost = paddle.mean(x=cost)
acc_top1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1)
acc_top5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5)

teacher_model = slim.models.ResNet50()
teacher_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teacher_startup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teacher_startup):
with paddle.utils.unique_name.guard():
image = paddle.static.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3, 32, 32], dtype='float32')
predict = teacher_model.net(image, class_dim=1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addle.CPUPlace())
exe.run(teacher_startup)

3. 选择特征图
我们可以用 student_ 的 list_vars 方法来观察其中全部的 Tensor，从中选出一个或多个变量（Tensor）来拟
合 teacher 相应的变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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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all student tensor
student_vars = []
for v in student_program.list_vars():
student_vars.append((v.name, v.shape))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s to observe student's tensor for distillation
#print("="*50+"student_model_vars"+"="*50)
#print(student_vars)
# get all teacher tensor
teacher_vars = []
for v in teacher_program.list_vars():
teacher_vars.append((v.name, v.shape))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s to observe teacher's tensor for distillation
#print("="*50+"teacher_model_vars"+"="*50)
#print(teacher_vars)
经过筛选我们可以看到，teacher_program 中的’bn5c_branch2b.output.1.tmp_3’和 student_program 的’
depthwise_conv2d_11.tmp_0’尺寸一致，可以组成蒸馏损失函数。
4. 合并 program (merge) 并添加蒸馏 loss
merge 操作将 student_program 和 teacher_program 中的所有 Tensor 和 Op 都将被添加到同一个 Program
中，同时为了避免两个 program 中有同名变量会引起命名冲突，merge 也会为 teacher_program 中的 Tensor
添加一个同一的命名前缀 name_prefix，其默认值是’teacher_’
为了确保 teacher 网络和 student 网络输入的数据是一样的，merge 操作也会对两个 program 的输入数据层
进行合并操作，所以需要指定一个数据层名称的映射关系 data_name_map，key 是 teacher 的输入数据名
称，value 是 student 的
data_name_map = {'image': 'image'}
main = slim.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addle.
CPUPlace())

,→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student_startup):
l2_loss = slim.dist.l2('teacher_bn5c_branch2b.output.1.tmp_3', 'depthwise_conv2d_11.
tmp_0', student_program)

,→

loss = l2_loss + avg_cost
opt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0.01, 0.9)
opt.minimize(loss)
exe.run(student_startup)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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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训练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CIFAR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
包定义了 CIFAR10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
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rain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rain_dataset,
places=paddle.CPU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True)
for idx,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acc1, acc5, loss_np = exe.run(student_program, feed=data, fetch_list=[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loss.name])

,→

print("Acc1: {:.6f}, Acc5: {:.6f}, Loss: {:.6f}".format(acc1.mean(), acc5.mean(),␣
loss_np.mean()))

,→

3.1.3 量化训练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量化训练接口。该示例包含以
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
3. 训练模型
4. 量化
5. 训练和测试量化后的模型
6.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
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2.0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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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import numpy as np
paddle.enable_static()

2. 构建网络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MNIST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1,
28, 28]，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在 paddleslim.models 下预定义了用于构建分类模
型的方法，执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USE_GPU = True
model = slim.models.MobileNet()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startup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
image = paddle.static.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label = paddle.static.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gt = paddle.reshape(label, [-1, 1])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cost = paddle.nn.functional.loss.cross_entropy(input=out, label=gt)
avg_cost = paddle.mean(x=cost)
acc_top1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1)
acc_top5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5)
opt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0.01, 0.9)
opt.minimize(avg_cost)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
val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3. 训练模型
该章节介绍了如何定义输入数据和如何训练和测试分类模型。先训练分类模型的原因是量化训练过程是在训
练好的模型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训练好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量化反量化 op 之后，用小学习率进行参数
微调。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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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定义输入数据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MNIST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vision.dataset 包定义了
MNIST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est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rain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rain_dataset,
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est_dataset,
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False)

3.2 训练和测试
先定义训练和测试函数，正常训练和量化训练时只需要调用函数即可。在训练函数中执行了一个 epoch 的训
练，因为 MNIST 数据集数据较少，一个 epoch 就可将 top1 精度训练到 95% 以上。
outputs = [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avg_cost.name]
def train(prog):
iter = 0
for data in train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rain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下页继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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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页)

iter += 1
def test(prog):
iter = 0
res = [[], []]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est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res[0].append(acc1.mean())
res[1].append(acc5.mean())
iter += 1
print('final test result top1={}, top5={}'.format(np.array(res[0]).mean(), np.
array(res[1]).mean()))

,→

调用 train 函数训练分类网络，train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rain(train_program)
调用 test 函数测试分类网络，val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est(val_program)

4. 量化
按照默认配置在 train_program 和 val_program 中加入量化和反量化 op.
quant_program = slim.quant.quant_aware(train_program, exe.place, for_test=False)
val_quant_program = slim.quant.quant_aware(val_program, exe.place, for_test=True)
注意，静态图量化训练方法不支持有控制流 OP 的模型，请改用动态图量化训练方法。
5. 训练和测试量化后的模型
微调量化后的模型，训练一个 epoch 后测试。
train(quant_program)
测试量化后的模型，和 3.2 训练和测试中得到的测试结果相比，精度相近，达到了无损量化。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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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val_quant_program)

6.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
在 4. 量化中使用接口 slim.quant.quant_aware 接口得到的模型只适合训练时使用，为了得到最终使用
时的模型，需要使用slim.quant.convert接口，然后使用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保存模型。
quant_infer_program = slim.quant.convert(val_quant_program, exe.place)
target_vars = [quant_infer_program.global_block().var(outputs[-1])]
paddle.static.save_inference_model(
path_prefix='./quant_infer_model',
feed_vars=[image],
fetch_vars=target_vars,
executor=exe,
program=quant_infer_program)
根据业务场景，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ARM CPU）
，或者使用 PaddleInferenc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服务器端（NV GPU 和 Intel CPU）。
保存的量化模型相比原始 FP32 模型，模型体积没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量化预测模型中的权重依旧保存为
FP32 类型。在部署时，使用 PaddleLite opt 工具转换量化预测模型后，模型体积才会真实减小。
部署参考文档：
• 部署简介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NV G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3.1.4 离线量化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静态离线量化接口。该示例包
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
3. 训练模型
4. 静态离线量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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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2.0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import numpy as np
paddle.enable_static()

2. 构建网络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MNIST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1,
28, 28]，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在 paddleslim.models 下预定义了用于构建分类模
型的方法，执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USE_GPU = True
model = slim.models.MobileNet()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startup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
image = paddle.static.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label = paddle.static.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gt = paddle.reshape(label, [-1, 1])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cost = paddle.nn.functional.loss.cross_entropy(input=out, label=gt)
avg_cost = paddle.mean(x=cost)
acc_top1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1)
acc_top5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5)
opt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0.01, 0.9)
opt.minimize(avg_cost)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
val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3. 训练模型
该章节介绍了如何定义输入数据和如何训练和测试分类模型。先训练分类模型的原因是离线量化需要一个训
练好的模型。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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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定义输入数据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MNIST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vision.datasets 包定义了
MNIST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est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rain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rain_dataset,
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est_dataset,
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False)

3.2 训练和测试
先定义训练和测试函数。在训练函数中执行了一个 epoch 的训练，因为 MNIST 数据集数据较少，一个 epoch
就可将 top1 精度训练到 95% 以上。
outputs = [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avg_cost.name]
def train(prog):
iter = 0
for data in train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rain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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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 += 1
def test(prog, outputs=outputs):
iter = 0
res = [[], []]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est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res[0].append(acc1.mean())
res[1].append(acc5.mean())
iter += 1
print('final test result', np.array(res[0]).mean(), np.array(res[1]).mean())
调用 train 函数训练分类网络，train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rain(train_program)
调用 test 函数测试分类网络，val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est(val_program)
保存 inference model，将训练好的分类模型保存在'./inference_model' 下，后续进行静态离线量化时将
加载保存在此处的模型。
paddle.static.save_inference_model(
path_prefix='./inference_model/fp32',
feed_vars=[image, label],
fetch_vars=[acc_top1, acc_top5, avg_cost],
executor=exe,
program=val_program)

4. 静态离线量化
调用静态离线量化接口，加载文件夹'./inference_model' 训练好的分类模型，并使用 10 个 batch 的数据
进行参数校正。此过程无需训练，只需跑前向过程来计算量化所需参数。静态离线量化后的模型保存在文件
夹'./quant_post_static_model' 下。
slim.quant.quant_post_static(
executor=ex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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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_dir='./inference_model',
quantize_model_path='./quant_post_static_model',
sample_generator=paddle.dataset.mnist.test(),
model_filename='fp32.pdmodel',
params_filename='fp32.pdiparams',
batch_nums=10)
注意，目前离线量化方法还不支持存在控制流 OP 的模型。
加载保存在文件夹'./quant_post_static_model' 下的量化后的模型进行测试，可看到精度和 3.2 训练和
测试中得到的测试精度相近，因此静态离线量化过程对于此分类模型几乎无损。
quant_post_static_prog, feed_target_names, fetch_targets = paddle.static.load_inference_
model(

,→

path_prefix='./inference_model/fp32',
executor=exe)
test(quant_post_static_prog, fetch_targets)
根据部署业务场景，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ARM CPU）
，或者使用 PaddleInferenc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服务器端（NV GPU 和 Intel CPU）
。
保存的量化模型相比原始 FP32 模型，模型体积没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量化预测模型中的权重依旧保存为
FP32 类型。在部署时，使用 PaddleLite opt 工具转换量化预测模型后，模型体积才会真实减小。
部署参考文档：
• 部署简介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NV G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3.1.5 网络结构搜索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2 为例，说明如何在 cifar10 数据集上快速使用网络结构搜索接口。该示
例包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初始化 SANAS 搜索实例
3. 构建网络
4. 定义输入数据函数
5. 定义训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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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义评估函数
7. 启动搜索实验 7.1 获取模型结构 7.2 构造 program7.3 定义输入数据 7.4 训练模型 7.5 评估模型 7.6 回
传当前模型的得分
8. 完整示例
以下章节依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导入需要的依赖包。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nn as nn
import paddle.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paddle.static as static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import numpy as np

2. 初始化 SANAS 搜索实例
port = np.random.randint(8337, 8773)
sanas = slim.nas.SANAS(configs=[('MobileNetV2Space')], server_addr=("", port), save_
checkpoint=None)

,→

3. 构建网络
根据传入的网络结构构造训练 program 和测试 program。
paddle.enable_static()
def build_program(archs):
train_program = static.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static.Program()
with static.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data = static.data(name='data', shape=[None, 3, 32, 32], dtype='float32')
label = static.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gt = paddle.reshape(label, [-1, 1])
output = archs(data)
output = static.nn.fc(output, size=10)
softmax_out = F.softmax(outpu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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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 F.cross_entropy(softmax_out, label=gt)
avg_cost = paddle.mean(cost)
acc_top1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softmax_out, label=gt, k=1)
acc_top5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softmax_out, label=gt, k=5)
test_program = 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Adam(learning_rate=0.1)
optimizer.minimize(avg_cost)
place = paddle.CPUPlace()
exe = 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return exe, train_program, test_program, (data, label), avg_cost, acc_top1, acc_top5

4. 定义输入数据函数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使用的数据集为 CIFAR10，Paddle 框架的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
包定义了 CIFAR10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def input_data(image, label):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transform=transform,␣
backend='cv2')

,→

train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train_dataset,
places=paddle.CPU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True)
e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transform=transform,␣
backend='cv2')

,→

eval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eval_dataset,
places=paddle.CPU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Fals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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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ffle=False)
return train_loader, eval_loader

5. 定义训练函数
根据训练 program 和训练数据进行训练。
def start_train(program, data_loader):
outputs = [avg_cost.name, 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for data in data_loader():
batch_reward = exe.run(program, feed=data, fetch_list = outputs)
print("TRAIN: loss: {}, acc1: {}, acc5:{}".format(batch_reward[0], batch_
reward[1], batch_reward[2]))

,→

6. 定义评估函数
根据评估 program 和评估数据进行评估。
def start_eval(program, data_loader):
reward = []
outputs = [avg_cost.name, 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for data in data_loader():
batch_reward = exe.run(program, feed=data, fetch_list = outputs)
reward_avg = np.mean(np.array(batch_reward), axis=1)
reward.append(reward_avg)
print("TEST: loss: {}, acc1: {}, acc5:{}".format(batch_reward[0], batch_
reward[1], batch_reward[2]))

,→

finally_reward = np.mean(np.array(reward), axis=0)
print("FINAL TEST: avg_cost: {}, acc1: {}, acc5: {}".format(finally_reward[0],␣
finally_reward[1], finally_reward[2]))

,→

return finally_reward

7. 启动搜索实验
以下步骤拆解说明了如何获得当前模型结构以及获得当前模型结构之后应该有的步骤，如果想要看如何启动
搜索实验的完整示例可以看步骤 9。

3.1.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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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获取模型结构
调用 next_archs() 函数获取到下一个模型结构。
archs = sanas.next_archs()[0]

7.2 构造 program
调用步骤 3 中的函数，根据 4.1 中的模型结构构造相应的 program。
exe, train_program, eval_program, (image, label), avg_cost, acc_top1, acc_top5 = build_
program(archs)

,→

7.3 定义输入数据

train_loader, eval_loader = input_data(image, label)

7.4 训练模型
根据上面得到的训练 program 和评估数据启动训练。
start_train(train_program, train_loader)

7.5 评估模型
根据上面得到的评估 program 和评估数据启动评估。
finally_reward = start_eval(eval_program, eval_loader)

7.6 回传当前模型的得分

sanas.reward(float(finally_reward[1]))

8. 完整示例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搜索实验示例，示例中使用 FLOPs 作为约束条件，搜索实验一共搜索 3 个 step，表示搜
索到 3 个满足条件的模型结构进行训练，每搜索到一个网络结构训练 7 个 ep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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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tep in range(3):
archs = sanas.next_archs()[0]
exe, train_program, eval_program, (images,label), avg_cost, acc_top1, acc_top5 =␣
build_program(archs)

,→

train_loader, eval_loader = input_data(images, label)
current_flops = slim.analysis.flops(train_program)
if current_flops > 6555276:
continue
for epoch in range(7):
start_train(train_program, train_loader)
finally_reward = start_eval(eval_program, eval_loader)
sanas.reward(float(finally_reward[1]))

3.2 动态图
3.2.1 卷积 Filter 剪裁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卷积通道剪裁接口。该示例包
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和数据集
3. 进行预训练
4. 剪裁
5. 训练剪裁后的模型
以下章节依次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版本依赖关系可见PaddleSlim Rep 主页。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vision.models as models
(下页继续)

3.2.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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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from paddle.vision.datasets import Cifar10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lim.dygraph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2. 构建网络和数据集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CIFAR10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3,
32, 32]，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使用 Paddle 提供的预定义分类模型和高层 API，执
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net = models.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scale=1.0, num_classes=10)
inputs = [Input([None, 3, 32, 32],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optimizer,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val_dataset = Cifar10(mode='test', transform=transform)
train_dataset = Cifar10(mode='train', transform=transform)

3. 进行预训练
对模型进行预训练，为之后的裁剪做准备。执行以下代码对模型进行预训练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128, verbose=1)

4. 剪裁卷积层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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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计算剪裁之前的 FLOPs

FLOPs = paddle.flops(net, input_size=[1, 3, 32, 32], print_detail=True)

4.2 剪裁
对网络模型两个不同的网络层按照参数名分别进行比例为 50%，60% 的裁剪。代码如下所示：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32, 32], opt=optimizer)
pruner.prune_vars({'conv2d_22.w_0':0.5, 'conv2d_20.w_0':0.6}, axis=0)
以上操作会按照网络结构中不同网路层的冗余程度对网络层进行不同程度的裁剪并修改网络模型结构。注
意：需要将 optimizer 传入 pruner 中，这是为了保证 optimizer 中的参数可以被剪裁到。例如：momentum
中的 velocity。但是如果在 pruner 后定义 optimizer，则无需传入了，因为初始化 optimizer 时会指
定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4.3 计算剪裁之后的 FLOPs

FLOPs = paddle.flops(net, input_size=[1, 3, 32, 32], print_detail=True)

5. 训练剪裁后的模型
5.1 评估裁剪后的模型
对模型进行裁剪会导致模型精度有一定程度下降。以下代码评估裁剪后模型的精度：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verbose=1)

5.2 对模型进行微调
对模型进行 finetune 会有助于模型恢复原有精度。以下代码对裁剪过后的模型进行评估后执行了一个 epoch
的微调，再对微调过后的模型重新进行评估：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1, batch_size=128, verbose=1)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verbose=1)

3.2.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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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量化训练
量化训练要解决的问题是将 FP32 浮点数量化成 INT8 整数进行存储和计算，通过在训练中建模量化对模型
的影响，降低量化误差。
PaddleSlim 使用的是模拟量化训练方案，一般模拟量化需要先对网络计算图进行一定的处理，先在需要量化
的算子前插入量化-反量化节点，再经过 finetune 训练减少量化运算带来的误差，降低量化模型的精度损失。
下面该教程将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模型量化接口。
该示例包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和数据集
3. 进行预训练
4. 量化训练
5. 导出预测模型
以下章节依次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请参考 PaddleSlim 安装文档，安装正确的 Paddle 和 PaddleSlim 版本，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vision.models as models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from paddle.vision.datasets import Cifar10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lim.dygraph.quant import QAT

2. 构建网络和数据集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CIFAR10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3,
32, 32]，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使用 Paddle 高层 API 提供的预定义mobilenetv1 分类
模型。调用 model.prepare 配置模型所需的部件，比如优化器、损失函数和评价指标，API 细节请参考文
档
net = models.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scale=1.0, num_classes=10)
inputs = [Input([None, 3, 32, 32],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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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optimizer,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val_dataset = 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3. 进行预训练
对模型进行预训练，为之后的量化做准备。执行以下代码对模型进行预训练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5, batch_size=256, verbose=1)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 batch_size=256, verbose=1)

4. 量化训练
4.1 将模型转换为模拟量化模型
当使用普通量化策略时 weight_preprocess_type 用默认设置 None 即可，当需要使用 PACT 量化策略时，
则设置为’PACT’
。
quant_config = {
# weight preprocess type, default is None and no preprocessing is performed.
'weight_preprocess_type': None,
# for dygraph quantization, layers of type in quantizable_layer_type will be␣
quantized

,→

'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quanter = QAT(config=quant_config)
quanter.quantize(net)
注意：

3.2.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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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PACT 量化策略产出的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Lite 在 ARM CPU 上部署时，精度正确，但是使
用 PaddleInference 在 NV GPU 和 Intel CPU 上部署时，可能存在精度问题。所以，请合理选择在线
量化方法的种类。
• 对于使用动态图 QAT 量化训练功能的模型，在组网时请不要使用 paddle.nn.functional. 下的 API。
4.2 训练量化模型
在这里我们对量化模型进行 finetune 训练，我们可以看到量化训练得到的模型与原模型准确率十分接近，代
码如下所示：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256, verbose=1)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 batch_size=256, verbose=1)
在量化训练得到理想的量化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将其导出用于预测部署。
5. 导出预测模型
通过以下接口，可以直接导出量化预测模型：
path="./quant_inference_model"
quanter.save_quantized_model(
net,
path,
input_spec=inputs)
导出之后，可以在 path 路径下找到导出的量化预测模型。
根据部署业务场景，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ARM CPU）
，或者使用 PaddleInferenc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服务器端（NV GPU 和 Intel CPU）
。
导出的量化模型相比原始 FP32 模型，模型体积没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量化预测模型中的权重依旧保存为
FP32 类型。在部署时，使用 PaddleLite opt 工具转换量化预测模型后，模型体积才会真实减小。
部署参考文档：
• 部署文档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NV G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28

Chapter 3. 快速开始

PaddleSlim Documentation

3.2.3 离线量化
离线量化又称为训练后量化，仅需要使用少量校准数据，确定最佳的量化参数降低量化误差。这种方法需要
的数据量较少，但量化模型精度相比在线量化稍逊。
下面该教程将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模型量化接口。
该示例包含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和数据集
3. 进行预训练
4. 量化训练
5. 导出预测模型
以下章节依次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请参考 PaddleSlim 安装文档，安装正确的 Paddle 和 PaddleSlim 版本，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vision.models as models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from paddle.vision.datasets import Cifar10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lim.dygraph.quant import QAT

2. 构建网络和数据集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CIFAR10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3,
32, 32]，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使用 Paddle 高层 API 提供的预定义mobilenetv1 分类
模型。调用 model.prepare 配置模型所需的部件，比如优化器、损失函数和评价指标，API 细节请参考文
档
net = models.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scale=1.0, num_classes=10)
inputs = [Input([None, 3, 32, 32],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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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net.parameters())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optimizer,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val_dataset = 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3. 进行预训练
对模型进行预训练，为之后的量化做准备。执行以下代码对模型进行预训练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5, batch_size=256, verbose=1)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 batch_size=256, verbose=1)
训练完成后导出预测模型:
paddle.jit.save(net, "./fp32_inference_model", input_spec=inputs)

4. 离线量化
调用 slim 接口将原模型转换为离线量化模型, 导出的模型可以直接用于预测部署：
paddle.enable_static()
place =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paddleslim.quant.quant_post_static(
executor=exe,
model_dir='./',
model_filename='fp32_inference_model.pdmodel',
params_filename='fp32_inference_model.pdiparams',
quantize_model_path='./quant_post_static_model',
sample_generator=paddle.dataset.cifar.test10(),
batch_nums=10)
注意，目前离线量化方法还不支持存在控制流 OP 的模型。
根据部署业务场景，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ARM CPU）
，或者使用 PaddleInferenc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服务器端（NV GPU 和 Intel CP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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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量化模型相比原始 FP32 模型，模型体积没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量化预测模型中的权重依旧保存为
FP32 类型。在部署时，使用 PaddleLite opt 工具转换量化预测模型后，模型体积才会真实减小。
部署参考文档：
• 部署文档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NV G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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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高阶教程

该部分包括各个策略的综述与详细教程。

4.1 剪裁
4.1.1 Overview
PaddleSlim 提供以下内置剪裁方法。
注：
• 支持敏感度分析：意为是否支持通过各个层的敏感度分析来确定各个卷积层的剪裁率。
• 支持自定义各层剪裁率：意为是否支持手动指定各个卷积层的剪裁率。
除了以上内置策略，PaddleSlim 还支持用户自定义卷积通道剪裁策略，请参考：自定义卷积通道剪裁教程
各类方法效果对比
注：
• uniform：各层剪裁率保持一样。
• sensitive：根据各层敏感度确定每层的剪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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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介绍
L1NormFilterPruner
paper: https://arxiv.org/abs/1608.08710
该策略使用 l1-norm 统计量来表示一个卷积层内各个 Filters 的重要性，l1-norm 越大的 Filter 越重要。
使用方法如下：
动态图

pruner =paddleslim.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128, 128])
pruner.prune_vars({"conv2d_0.w_0": 0.3})
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静态图

pruner = paddleslim.prune.Pruner(criterion='l1_norm')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conv2d_0.w_0"],
ratios=[0.3],
place=fluid.CPUPlace())
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FPGMFilterPruner
论文: https://arxiv.org/abs/1811.00250
该策略通过统计 Filters 两两之间的几何距离来评估单个卷积内的 Filters 的重要性。直觉上理解，离其
它 Filters 平均距离越远的 Filter 越重要。
使用方法如下：
动态图

pruner =paddleslim.FPGMFilterPruner(net, [1, 3, 128, 128])
pruner.prune_vars({"conv2d_0.w_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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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静态图

pruner = paddleslim.prune.Pruner(criterion='geometry_median')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conv2d_0.w_0"],
ratios=[0.3],
place=fluid.CPUPlace())
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SlimFilterPruner
论文: https://arxiv.org/pdf/1708.06519.pdf
该策略根据卷积之后的 batch_norm 的 scales 来评估当前卷积内各个 Filters 的重要性。scale 越大，对
应的 Filter 越重要。
使用方法如下：
静态图

pruner = paddleslim.prune.Pruner(criterion='bn_scale')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conv2d_0.w_0"],
ratios=[0.3],
place=fluid.CPUPlace())
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OptSlimFilterPruner
论文: https://arxiv.org/pdf/1708.06519.pdf
使用方法如下：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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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图

pruner = paddleslim.prune.Pruner(criterion='bn_scale', idx_selector="optimal_threshold")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conv2d_0.w_0"],
ratios=[0.3],
place=fluid.CPUPlace())
API 文档 | 完整示例

4.1.2 动态图
Filter 剪裁详细教程
该教程以 MobileNetV1 模型和 Cifar10 分类任务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PaddleSlim 对动态图卷积模型进行
filter 剪裁。
1. 模型定义
PaddlePaddle 提供的 vision 模块提供了一些构建好的分类模型结构，并提供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的预
训练模型。为了简化教程，我们不再重新定义网络结构，而是直接从 vision 模块导入模型结构。代码如下
所示，我们导入 MobileNetV1 模型，并查看模型的结构信息。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addle.summary(net, (1, 3, 32, 32))

2. 准备数据
我们直接使用 vision 模块提供的 Cifar10 数据集，并通过飞桨高层 API paddle.vision.transforms 对
数据进行预处理。在声明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 对象时，会自动下载数据并缓存到本地文件
系统。代码如下所示：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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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代码查看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样本数量，并尝试取出训练集中的第一个样本，观察其图片的
shape 和对应的 label。
print(f'train samples count: {len(train_dataset)}')
print(f'val samples count: {len(val_dataset)}')
for data in train_dataset:
print(f'image shape: {data[0].shape}; label: {data[1]}')
break

3. 模型训练准备工作
在对卷积网络进行剪裁之前，我们需要在测试集上评估网络中各层的重要性。在剪裁之后，我们需要对得到
的小模型进行重训练。在本示例中，我们将会使用 Paddle 高层 API paddle.Model 进行训练和评估工作。以
下代码声明了 paddle.Model 实例，并指定了训练相关的一些设置，包括：
• 输入的 shape
• 优化器
• 损失函数
• 模型评估指标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optimizer,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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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以上代码声明了用于训练的 model 对象，接下来可以调用 model 的 fit 接口和 evaluate 接口分别进行
训练和评估：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128, verbose=1)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result)

4. 剪裁
本节内容分为两部分：卷积层重要性分析和 Filters 剪裁，其中『卷积层重要性分析』也可以被称作『卷积
层敏感度分析』，我们定义越重要的卷积层越敏感。PaddleSlim 提供了工具类 Pruner 来进行重要性分析和
剪裁操作，不同的 Pruner 的子类对应不同的分析和剪裁策略，本示例以 L1NormFilterPruner 为例说明。
首先我们声明一个 L1NormFilterPruner 对象，如下所示：
from paddleslim.dygraph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opt=optimizer)
注意：需要将 optimizer 传入 pruner 中，这是为了保证 optimizer 中的参数可以被剪裁到。例如：
momentum 中的 velocity。但是如果在 pruner 后定义 optimizer，则无需传入了，因为初始化 optimizer
时会指定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如果本地文件系统已有一个存储敏感度信息（见 4.1 节）的文件，声明 L1NormFilterPruner 对象时，可以
通过指定 sen_file 选项加载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如下：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_file="./sen.pickle",␣
opt=optimizer)

,→

4.1 卷积重要性分析
在对卷积网络中的 filters 进行剪裁时，我们需要判断哪些 filters 不重要，然后优先剪掉不重要的 filters。
在一个卷积内，我们使用 filter 的 L1 Norm 来代表重要性，L1 Norm 越大的 filters 越重要。在多个卷
积间，我们通过敏感度代表卷积的重要性，越敏感的卷积越重要，重要的卷积会被剪掉相对较少的 filters。
单个卷积内的 filters 重要性计算会在剪裁时进行，无需用户关注。本小节，我们只介绍多个卷积间如何分析
重要性，即『敏感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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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定义
如图 4-1 所示，某个卷积网络包含 K 个卷积层，每个卷积层有 4 个 filters，原始网络精度为 90。
第一步：从『卷积 1』中剪裁掉 25% 的 filters，也就是『卷积 1』中第 2 个 Filters，然后直接在测试集上评
估精度结果为 85，得到左边坐标图的第二个红点。恢复模型到初始状态。第二步：从『卷积 1』中裁掉 2 个
卷积，然后在测试集上评估精度为 70，得到坐标图的第 3 个红点。恢复模型到初始状态。第三步：同理得到
第 4 个红点。把『卷积 1』对应的 4 个红点链接成曲线，即为『卷积 1』的敏感度曲线。第四步：同理得到
『卷积 K』的敏感度曲线。

如图 4-2 所示，为 VGG-16 在 CIFAR10 分类任务上的敏感度曲线示意图：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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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的模型在不同的任务上的精度数值差别较大，甚至不在同一个量级，所以，PaddleSlim 在计算
和存储卷积层敏感度时，使用的是精度的损失比例。如图 4-3 所示，为 PaddleSlim 计算出的 MobileNetV1YOLOv3 在 VOC 检测任务上的敏感度示意图，其中，纵轴为精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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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计算
调用 pruner 对象的 sensitive 方法进行敏感度分析，在调用 sensitive 之前，我们简单对 model.
evaluate 进行包装，使其符合 sensitive 接口的规范。执行如下代码，会进行敏感度计算，并将计算结
果存入本地文件系统：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上述代码执行完毕后，敏感度信息会存放在 pruner 对象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敏感度信息内容：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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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pruner.sensitive())

4.2 剪裁
pruner 对象提供了 sensitive_prune 方法根据敏感度信息对模型进行剪裁，用户只需要传入期望的 FLOPs
减少比例。首先，我们记录下剪裁之前的模型的 FLOPs 数值，如下：
from paddleslim.analysis import dygraph_flops
flops = dygraph_flops(net, [1, 3, 32, 32])
print(f"FLOPs before pruning: {flops}")
执行剪裁操作，期望跳过最后一层卷积层并剪掉 40% 的 FLOPs：
plan = pruner.sensitive_prune(0.4, skip_vars=["conv2d_26.w_0"])
flops = dygraph_flops(net, [1, 3, 32, 32])
print(f"FLOPs after pruning: {flops}")
print(f"Pruned FLOPs: {round(plan.pruned_flops*100, 2)}%")
剪裁之后，在测试集上重新评估精度，会发现精度大幅下降，如下所示：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f"before fine-tuning: {result}")
对剪裁后的模型重新训练, 并再测试集上测试精度，如下：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128, verbose=1)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f"after fine-tuning: {result}")
经过重新训练，精度有所提升，最后看下剪裁后模型的结构信息，如下：
paddle.summary(net, (1, 3, 32, 32))

自定义剪裁
1. 概述
该教程介绍如果在 PaddleSlim 提供的接口基础上快速自定义 Filters 剪裁策略。在 PaddleSlim 中，所有
剪裁 Filters 的 Pruner 继承自基类 FilterPruner。FilterPruner 中自定义了一系列通用方法，用户只
需要重载实现 FilterPruner 的 cal_mask 接口，cal_mask 接口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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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al_mask(self, var_name, pruned_ratio, group):
raise NotImplemented()
cal_mask 接口接受的参数说明如下：
• var_name: 要剪裁的目标变量，一般为卷积层的权重参数的名称。在 Paddle 中，卷积层的权重参数
格式为 [output_channel, input_channel, kernel_size, kernel_size]，其中，output_channel
为当前卷积层的输出通道数，input_channel 为当前卷积层的输入通道数，kernel_size 为卷积核大
小。
• pruned_ratio: 对名称为 var_name 的变量的剪裁率。
• group: 与待裁目标变量相关的所有变量的信息。
1.1 Group 概念介绍

如图 1-1 所示，在给定模型中有两个卷积层，第一个卷积层有 3 个 filters，第二个卷积层有 2 个 filters。
如果删除第一个卷积绿色的 filter，第一个卷积的输出特征图的通道数也会减 1，同时需要删掉第二个卷
积层绿色的 kernels。如上所述的两个卷积共同组成一个 group，表示如下：
group = {
"conv_1.weight":{
"pruned_dims": [0],
"layer": conv_layer_1,
"var": var_instance_1,
"value": var_value_1,
},
"conv_2.weight":{
"pruned_dims": [1],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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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conv_layer_2,
"var": var_instance_2,
"value": var_value_2,
}
}
在上述表示 group 的数据结构示例中，conv_1.weight 为第一个卷积权重参数的名称，其对应的 value 也
是一个 dict 实例，存放了当前参数的一些信息，包括：
• pruned_dims: 类型为 list<int>，表示当前参数在哪些维度上被裁。
• layer: 类型为paddle.nn.Layer, 表示当前参数所在 Layer。
• var: 类型为paddle.Tensor, 表示当前参数对应的实例。
• value: 类型为 numpy.array 类型，待裁参数所存的具体数值，方便开发者使用。
图 1-2 为更复杂的情况，其中，Add 操作的所有输入的通道数需要保持一致，Concat 操作的输出通道数的调
整可能会影响到所有输入的通道数，因此 group 中可能包含多个卷积的参数或变量，可以是：卷积权重、卷
积 bias、batch norm 相关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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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模型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addle.summary(net, (1, 3, 32, 32))

3. L2NormFilterPruner
该 小 节 参 考 L1NormFilterPruner

实 现 L2NormFilterPruner， 方 式 为 集 成 FIlterPruner

并重载

cal_mask 接口。代码如下所示：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paddleslim.dygraph import FilterPruner
class L2NormFilterPruner(FilterPruner):
def __init__(self, model, inputs, sen_file=None, opt=None):
super(L2NormFilterPruner, self).__init__(
model, inputs, sen_file=sen_file, opt=opt)
def cal_mask(self, pruned_ratio, collection):
var_name = collection.master_name
pruned_axis = collection.master_axis
value = collection.values[var_name]
groups = 1
for _detail in collection.all_pruning_details():
assert (isinstance(_detail.axis, int))
if _detail.axis == 1:
_groups = _detail.op.attr('groups')
if _groups is not None and _groups > 1:
groups = _groups
break
reduce_dims = [i for i in range(len(value.shape)) if i != pruned_axis]
scores = np.sqrt(np.sum(np.square(value), axis=tuple(reduce_dims)))
if groups > 1:
scores = scores.reshape([groups, -1])
scores = np.mean(scores, axis=1)
sorted_idx = scores.argsor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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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ned_num = int(round(len(sorted_idx) * pruned_ratio))
pruned_idx = sorted_idx[:pruned_num]
mask_shape = [value.shape[pruned_axis]]
mask = np.ones(mask_shape, dtype="int32")
if groups > 1:
mask = mask.reshape([groups, -1])
mask[pruned_idx] = 0
return mask.reshape(mask_shape)

如上述代码所示，我们重载了 FilterPruner 基类的 cal_mask 方法，并在 L1NormFilterPruner 代码基
础上，修改了计算通道重要性的语句，将其修改为了计算 L2Norm 的逻辑：
scores = np.sqrt(np.sum(np.square(value), axis=tuple(reduce_dims)))
接下来定义一个 L2NormFilterPruner 对象，并调用 prune_var 方法对单个卷积层进行剪裁，prune_var
方法继承自 FilterPruner，开发者不用再重载实现。按以下代码调用 prune_var 方法后，参数名称为
conv2d_0.w_0 的卷积层会被裁掉 50% 的 filters，与之相关关联的后续卷积和 BatchNorm 相关的参数也
会被剪裁。prune_var 不仅会对待裁模型进行 inplace 的裁剪，还会返回保存裁剪详细信息的 PruningPlan
对象，用户可以直接打印 PruningPlan 对象内容。最后，可以通过调用 Pruner 的 restore 方法，将已被
裁剪的模型恢复到初始状态。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32, 32])
plan = pruner.prune_var("conv2d_0.w_0", 0, 0.5)
print(plan)
pruner.restore()

4. FPGMFilterPruner
参考：Filter Pruning via Geometric Median for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cceleration
4.1 原理介绍
如图 4-1 所示，传统基于 Norm 统计方法的 filter 重要性评估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卷积层权重数值的分布，
比较理想的分布式要满足两个条件：
• 偏差 (deviation) 要大
• 最小值要小 (图 4-1 中 v1)
满足上述条件后，我们才能裁掉更多 Norm 统计值较小的参数，如图 4-1 中红色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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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中的模型的权重分布如图 4-2 中绿色分布所示，总是有较小的偏差或较大的最小值。

考虑到上述传统方法的缺点，FPGM 则用 filter 之间的几何距离来表示重要性，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几何距
离比较近的 filters，作用也相近。如图 4-3 所示，有 3 个 filters，将各个 filter 展开为向量，并两两计算几何
距离。其中，绿色 filter 的重要性得分就是它到其它两个 filter 的距离和，即 0.7071+0.5831=1.2902。同理
算出另外两个 filters 的得分，绿色 filter 得分最高，其重要性最高。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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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现
以下代码通过继承 FilterPruner 并重载 cal_mask 实现了 FPGMFilterPruner，其中，get_distance_sum
用于计算第 out_idx 个 filter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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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numpy as np
from paddleslim.dygraph import FilterPruner
class FPGMFilterPruner(FilterPruner):
def __init__(self, model, inputs, sen_file=None, opt=None):
super(FPGMFilterPruner, self).__init__(
model, inputs, sen_file=sen_file, opt=opt)
def cal_mask(self, pruned_ratio, collection):
var_name = collection.master_name
pruned_axis = collection.master_axis
value = collection.values[var_name]
groups = 1
for _detail in collection.all_pruning_details():
assert (isinstance(_detail.axis, int))
if _detail.axis == 1:
_groups = _detail.op.attr('groups')
if _groups is not None and _groups > 1:
groups = _groups
break
dist_sum_list = []
for out_i in range(value.shape[0]):
dist_sum = self.get_distance_sum(value, out_i)
dist_sum_list.append(dist_sum)
scores = np.array(dist_sum_list)
if groups > 1:
scores = scores.reshape([groups, -1])
scores = np.mean(scores, axis=1)
sorted_idx = scores.argsort()
pruned_num = int(round(len(sorted_idx) * pruned_ratio))
pruned_idx = sorted_idx[:pruned_num]
mask_shape = [value.shape[pruned_axis]]
mask = np.ones(mask_shape, dtype="int32")
if groups > 1:
mask = mask.reshape([groups, -1])
mask[pruned_idx] = 0
return mask.reshape(mask_shap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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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get_distance_sum(self, value, out_idx):
w = value.view()
w.shape = value.shape[0], np.product(value.shape[1:])
selected_filter = np.tile(w[out_idx], (w.shape[0], 1))
x = w - selected_filter
x = np.sqrt(np.sum(x * x, -1))
return x.sum()
接下来声明一个 FPGMFilterPruner 对象进行验证: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32, 32])
plan = pruner.prune_var("conv2d_0.w_0", 0, 0.5)
print(plan)
pruner.restore()

5. 敏感度剪裁
在 第 3 节 和 第 4 节， 开 发 者 自 定 义 实 现 的 L2NormFilterPruner 和 FPGMFilterPruner 也 继 承 了
FilterPruner 的敏感度计算方法 sensitive 和剪裁方法 sensitive_prune。
5.1 预训练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inputs = [Input([None, 3, 32, 32],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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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optimizer,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128, verbose=1)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result)

5.2 计算敏感度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32, 32], opt=optimizer)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fpgm_sen.pickle")
print(sen)

5.3 剪裁

from paddleslim.analysis import dygraph_flops
flops = dygraph_flops(net, [1, 3, 32, 32])
print(f"FLOPs before pruning: {flops}")
plan = pruner.sensitive_prune(0.4, skip_vars=["conv2d_26.w_0"])
flops = dygraph_flops(net, [1, 3, 32, 32])
print(f"FLOPs after pruning: {flops}")
print(f"Pruned FLOPs: {round(plan.pruned_flops*100, 2)}%")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f"before fine-tuning: {result}")

5.4 重训练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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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fit(train_dataset, epochs=2, batch_size=128, verbose=1)
result = model.evaluate(val_dataset,batch_size=128, log_freq=10)
print(f"after fine-tuning: {result}")

4.1.3 静态图
敏感度分析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PaddleSlim 的敏感度分析接口。该示例包含
以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
3. 定义输入数据
4. 定义模型评估方法
5. 训练模型
6. 获取待分析卷积参数名称
7. 分析敏感度
8. 剪裁模型
以下章节依次介绍每个步骤的内容。
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1.7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paddle.enable_static()

2. 构建网络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MNIST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1,
28, 28]，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在 paddleslim.models 下预定义了用于构建分类模
型的方法，执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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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 train_program, val_program, inputs, outputs = slim.models.image_classification(
"MobileNet", [1, 28, 28], 10, use_gpu=True)

,→

place = fluid.CUDAPlace(0)

3 定义输入数据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MNIST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dataset.mnist 包定义了
MNIST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train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
reader.train(), batch_size=128, drop_last=True)
test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
reader.test(), batch_size=128, drop_last=True)
data_feeder = fluid.DataFeeder(inputs, place)

4. 定义模型评估方法
在计算敏感度时，需要裁剪单个卷积层后的模型在测试数据上的效果，我们定义以下方法实现该功能：
import numpy as np
def test(program):
acc_top1_ns = []
acc_top5_ns = []
for data in test_reader():
acc_top1_n, acc_top5_n, _, _ = exe.run(
program,
feed=data_feeder.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acc_top1_ns.append(np.mean(acc_top1_n))
acc_top5_ns.append(np.mean(acc_top5_n))
print("Final eva - acc_top1: {}; acc_top5: {}".format(
np.mean(np.array(acc_top1_ns)), np.mean(np.array(acc_top5_ns))))
return np.mean(np.array(acc_top1_ns))

5. 训练模型
只有训练好的模型才能做敏感度分析，因为该示例任务相对简单，我这里用训练一个 epoch 产出的模型做
敏感度分析。对于其它训练比较耗时的模型，您可以加载训练好的模型权重。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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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模型训练代码：
for data in train_reader():
acc1, acc5, loss, _ = exe.run(train_program, feed=data_feeder.feed(data), fetch_
list=outputs)

,→

print(np.mean(acc1), np.mean(acc5), np.mean(loss))
用上节定义的模型评估方法，评估当前模型在测试集上的精度：
test(val_program)

6. 获取待分析卷积参数

params = []
for param in train_program.global_block().all_parameters():
if "_sep_weights" in param.name:
params.append(param.name)
print(params)
params = params[:5]

7. 分析敏感度
7.1 简单计算敏感度
调用sensitivity 接口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敏感度分析。
在计算过程中，敏感度信息会不断追加保存到选项 sensitivities_file 指定的文件中，该文件中已有的敏
感度信息不会被重复计算。
先用以下命令删除当前路径下可能已有的 sensitivities_0.data 文件:
!rm -rf sensitivities_0.data
除了指定待分析的卷积层参数，我们还可以指定敏感度分析的粒度和范围，即单个卷积层参数分别被剪裁掉
的比例。
如果待分析的模型比较敏感，剪掉单个卷积层的 40% 的通道，模型在测试集上的精度损失就达 90%，那么
pruned_ratios 最大设置到 0.4 即可，比如：[0.1, 0.2, 0.3, 0.4]
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敏感度信息，我可以适当调小 pruned_ratios 的粒度，比如：[0.1, 0.15, 0.2, 0.25,
0.3, 0.35, 0.4]
pruned_ratios 的粒度越小，计算敏感度的速度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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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_0 = slim.prune.sensitivity(
val_program,
place,
params,
test,
sensitivities_file="sensitivities_0.data",
pruned_ratios=[0.1, 0.2])
print(sens_0)

7.2 扩展敏感度信息
第 7.1 节计算敏感度用的是 pruned_ratios=[0.1, 0.2],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到 [0.1, 0.2, 0.
3]
sens_0 = slim.prune.sensitivity(
val_program,
place,
params,
test,
sensitivities_file="sensitivities_0.data",
pruned_ratios=[0.3])
print(sens_0)

7.3 多进程加速计算敏感度信息
敏感度分析所用时间取决于待分析的卷积层数量和模型评估的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多进程的方式加速敏感度
计算。
在不同的进程设置不同 pruned_ratios, 然后将结果合并。
7.3.1 多进程计算敏感度
在 以 上 章 节， 我 们 计 算 了 pruned_ratios=[0.1, 0.2, 0.3]

的 敏 感 度， 并 将 其 保 存 到 了 文 件

sensitivities_0.data 中。
在另一个进程中，我们可以设置 pruned_ratios=[0.4]，并将结果保存在文件 sensitivities_1.data 中。
代码如下：
sens_1 = slim.prune.sensitivity(
val_program,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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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params,
test,
sensitivities_file="sensitivities_1.data",
pruned_ratios=[0.4])
print(sens_1)

7.3.2 加载多个进程产出的敏感度文件

s_0 = slim.prune.load_sensitivities("sensitivities_0.data")
s_1 = slim.prune.load_sensitivities("sensitivities_1.data")
print(s_0)
print(s_1)

7.3.3 合并敏感度信息

s = slim.prune.merge_sensitive([s_0, s_1])
print(s)

8. 剪裁模型
根据以上章节产出的敏感度信息，对模型进行剪裁。
8.1 计算剪裁率
首先，调用 PaddleSlim 提供的get_ratios_by_loss方法根据敏感度计算剪裁率，通过调整参数 loss 大小获
得合适的一组剪裁率：
loss = 0.01
ratios = slim.prune.get_ratios_by_loss(s_0, loss)
print(ratios)

8.2 剪裁测试网络
注意：剪裁测试网络要在剪裁训练网络之前。对测试网络进行剪裁时，需要将 only_graph 设置
为 True，具体原因请参考Pruner AP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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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ner = slim.prune.Pruner()
print("FLOPs before pruning: {}".format(slim.analysis.flops(val_program)))
pruned_val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val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ratios.keys(),
ratios=ratios.values(),
place=place,
only_graph=True)
print("FLOPs after pruning: {}".format(slim.analysis.flops(pruned_val_program)))

8.3 剪裁训练网络

pruner = slim.prune.Pruner()
print("FLOPs before pruning: {}".format(slim.analysis.flops(train_program)))
pruned_program, _, _ = pruner.prune(
train_program,
fluid.global_scope(),
params=ratios.keys(),
ratios=ratios.values(),
place=place)
print("FLOPs after pruning: {}".format(slim.analysis.flops(pruned_program)))
测试一下剪裁后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精度：
test(pruned_val_program)

8.4 训练剪裁后的模型
对剪裁后的模型在训练集上训练一个 epoch:
for data in train_reader():
acc1, acc5, loss, _ = exe.run(pruned_program, feed=data_feeder.feed(data), fetch_
list=outputs)

,→

print(np.mean(acc1), np.mean(acc5), np.mean(loss))
测试训练后模型的精度：
test(pruned_val_program)

4.1. 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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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AS
4.2.1 Overview
PaddleSlim 提供了 4 种网络结构搜索的方法：基于模拟退火进行网络结构搜索、基于强化学习进行网络结
构搜索、基于梯度进行网络结构搜索和 Once-For-All。
参考文献
[1] H. Cai, C. Gan, T. Wang, Z. Zhang, and S. Han. Once for all: Train one network and specialize it for
efficient deployment.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2020.[2] Pham, H.; Guan,
M. Y.; Zoph, B.; Le, Q. V.; and Dean, J. 2018. Efficient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via parameter sharing.
arXiv preprint arXiv:1802.03268.[3] Zoph B, Vasudevan V, Shlens J, et al. Learning transferable architectures
for scalable image recognition[J]. arXiv preprint arXiv:1707.07012, 2017, 2(6).[4] Mingxing Tan, Bo Chen,
Ruoming Pang, Vijay Vasudevan, and Quoc V Le. Mnasnet: Platform-aware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for mobile. arXiv preprint arXiv:1807.11626, 2018.[5] H Liu, K Simonyan, Y Yang. Darts: Differentiable
architecture search. arXiv preprint arXiv:1806.09055, 2018.[6] Xu, Y., Xie, L., Zhang, X., Chen, X., Qi,
G.J., Tian, Q., Xiong, H.: PCDARTS: Partial Channel Connections for Memory-efficient Differentiable
Architecture 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2020)[7] Han Cai, Ligeng
Zhu, and Song Han. ProxylessNAS: Direct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on target task and hardware. In ICLR,
2019. URL https://arxiv.org/pdf/1812.00332.pdf. 3, 5, 6, 7, 8

4.2.2 动态图
OFA 详细教程
Once-For-All(以下简称 OFA)主要的目的是训练一个超网络，根据不同的硬件从超网络中选择满足时延
要求和精度要求的小模型。可以基于已有的预训练模型进行压缩也是 OFA 一个很大的优势。

为了防

止子网络之间互相干扰，本论文提出了一种 Progressive Shrinking(PS) 的模式进行超网络训练，逐步从大
型子网络到小型子网络进行训练。首先是从最大的子网络开始训练，例如：超网络包含可变的卷积核大小
kernel_size = {3, 5, 7}，可变的网络结构深度 depth = {2, 3, 4} 和可变的网络的宽度 expand_ratio = {2, 4,
6}，则训练卷积核为 7、深度为 4，宽度为 6 的网络。之后逐步将其添加到搜索空间中来逐步调整网络以支
持较小的子网络。具体来说，在训练了最大的网络之后，我们首先支持可变卷积核大小，可以在 {3，5，7}
中进行选择，而深度和宽度则保持最大值。然后，我们依次支持可变深度和可变宽度。
使用方法
OFA 的基本流程分为以下步骤：
1. 定义超网络
2. 训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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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蒸馏配置
4. 传入模型和相应配置
1. 定义超网络
这里的超网络指的是用动态 OP组网的网络。PaddleSlim 提供了三种获得超网络的方式，具体可以参考超网
络转换。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nas.ofa.convert_super import Convert, supernet
model = mobilenet_v1()
sp_net_config = supernet(kernel_size=(3, 5, 7), expand_ratio=[1, 2, 4])
sp_model = Convert(sp_net_config).convert(model)

2. 训练配置
训练配置默认根据论文中 PS 的训练模式进行配置，可进行配置的参数和含义可以参考: RunConfig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RunConfig
default_run_config = {
'train_batch_size': 256,
'n_epochs': [[1], [2, 3], [4, 5]],
'init_learning_rate':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dynamic_batch_size': [1, 1, 1],
'total_images': 1281167,
'elastic_depth': (2, 5, 8)
}
run_config = RunConfig(**default_run_config)

3. 蒸馏配置
为 OFA 训练过程添加蒸馏配置，可进行配置的参数和含义可以参考: DistillConfig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DistillConfig
teacher_model = mobilenet_v1()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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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_distill_config = {
'teacher_model': teacher_model
}
distill_config = DistillConfig(**default_distill_config)

4. 传入模型和相应配置
用 OFA 封装模型、训练配置和蒸馏配置。配置完模型和正常模型训练流程相同。如果添加了蒸馏，则 OFA
封装后的模型会比原始模型多返回一组教师网络的输出。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OFA
ofa_model = OFA(model, run_config=run_config, distill_config=distill_config)

实验效果
目前我们进在 BERT-base、TinyBERT 和 TinyERNIE 上进行了压缩实验，其他 CV 任务的压缩效果之后
会进行补充。BERT 和 TinyBERT 的压缩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 BERT-base 上 GLUE 数据集精度对比 | Task | Metric | BERT-base |
Result with PaddleSlim | |:—–:|:—————————-:|:—————–:|:———————-:| | SST-2 | Accuracy
| 0.93005 | 0.931193 | | QNLI | Accuracy | 0.91781 | 0.920740 | | CoLA | Mattehew’s corr | 0.59557 |
0.601244 | | MRPC | F1/Accuracy | 0.91667/0.88235 | 0.91740/0.88480 | | STS-B | Person/Spearman corr |
0.88847/0.88350 | 0.89271/0.88958 | | QQP | Accuracy/F1 | 0.90581/0.87347 | 0.90994/0.87947 | | MNLI |
Matched acc/MisMatched acc | 0.84422/0.84825 | 0.84687/0.85242 | | RTE | Accuracy | 0.711191 | 0.718412
|
表 2: TinyBERT 上 GLUE 数据集精度对比 | Task | Metric | TinyBERT(L=4,
D=312) | Result with OFA | |:—–:|:—————————-:|:——————–:|:———————-:| | SST-2 | Accuracy | 0.9234 | 0.9220 | | QNLI | Accuracy | 0.8746 | 0.8720 | | CoLA | Mattehew’s corr | 0.4961 | 0.5048 |
| MRPC | F1/Accuracy | 0.8998/0.8554 | 0.9003/0.8578 | | STS-B | Person/Spearman corr | 0.8635/0.8631 |
0.8717/0.8706 | | QQP | Accuracy/F1 | 0.9047/0.8751 | 0.9034/0.8733 | | MNLI | Matched acc/MisMatched
acc | 0.8256/0.8294 | 0.8211/0.8261 | | RTE | Accuracy | 0.6534 | 0.6787 |

4.2.3 静态图
SANAS 进阶版实验教程-压缩 DARTS 产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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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情况
利用 DARTS 搜索出来的最终模型结构（以下简称为 DARTS_model）构造相应的搜索空间，根据 PaddleSlim 提供的 SANAS 搜索方法进行搜索实验，最终得到的模型结构（以下简称为 DARTS_SA）相比
DARTS_model 的精度提升 0.141%，模型大小下降 11.2%。
搜索教程
本教程展示了如何在 DARTS_model 基础上利用 SANAS 进行搜索实验，并得到 DARTS_SA 的结果。
本教程包含以下步骤：
1. 构造搜索空间
2. 导入依赖包并定义全局变量
3. 初始化 SANAS 实例
4. 定义计算模型参数量的函数
5. 定义网络输入数据的函数
6. 定义造 program 的函数
7. 定义训练函数
8. 定义预测函数
9. 启动搜索 9.1 获取下一个模型结构 9.2 构造相应的训练和预测 program9.3 添加搜索限制 9.4 定义环境
9.5 定义输入数据 9.6 启动训练和评估 9.7 回传当前模型的得分 reward
10. 利用 demo 下的脚本启动搜索
11. 利用 demo 下的脚本启动最终实验
1. 构造搜索空间
进行搜索实验之前，首先需要根据 DARTS_model 的模型特点构造相应的搜索空间，本次实验仅会对
DARTS_model 的通道数进行搜索，搜索的目的是得到一个精度更高并且模型参数更少的模型。定义如下搜
索空间：
• 通道数 filter_num: 定义了每个卷积操作的通道数变化区间。取值区间为：[4, 8, 12, 16, 20, 36,
54, 72, 90, 108, 144, 180, 216, 252]
按照通道数来区分 DARTS_model 中 block 的话，则 DARTS_model 中共有 3 个 block，第一个 block 仅
包含 6 个 normal cell，之后的两个 block 每个 block 都包含和一个 reduction cell 和 6 个 normal cell，共
有 20 个 cell。在构造搜索空间的时候我们定义每个 cell 中的所有卷积操作都使用相同的通道数，共有 20 位
token。
完整的搜索空间可以参考基于 DARTS_model 的搜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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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入依赖包并定义全局变量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BATCH_SIZE=96
SERVER_ADDRESS = ""
PORT = np.random.randint(8337, 8773)
SEARCH_STEPS = 300
RETAIN_EPOCH=30
MAX_PARAMS=3.77
IMAGE_SHAPE=[3, 32, 32]
AUXILIARY = True
AUXILIARY_WEIGHT= 0.4
TRAINSET_NUM = 50000
LR = 0.025
MOMENTUM = 0.9
WEIGHT_DECAY = 0.0003
DROP_PATH_PROBILITY = 0.2

3. 初始化 SANAS 实例
首先需要初始化 SANAS 示例。
config = [('DartsSpace')]
sa_nas = SANAS(config, server_addr=(SERVER_ADDRESS, PORT), search_steps=SEARCH_STEPS, is_
server=True)

,→

4. 定义计算模型参数量的函数
根据输入的 program 计算当前模型中的参数量。本教程使用模型参数量作为搜索的限制条件。
def count_parameters_in_MB(all_params, prefix='model'):
parameters_number = 0
for param in all_params:
if param.name.startswith(
prefix) and param.trainable and 'aux' not in param.nam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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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_number += np.prod(param.shape)
return parameters_number / 1e6

5. 定义网络输入数据的函数
根据输入图片的尺寸定义网络中的输入，其中包括图片输入、标签输入和在训练过程中需要随机丢弃单元的
比例和掩膜。
def create_data_loader(IMAGE_SHAPE, is_train):
image = fluid.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 IMAGE_SHAPE, dtype="float32")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data_loader = fluid.io.DataLoader.from_generator(
feed_list=[image, label],
capacity=64,
use_double_buffer=True,
iterable=True)
drop_path_prob = ''
drop_path_mask = ''
if is_train:
drop_path_prob = fluid.data(
name="drop_path_prob", shape=[BATCH_SIZE, 1], dtype="float32")
drop_path_mask = fluid.data(
name="drop_path_mask",
shape=[BATCH_SIZE, 20, 4, 2],
dtype="float32")
return data_loader, image, label, drop_path_prob, drop_path_mask

6. 定义构造 program 的函数
根据输入的模型结构、输入图片尺寸和当前 program 是否是训练模式构造 program。
def build_program(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_SHAPE, archs, is_train):
with fluid.program_guard(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data_loader, data, label, drop_path_prob, drop_path_mask = create_data_loader(
IMAGE_SHAPE, is_train)
logits, logits_aux = archs(data, drop_path_prob, drop_path_mask,
is_train, 10)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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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 = fluid.layers.accuracy(input=logits, label=label, k=1)
top5 = fluid.layers.accuracy(input=logits, label=label, k=5)
loss = fluid.layers.reduce_mean(
fluid.layers.softmax_with_cross_entropy(logits, label))
if is_train:
if AUXILIARY:
loss_aux = fluid.layers.reduce_mean(
fluid.layers.softmax_with_cross_entropy(logits_aux, label))
loss = loss + AUXILIARY_WEIGHT * loss_aux
step_per_epoch = int(TRAINSET_NUM / BATCH_SIZE)
learning_rate = fluid.layers.cosine_decay(LR, step_per_epoch, RETAIN_EPOCH)
fluid.clip.set_gradient_clip(
clip=fluid.clip.GradientClipByGlobalNorm(clip_norm=5.0))
optimizer = fluid.optimizer.MomentumOptimizer(
learning_rate,
MOMENTUM,
regularization=fluid.regularizer.L2DecayRegularizer(
WEIGHT_DECAY))
optimizer.minimize(loss)
outs = [loss, top1, top5, learning_rate]
else:
outs = [loss, top1, top5]
return outs, data_loader

7. 定义训练函数

def train(main_prog, exe, epoch_id, train_loader, fetch_list):
loss = []
top1 = []
top5 = []
for step_id,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devices_num = len(data)
if DROP_PATH_PROBILITY > 0:
feed = []
for device_id in range(devices_num):
image = data[device_id]['image']
label = data[device_id]['label']
drop_path_prob = np.array(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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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_PATH_PROBILITY * epoch_id / RETAIN_EPOCH]
for i in range(BATCH_SIZE)]).astype(np.float32)
drop_path_mask = 1 - np.random.binomial(
1, drop_path_prob[0],
size=[BATCH_SIZE, 20, 4, 2]).astype(np.float32)
feed.append({
"image": image,
"label": label,
"drop_path_prob": drop_path_prob,
"drop_path_mask": drop_path_mask
})
else:
feed = data
loss_v, top1_v, top5_v, lr = exe.run(
main_prog, feed=feed, fetch_list=[v.name for v in fetch_list])
loss.append(loss_v)
top1.append(top1_v)
top5.append(top5_v)
if step_id % 10 == 0:
print(
"Train Epoch {}, Step {}, Lr {:.8f}, loss {:.6f}, acc_1 {:.6f}, acc_5 {:.
6f}".

,→

format(epoch_id, step_id, lr[0], np.mean(loss), np.mean(top1), np.
mean(top5)))

,→

return np.mean(top1)

8. 定义预测函数

def valid(main_prog, exe, epoch_id, valid_loader, fetch_list):
loss = []
top1 = []
top5 = []
for step_id, data in enumerate(valid_loader()):
loss_v, top1_v, top5_v = exe.run(
main_prog, feed=data, fetch_list=[v.name for v in fetch_list])
loss.append(loss_v)
top1.append(top1_v)
top5.append(top5_v)
if step_id % 10 == 0: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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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Valid Epoch {}, Step {}, loss {:.6f}, acc_1 {:.6f}, acc_5 {:.6f}".
format(epoch_id, step_id, np.mean(loss), np.mean(top1), np.mean(top5)))
return np.mean(top1)

9. 启动搜索实验
以下步骤拆解说明了如何获得当前模型结构以及获得当前模型结构之后应该有的步骤。
9.1 获取下一个模型结构
根据上面的 SANAS 实例中的函数获取下一个模型结构。
archs = sa_nas.next_archs()[0]

9.2 构造训练和预测 program
根据上一步中获得的模型结构分别构造训练 program 和预测 program。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test_program = fluid.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fluid.Program()
train_fetch_list, train_loader = build_program(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_
SHAPE, archs, is_train=True)

,→

test_fetch_list, test_loader = build_program(test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_SHAPE,␣
archs, is_train=False)

,→

test_program = test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9.3 添加搜索限制
本教程以模型参数量为限制条件。首先计算一下当前 program 的参数量，如果超出限制条件，则终止本次模
型结构的训练，获取下一个模型结构。
current_params = count_parameters_in_MB(
train_program.global_block().all_parameters(), 'cifa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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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定义环境
定义数据和模型的环境并初始化参数。
place =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9.5 定义输入数据
由于本示例中对 cifar10 中的图片进行了一些额外的预处理操作，和快速开始示例中的 reader 不同，所以需
要自定义 cifar10 的 reader，不能直接调用 paddle 中封装好的 paddle.dataset.cifar10 的 reader。自定
义 cifar10 的 reader 文件位于demo/nas中。
** 注意：** 本示例为了简化代码直接调用 paddle.dataset.cifar10 定义训练数据和预测数据，实际训练
需要使用自定义 cifar10 文件中的 reader。
train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paddle.reader.shuffle(paddle.dataset.cifar.
train10(cycle=False), buf_size=1024), batch_size=BATCH_SIZE, drop_last=True)

,→

test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paddle.dataset.cifar.test10(cycle=False), batch_
size=BATCH_SIZE, drop_last=False)

,→

train_loader.set_sample_list_generator(train_reader, places=place)
test_loader.set_sample_list_generator(test_reader, places=place)

9.6 启动训练和评估

valid_top1_list = []
for epoch_id in range(RETAIN_EPOCH):
train_top1 = train(train_program, exe, epoch_id, train_loader, train_fetch_list)
print("TRAIN: Epoch {}, train_acc {:.6f}".format(epoch_id, train_top1))
valid_top1 = valid(test_program, exe, epoch_id, test_loader, test_fetch_list)
print("TEST: Epoch {}, valid_acc {:.6f}".format(epoch_id, valid_top1))
valid_top1_list.append(valid_top1)

9.7 回传当前模型的得分 reward
本教程利用最后两个 epoch 的准确率均值作为最终的得分回传给 SANAS。
sa_nas.reward(float(valid_top1_list[-1] + valid_top1_list[-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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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用 demo 下的脚本启动搜索
搜索文件位于: darts_sanas_demo，搜索过程中限制模型参数量为不大于 3.77M。
cd demo/nas/
python sanas_darts_space.py

11. 利用 demo 下的脚本启动最终实验
最终实验文件位于: darts_sanas_demo，最终实验需要训练 600epoch。以下示例输入 token 为 [5, 5, 0,
5, 5, 10, 7, 7, 5, 7, 7, 11, 10, 12, 10, 0, 5, 3, 10, 8]。
cd demo/nas/
python sanas_darts_space.py --token 5 5 0 5 5 10 7 7 5 7 7 11 10 12 10 0 5 3 10 8 -retain_epoch 600

,→

4.3 量化
4.3.1 Overview
图像分类 INT8 量化模型在 CPU 上的部署和预测
PaddleSlim 主要包含三种量化方法：量化训练 (Quant Aware Training, QAT)、动态离线量化 (Post Training
Quantization Dynamic, PTQ Dynamic)、静态离线量化 (Post Training Quantization Static, PTQ Static)。
• 量化训练 量化训练让模型感知量化运算对模型精度带来的影响，通过 finetune 训练降低量化误差。
• 动态离线量化 动态离线量化仅将模型中特定算子的权重从 FP32 类型映射成 INT8/16 类型。
• 静态离线量化 静态离线量化使用少量无标签校准数据，采用 KL 散度等方法计算量化比例因子。
除此之外，PaddleSlim 还有一种对 embedding 层量化的方法，将网络中 embedding 层参数从 float32 类型
量化到 int8 类型。
• Embedding 量化 Embedding 量化仅将 embedding 参数从 float32 类型映射到 int8 类型，可以降低
embedding 参数体积。
下图展示了如何根据需要选择模型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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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量化算法选择
下表综合对比了模型量化方法的使用条件、易用性、精度损失和预期收益。

模
型量化算法对比

4.3.2 动态图
量化训练详细教程
在线量化是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建模定点量化对模型的影响，通过在模型计算图中插入量化节点，在训练建
模量化对模型精度的影响降低量化损失。
PaddleSlim 动态图量化训练功能那，包含普通策略和 PACT 策略。
使用方法
在线量化的基本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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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量化配置
2. 转换量化模型
3. 启动量化训练
4. 保存量化模型
下面分别介绍以下几点：
1. 选择量化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对本次量化的一些基本量化配置做一些选择，例如 weight 量化类型，activation 量化类型等。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可以直接拷贝我们默认的量化配置。全部可选的配置可以参考 PaddleSlim 量化文档，例
如我们用的量化配置如下：
quant_config = {
'weight_preprocess_type': None,
'activation_preprocess_type': None,
'weight_quantize_type': 'channel_wise_abs_max',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moving_average_abs_max',
'weight_bits': 8,
'activation_bits': 8,
'dtype': 'int8',
'window_size': 10000,
'moving_rate': 0.9,
'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2. 转换量化模型
在确认好我们的量化配置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配置把我们定义好的一个普通模型转换为一个模拟量化模
型。转换的方式也很简单: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slim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net = mobilenet_v1()
quanter = paddleslim.QAT(config=quant_config)
quanter.quantiz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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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量化训练
得到了量化模型后就可以启动量化训练了，量化训练与普通的浮点数模型训练并无区别，无需增加新的代码
或逻辑，直接按照浮点数模型训练的流程进行即可。
4. 保存量化模型
量化训练结束后，我们需要对量化模型做一个转化。PaddleSlim 会对底层的一些量化 OP 顺序做调整，以便
预测使用。转换及保存的基本流程如下所示:
import paddleslim
save_path = './model'
quanter.save_quantized_model(
net,
save_path,
input_spec=[paddle.static.InputSpec(shape=[None, 3, 224, 224], dtype='float32')])
量化预测模型可以使用 netron 软件打开，进行可视化查看。该量化预测模型和普通 FP32 预测模型一样，
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和 PaddleInference 加载预测，具体请参考推理部署章节。
PACT 量化策略
PACT 量化策略是对普通量化策略的改进，对于一些量化敏感的模型，例如 MobileNetV3，PACT 量化策略
一般都能降低量化模型的精度损失。
使用方法上与普通在线量化方法相近：
# 在 quant_config 中额外指定'weight_preprocess_type' 为'PACT'
quant_config = {
'weight_preprocess_type': 'PACT',
'weight_quantize_type': 'channel_wise_abs_max',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moving_average_abs_max',
'weight_bits': 8,
'activation_bits': 8,
'dtype': 'int8',
'window_size': 10000,
'moving_rate': 0.9,
'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详细代码与例程请参考：
• 动态图量化训练
4.3.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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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Quantiz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efficient inference: A whitepaper
2. PACT: Parameterized Clipping Activation for Quantized Neural Networks

4.3.3 静态图
量化训练
该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 MobileNetV1 为例，说明如何快速使用 PaddleSlim 的量化训练接口。该示例包含以
下步骤：
1. 导入依赖
2. 构建模型
3. 训练模型
4. 量化
5. 训练和测试量化后的模型
6.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
1. 导入依赖
PaddleSlim 依赖 Paddle2.0 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然后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import numpy as np
paddle.enable_static()

2. 构建网络
该章节构造一个用于对 MNIST 数据进行分类的分类模型，选用 MobileNetV1，并将输入大小设置为 [1,
28, 28]，输出类别数为 10。为了方便展示示例，我们在 paddleslim.models 下预定义了用于构建分类模
型的方法，执行以下代码构建分类模型：
USE_GPU = True
model = slim.models.MobileNe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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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startup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
image = paddle.static.data(
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label = paddle.static.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gt = paddle.reshape(label, [-1, 1])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cost = paddle.nn.functional.loss.cross_entropy(input=out, label=gt)
avg_cost = paddle.mean(x=cost)
acc_top1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1)
acc_top5 = paddle.metric.accuracy(input=out, label=gt, k=5)
opt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0.01, 0.9)
opt.minimize(avg_cost)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
val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3. 训练模型
该章节介绍了如何定义输入数据和如何训练和测试分类模型。先训练分类模型的原因是量化训练过程是在训
练好的模型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训练好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量化反量化 op 之后，用小学习率进行参数
微调。
3.1 定义输入数据
为了快速执行该示例，我们选取简单的 MNIST 数据，Paddle 框架的 paddle.vision.dataset 包定义了
MNIST 数据的下载和读取。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transform = T.Compose([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est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MNIST(
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train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rain_datase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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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paddle.io.DataLoader(
test_dataset,
places=place,
feed_list=[image, label],
drop_last=True,
batch_size=64,
return_list=False,
shuffle=False)

3.2 训练和测试
先定义训练和测试函数，正常训练和量化训练时只需要调用函数即可。在训练函数中执行了一个 epoch 的训
练，因为 MNIST 数据集数据较少，一个 epoch 就可将 top1 精度训练到 95% 以上。
outputs = [acc_top1.name, acc_top5.name, avg_cost.name]
def train(prog):
iter = 0
for data in train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rain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iter += 1
def test(prog):
iter = 0
res = [[], []]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acc1, acc5, loss = exe.run(prog, feed=data, fetch_list=outputs)
if iter % 100 == 0:
print('test iter={}, top1={}, top5={}, loss={}'.format(iter, acc1.mean(),␣
acc5.mean(), loss.mean()))

,→

res[0].append(acc1.mean())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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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1].append(acc5.mean())
iter += 1
print('final test result top1={}, top5={}'.format(np.array(res[0]).mean(), np.
array(res[1]).mean()))

,→

调用 train 函数训练分类网络，train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rain(train_program)
调用 test 函数测试分类网络，val_program 是在第 2 步：构建网络中定义的。
test(val_program)

4. 量化
按照默认配置在 train_program 和 val_program 中加入量化和反量化 op.
quant_program = slim.quant.quant_aware(train_program, exe.place, for_test=False)
val_quant_program = slim.quant.quant_aware(val_program, exe.place, for_test=True)
注意，静态图量化训练方法不支持有控制流 OP 的模型，请改用动态图量化训练方法。
5. 训练和测试量化后的模型
微调量化后的模型，训练一个 epoch 后测试。
train(quant_program)
测试量化后的模型，和 3.2 训练和测试中得到的测试结果相比，精度相近，达到了无损量化。
test(val_quant_program)

6.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
在 4. 量化中使用接口 slim.quant.quant_aware 接口得到的模型只适合训练时使用，为了得到最终使用
时的模型，需要使用slim.quant.convert接口，然后使用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保存模型。
quant_infer_program = slim.quant.convert(val_quant_program, exe.place)
target_vars = [quant_infer_program.global_block().var(outputs[-1])]
paddle.static.save_inference_model(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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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_prefix='./quant_infer_model',
feed_vars=[image],
fetch_vars=target_vars,
executor=exe,
program=quant_infer_program)
根据业务场景，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ARM CPU）
，或者使用 PaddleInference
将该量化模型部署到服务器端（NV GPU 和 Intel CPU）。
保存的量化模型相比原始 FP32 模型，模型体积没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量化预测模型中的权重依旧保存为
FP32 类型。在部署时，使用 PaddleLite opt 工具转换量化预测模型后，模型体积才会真实减小。
部署参考文档：
• 部署简介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 PaddleInference NV G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低比特离线量化
动态模式
动态离线量化，将模型中特定 OP 的权重从 FP32 类型量化成 INT8/16 类型。
量化前需要有训练好的预测模型，可以根据需要将模型转化为 INT8 或 INT16 类型，目前只支持反量化预
测方式，主要可以减小模型大小，对特定加载权重费时的模型可以起到一定加速效果。
• 权重量化成 INT16 类型，模型精度不受影响，模型大小为原始的 1/2。
• 权重量化成 INT8 类型，模型精度会受到影响，模型大小为原始的 1/4。
使用方法
• 准备预测模型：先保存好 FP32 的预测模型，用于量化压缩。
• 产出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Paddle 调用动态离线量化离线量化接口，产出量化模型。
主要代码实现如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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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ddleslim.models import MobileNet
from paddleslim.quant import quant_post_dynamic
paddle.enable_static()
image = paddle.static.data(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model = MobileNet()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main_prog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val_prog = main_prog.clone(for_test=True)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paddle.is_compiled_with_cuda()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paddle.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
dirname='./model_path',
feeded_var_names=[image.name],
target_vars=[out],
main_program=val_prog,
executor=exe,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quant_post_dynamic(
model_dir='./model_path',
save_model_dir='./save_path',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save_model_filename='__model__',
save_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静态离线量化
静态离线量化是基于采样数据，采用 KL 散度等方法计算量化比例因子的方法。相比量化训练，静态离线量
化不需要重新训练，可以快速得到量化模型。
静态离线量化的目标是求取量化比例因子，主要有两种方法：非饱和量化方法 ( No Saturation) 和饱和量化
方法 (Saturation)。非饱和量化方法计算 FP32 类型 Tensor 中绝对值的最大值 abs_max，将其映射为 127，
则量化比例因子等于 abs_max/127。饱和量化方法使用 KL 散度计算一个合适的阈值 T (0<T<mab_max)，将
其映射为 127，则量化比例因子等于 T/127。一般而言，对于待量化 op 的权重 Tensor，采用非饱和量化方
法，对于待量化 op 的激活 Tensor（包括输入和输出），采用饱和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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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静态离线量化的实现步骤如下：
• 加载预训练的 FP32 模型，配置 reader；
• 读取样本数据，执行模型的前向推理，保存待量化 op 激活 Tensor 的数值；
• 基于激活 Tensor 的采样数据，使用饱和量化方法计算它的量化比例因子；
• 模型权重 Tensor 数据一直保持不变，使用非饱和方法计算它每个通道的绝对值最大值，作为每个通道
的量化比例因子；
• 将 FP32 模型转成 INT8 模型，进行保存。
主要代码实现如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from paddleslim.models import MobileNet
from paddleslim.quant import quant_post_static
paddle.enable_static()
val_reader = reader.test()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paddle.enable_static()
image = paddle.static.data(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model = MobileNet()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main_prog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val_prog = main_prog.clone(for_test=True)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paddle.is_compiled_with_cuda()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paddle.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
dirname='./model_path',
feeded_var_names=[image.name],
target_vars=[out],
main_program=val_prog,
executor=exe,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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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quant_post_static(
executor=exe,
model_dir='./model_path',
quantize_model_path='./save_path',
sample_generator=val_reader,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batch_size=16,
batch_nums=10)
详细代码与例程请参考：静态离线量化
实验结果
Intel CPU 量化训练
在 Intel Casecade Lake 机器上（如：Intel(R) Xeon(R) Gold 6271）
，经过量化和 DNNL 加速，INT8 模型在
单线程上性能为 FP32 模型的 3~3.7 倍；在 Intel SkyLake 机器上（如：Intel(R) Xeon(R) Gold 6148），单
线程性能为 FP32 模型的 1.5 倍，而精度仅有极小下降。图像分类量化的样例教程请参考图像分类 INT8 模
型在 CPU 优化部署和预测。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量化请参考ERNIE INT8 模型精度与性能复现
图像分类 INT8 模型在 Xeon(R) 6271 上的精度和性能
图像分类 INT8 模型在 Intel(R) Xeon(R) Gold 6271 上精度
图像分类 INT8 模型在 Intel(R) Xeon(R) Gold 6271 单核上性能
自然语言处理 INT8 模型在 Xeon(R) 6271 上的精度和性能
I. Ernie INT8 DNNL 在 Intel(R) Xeon(R) Gold 6271 的精度结果
II. Ernie INT8 DNNL 在 Intel(R) Xeon(R) Gold 6271 上单样本耗时
Embedding 量化
Embedding 量化将网络中的 Embedding 参数从 float32 类型量化到 8-bit 或者 16-bit 整数类型，在几
乎不损失模型精度的情况下减少模型的存储空间和显存占用。
Embedding 量化仅能减少模型参数的体积，加快加载 Embedding 参数的速度，并不能显著提升模型预测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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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在预测时调用 paddleslim quant_embedding 接口，主要实现代码如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quant as quant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input_word = fluid.data(name="input_word", shape=[None, 1], dtype='int64')
input_emb = fluid.embedding(
input=input_word,
is_sparse=False,
size=[100, 128],
param_attr=fluid.ParamAttr(name='emb',
initializer=fluid.initializer.Uniform(-0.005, 0.005)))
infer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exe.run(fluid.default_startup_program())
# 量化为 8 比特，Embedding 参数的体积减小 4 倍，精度有轻微损失
config = {
'quantize_op_types': ['lookup_table'],
'lookup_table': {
'quantize_type': 'abs_max',
'quantize_bits': 8,
'dtype': 'int8'
}
}
'''
# 量化为 16 比特，Embedding 参数的体积减小 2 倍，精度损失很小
config = {
'quantize_op_types': ['lookup_table'],
'lookup_table': {
'quantize_type': 'abs_max',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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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ze_bits': 16,
'dtype': 'int16'
}
}
'''
quant_program = quant.quant_embedding(infer_program, place, config)
详细代码与例程请参考：Embedding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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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推理部署

该部分介绍如何将 PaddleSlim 产出的量化模型部署到移动端、Intel CPU 和 Nvidia GPU 上。

5.1 端侧部署
本教程以图像分类模型为例，介绍基于Paddle Lite 在移动端部署经过 PaddleSlim 压缩后的分类模型的详细
步骤。
Paddle Lite 是飞桨轻量化推理引擎，为手机、IOT 端提供高效推理能力，并广泛整合跨平台硬件，为端侧
部署及应用落地问题提供轻量化的部署方案。
参考资料：
• PaddleLite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5.1.1 1. 准备环境
该节主要介绍如何准备部署环境。
1.1 运行准备
• 电脑（编译 Paddle Lite）
• 安卓手机（armv7 或 arm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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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准备交叉编译环境
交叉编译环境用于编译 Paddle Lite 的 C++ demo。支持多种开发环境，不同开发环境的编译流程请参考对
应文档。
1. Docker
2. Linux
3. MAC OS
1.3 准备预测库
编译 Paddle-Lite 得到预测库，Paddle-Lite 的编译方式如下：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Lite.git
cd Paddle-Lite
# 切换到 Paddle-Lite 稳定分支，这里以 release/v2.8 为例
git checkout release/v2.8
./lite/tools/build_android.sh

--arch=armv8

--with_cv=ON

注意：编译 Paddle-Lite 获得预测库时，需要打开--with_cv=ON --with_extra=ON 两个选项，--arch 表示
arm 版本，这里指定为 armv8，更多编译命令介绍请参考链接。预测库的文件目录如下：
inference_lite_lib.android.armv8/
|-- cxx

C++ 预测库和头文件

|

|-- include

C++ 头文件

|

|

|-- paddle_api.h

|

|

|-- paddle_image_preprocess.h

|

|

|-- paddle_lite_factory_helper.h

|

|

|-- paddle_place.h

|

|

|-- paddle_use_kernels.h

|

|

|-- paddle_use_ops.h

|

|

`-- paddle_use_passes.h

|

`-- lib

C++ 预测库

|

|-- libpaddle_api_light_bundled.a

C++ 静态库

|

`-- libpaddle_light_api_shared.so

C++ 动态库

|-- java
|

|-- jar

|

|

|

|-- so

|

|

|

`-- src

Java 预测库

`-- PaddlePredictor.jar
`-- libpaddle_lite_jni.so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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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C++ 和 Java 示例代码

|

|-- cxx

C++

|

`-- java

Java 预测库 demo

预测库 demo

5.1.2 2. 模型准备
该节主要介绍如何准备 Paddle-Lite 的模型转换工具以及如何利用模型转换工具将模型转化为部署所需要
的.nb 文件。
2.1 准备模型转换工具
Paddle-Lite 提供了多种策略来自动优化原始的模型，其中包括量化、子图融合、混合调度、Kernel 优选等
方法，使用 Paddle-lite 的 opt 工具可以自动对 inference 模型进行优化，优化后的模型更轻量，模型运行速
度更快。
如果已经准备好了 .nb 结尾的模型文件，可以跳过此步骤。
模型优化需要 Paddle-Lite 的 opt 可执行文件，可以通过编译 Paddle-Lite 源码获得，编译步骤如下：
# 如果准备环境时已经 clone 了 Paddle-Lite，则不用重新 clone Paddle-Lite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Lite.git
cd Paddle-Lite
git checkout release/v2.8
# 启动编译
./lite/tools/build.sh build_optimize_tool
编译完成后，opt 文件位于 build.opt/lite/api/下，可通过如下方式查看 opt 的运行选项和使用方式；
cd build.opt/lite/api/
./opt
--model_dir 适用于待优化的模型是非 combined 方式，--model_file 与--param_file 用于待优化的 combined 模型，即模型结构和模型参数使用单独一个文件存储。通过paddle.jit.save保存的模型均为 combined
模型。
一般来讲，通过剪枝、蒸馏、NAS 方法压缩得到的模型，和通用模型 PaddleLite 部署、模型转换步骤相同，
下面以 MobileNetv1 的原始模型和经过 PaddleSlim 量化后的模型为例。
2.2 转换模型

5.1. 端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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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原始模型

wget https://paddle-inference-dist.bj.bcebos.com/PaddleLite/benchmark_0/benchmark_models.
tgz && tar xf benchmark_models.tgz

,→

./opt --model_dir=./benchmark_models/mobilenetv1 --optimize_out_type=naive_buffer -optimize_out=./mbv1_opt --valid_targets=arm

,→

转换量化模型

wget

https://paddlemodels.bj.bcebos.com/PaddleSlim/MobileNetV1_quant_aware.tar && tar␣

xf MobileNetV1_quant_aware.tar

,→

./opt --model_file=./MobileNetV1_quant_aware/model --param_file=./MobileNetV1_quant_
aware/params --optimize_out_type=naive_buffer --optimize_out=./quant_mbv1_opt --valid_

,→

targets=arm

,→

转换成功后，当前目录下会多出.nb 结尾的文件，即是转换成功的模型文件。
注意：使用 paddle-lite 部署时，需要使用 opt 工具优化后的模型。opt 工具的输入模型是 paddle 保存的
inference 模型

5.1.3 3. 运行模型
首先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1. 准备一台 arm8 的安卓手机，如果编译的预测库和 opt 文件是 armv7，则需要 arm7 的手机，并修改
Makefile 中 ARM_ABI = arm7。
2. 打开手机的 USB 调试选项，选择文件传输模式，连接电脑。
3. 电脑上安装 adb 工具，用于调试。adb 安装方式如下：
3.1. MAC 电脑安装 ADB:
brew cask install android-platform-tools
3.2. Linux 安装 ADB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y wget adb
3.3. Window 安装 ADB
win 上安装需要去谷歌的安卓平台下载 adb 软件包进行安装：链接
打开终端，手机连接电脑，在终端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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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 devices
如果有 device 输出，则表示安装成功。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744be294

device

4. 准备优化后的模型、预测库文件
# 创建临时目录
mkdir /{user path}/temp
cd /{lite repo path}/build.lite.android.armv8.gcc/inference_lite_lib.android.armv8/
demo/cxx/mobile_light/

,→

# 编译部署程序
make
# 将部署程序拷贝到之前创建的临时目录
cp mobilenetv1_light_api /{user path}/temp
# 将链接文件拷贝到临时目录
cp ../../../cxx/lib/libpaddle_light_api_shared.so /{user path}/temp
将之前生成的模型文件：mbv1_opt.nb, quant_mbv1_opt.nb 同样拷贝到/{user path}/temp 目录下。
5. 启动调试
上述步骤完成后就可以使用 adb 将文件 push 到手机上运行，步骤如下：
# 进入/{user path}/temp
cd /{user path}/temp
# 将模型文件 push 到手机上
adb push mbv1_opt.nb /data/local/tmp
adb push quant_mbv1_opt.nb /data/local/tmp
# 将部署文件和链接文件 push 到手机上
adb push libpaddle_light_api_shared.so /data/local/tmp
adb push mobilenetv1_light_api /data/local/tmp
# 执行原始 MobileNetV1 模型
adb shell 'cd /data/local/tmp &&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data/
local/tmp && ./mobilenetv1_light_api ./mbv1_opt.nb'

,→

# 执行原始 MobileNetV1 模型
adb shell 'cd /data/local/tmp &&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data/
local/tmp && ./mobilenetv1_light_api ./quant_mbv1_opt.nb'

,→

如果对代码做了修改，则需要重新编译并 push 到手机上。
运行效果如下：原始模型/量化模型：

5.1. 端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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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ntel CPU 量化部署
5.2.1 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在 CPU 上转化 PaddleSlim 产出的量化模型并部署和预测的流程。对于常见图像分类模型，在
Casecade Lake 机器上（例如 Intel® Xeon® Gold 6271、6248，X2XX 等）
，INT8 模型进行推理的速度通常
是 FP32 模型的 3-3.7 倍；在 SkyLake 机器（例如 Intel® Xeon® Gold 6148、8180，X1XX 等）上，使用
INT8 模型进行推理的速度通常是 FP32 模型的 1.5 倍。
流程步骤如下：
• 产出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Slim 训练并产出量化模型。注意模型中被量化的算子的参数值应该在 INT8
范围内，但是类型仍为 float 型。
• 在 CPU 上转换量化模型：在 CPU 上使用 DNNL 库转化量化模型为 INT8 模型。
• 在 CPU 上部署预测：在 CPU 上部署样例并进行预测。
参考资料：
• PaddleInference Intel CPU 部署量化模型文档

5.2.2 1. 准备
安装 Paddle 和 PaddleSlim
Paddle 和 PaddleSlim 版本必须配套安装。
Paddle 安装请参考官方安装文档。
PaddleSlim 安装请参考官方安装文档。
在代码中使用
在用户自己的测试样例中，按以下方式导入 Paddle 和 PaddleSlim: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 as slim
import numpy as np

5.2.3 2. 用 PaddleSlim 产出量化模型
用户可以使用 PaddleSlim 产出量化训练模型或者离线量化模型。如果用户只想要验证部署和预测流程，可以
跳过 2.1 和 2.2, 直接下载mobilenetv2 post-training quant model以及其对应的原始的 FP32 模型mobilenet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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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32。如果用户要转化部署自己的模型，请根据下面 2.1, 2.2 的步骤产出量化模型。
2.1 量化训练
量化训练流程可以参考 分类模型的量化训练流程
量化训练过程中 config 参数：
• quantize_op_types:
mul,

matmul,

目前

transpose2,

CPU

reshape2,

上量化支持的算子为
pool2d,

scale,

depthwise_conv2d,

conv2d,

concat。 但 是 在 量 化 训 练 阶 段 插 入

fake_quantize/fake_dequantize 算子时，只需在前四种 op 前后插入 fake_quantize/fake_dequantize
算子，因为后面四种算子 transpose2, reshape2, pool2d, scale, concat 的 scales 将从其他 op 的
out_threshold 属性获取。所以，在使用 PaddleSlim 量化训练时，只可以对 depthwise_conv2d,
conv2d, mul, matmul 进行量化，不支持其他 op。
• 其他参数: 请参考 PaddleSlim quant_aware API
2.2 离线量化
离线量化模型产出可以参考分类模型的静态离线量化流程
在使用 PaddleSlim 离线量化时，只可以对 depthwise_conv2d, conv2d, mul, matmul 进行量化，不支持其他
op。

5.2.4 3. 转化产出的量化模型为 DNNL 优化后的 INT8 模型
为了部署在 CPU 上，我们将保存的 quant 模型，通过一个转化脚本，移除 fake_quantize/fake_dequantize
op，进行算子融合和优化并且转化为 INT8 模型。
脚本在官网的位置为save_quant_model.py。
复制脚本到本样例所在目录 (/PATH_TO_PaddleSlim/demo/mkldnn_quant/)，并执行如下命令：
python save_quant_model.py --quant_model_path=/PATH/TO/SAVE/FLOAT32/QUANT/MODEL --int8_
model_save_path=/PATH/TO/SAVE/INT8/MODEL

,→

参数说明：
• quant_model_path: 为输入参数，必填。为量化训练产出的 quant 模型。
• int8_model_save_path: 将 quant 模型经过 DNNL 优化量化后保存的最终 INT8 模型输出路径。
注意：quant_model_path 必须传入 PaddleSlim 量化产出的含有 fake_quant/fake_dequant ops 的
quant 模型。
• ops_to_quantize: 以逗号隔开的指定的需要量化的 op 类型列表。可选，默认为空，空表示量化所
有可量化的 op。目前，对于 Benchmark 中列出的图像分类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中，量化所有可量化的
op 可以获得最好的精度和性能，因此建议用户不设置这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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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_ids_to_skip: 以逗号隔开的 op id 号列表，可选，默认为空。这个列表中的 op 号将不量
化，采用 FP32 类型。要获取特定 op 的 ID，请先使用--debug 选项运行脚本，并打开生成的文件
int8_<number>_cpu_quantize_placement_pass.dot，找出不需量化的 op, ID 号在 Op 名称后面的
括号中。
• –debug: 添加此选项可在每个转换步骤之后生成一系列包含模型图的 * .dot 文件。有关 DOT 格式的
说明，请参见DOT。要打开 * .dot 文件，请使用系统上可用的任何 Graphviz 工具（例如 Linux 上
的 xdot 工具或 Windows 上的 dot 工具有关文档，请参见Graphviz。
• 注意：
– 目前支持 DNNL 量化的 op 列表是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fc, matmul, pool2d, reshape2,
transpose2,scale, concat,gru,lstm。
– 如果设置 --op_ids_to_skip, 只需要传入所有量化 op 中想要保持 FP32 类型的 op ID 号即可。
– 有时量化全部 op 不一定得到最优性能。例如：如果一个 op 是单个的 INT8 op, 之前和之后的 op
都为 float32 op, 那么为了量化这个 op，需要先做 quantize，然后运行 INT8 op, 再 dequantize, 这
样可能导致最终性能不如保持该 op 为 fp32 op。如果用户使用默认设置性能较差，可以观察这个
模型是否有单独的 INT8 op，选出不同的 ops_to_quantize 组合，也可以通过--op_ids_to_skip
排除部分可量化 op ID，多运行几次获得最佳设置。

5.2.5 4. 预测
4.1 数据预处理转化
在精度和性能预测中，需要先对数据进行二进制转化。运行脚本如下可转化完整 ILSVRC2012 val 数
据集。使用--local 可以转化用户自己的数据。在 Paddle 所在目录运行下面的脚本。脚本在官网位置
为full_ILSVRC2012_val_preprocess.py
python Paddle/paddle/fluid/inference/tests/api/full_ILSVRC2012_val_preprocess.py --local␣
--data_dir=/PATH/TO/USER/DATASET/

,→

--output_file=/PATH/TO/SAVE/BINARY/FILE

可选参数：
• 不设置任何参数。脚本将下载 ILSVRC2012_img_val 数据集，并转化为二进制文件。
• local: 设置便为 true，表示用户将提供自己的数据
• data_dir: 用户自己的数据目录
• label_list: 图片路径-图片类别列表文件，类似于 val_list.txt
• output_file: 生成的 binary 文件路径。
• data_dim: 预处理图片的长和宽。默认值 224。
用户自己的数据集目录结构应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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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net_user
��� val
�

��� ILSVRC2012_val_00000001.jpg

�

��� ILSVRC2012_val_00000002.jpg

|

|�� ...

��� val_list.txt
其中，val_list.txt 内容应该如下：
val/ILSVRC2012_val_00000001.jpg 0
val/ILSVRC2012_val_00000002.jpg 0
注意：
• 为 了 方 便 测 试， 你 可 以 直 接 下 载 我 们 上 传 的 二 进 制 100 张 图 片 来 验 证 精 度：wget http://
paddle-inference-dist.bj.bcebos.com/int8/imagenet_val_100_tail.tar.gz
• 为 什 么 将 数 据 集 转 化 为 二 进 制 文 件？ 因 为 paddle 中 的 数 据 预 处 理 （resize, crop 等） 都 使 用
pythong.Image 模块进行，训练出的模型也是基于 Python 预处理的图片，但是我们发现 Python 测试
性能开销很大，导致预测性能下降。为了获得良好性能，在量化模型预测阶段，我们决定使用 C++ 测
试，而 C++ 只支持 Open-CV 等库，Paddle 不建议使用外部库，因此我们使用 Python 将图片预处
理然后放入二进制文件，再在 C++ 测试中读出。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更改 C++ 测试以直接
读数据并预处理，精度不会有太大下降。我们还提供了 python 测试 sample_tester.py 作为参考，与
C++ 测试 sample_tester.cc 相比，用户可以看到 Python 测试更大的性能开销。
4.2 部署预测
部署前提
• 用户可以通过在命令行红输入 lscpu 查看本机支持指令。
• 在支持 avx512_vnni 的 CPU 服务器上，INT8 精度和性能最高，如：Casecade Lake, Model name:
Intel(R) Xeon(R) Gold X2XX，INT8 性能提升为 FP32 模型的 3~3.7 倍
• 在支持 avx512 但是不支持 avx512_vnni 的 CPU 服务器上，如：SkyLake, Model name：Intel(R)
Xeon(R) Gold X1XX，INT8 性能为 FP32 性能的 1.5 倍左右。
准备预测推理库
用户可以从源码编译 Paddle 推理库，也可以直接下载推理库。
• 用户可以从 Paddle 源码编译 Paddle 推理库，参考从源码编译，使用 release/2.0 以上版本。
• 用户也可以从 Paddle 官网下载发布的预测库。请选择最新发布版或者 develop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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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应用
样例 sample_tester.cc 所在目录为 PaddleSlim 下 demo/mkldnn_quant/。编译时，设置 PADDLE_LIB 为
Paddle 源码编译生成的预测库或者直接下载的预测库
cd /PATH/TO/PaddleSlim
cd demo/mkldnn_quant/
mkdir build && cd build
cmake -DPADDLE_LIB=path/to/paddle_inference_install_dir ..
make -j

运行测试

# Bind threads to cores
export KMP_AFFINITY=granularity=fine,compact,1,0
export KMP_BLOCKTIME=1
# Turbo Boost could be set to OFF using the command
echo 1 | sudo tee /sys/devices/system/cpu/intel_pstate/no_turbo
# For 1 thread performance, by default the bash use 1 threads
# Set `MODEL_DIR` to `/PATH/TO/FLOAT32/MODEL` or `/PATH/TO/SAVE/INT8/MODEL`
# Set `DATA_FILE` to `/PATH/TO/SAVE/BINARY/FILE`
./run.sh path/to/MODEL_DIR path/to/DATA_FILE
# For 20 thread performance, set third parameter 20
./run.sh path/to/MODEL_DIR path/to/DATA_FILE 20
run.sh 中所有可选配置参数注释：
• infer_model: 模型所在目录，注意模型参数当前必须是分开保存成多个文件的。可以设置为 PATH/
TO/SAVE/INT8/MODEL, PATH/TO/SAVE/FLOAT32/MODEL。无默认值。
• infer_data: 测试数据文件所在路径。注意需要是经 full_ILSVRC2012_val_preprocess 转化后的
binary 文件。
• batch_size: 预测 batch size 大小。默认值为 1。
• iterations:

batches 迭代数。默认为 0，0 表示预测 infer_data 中所有 batches (image num-

bers/batch_size)
• num_threads: 预测使用 CPU 线程数，默认为单核一个线程。
• with_accuracy_layer: 模型为包含精度计算层的测试模型还是不包含精度计算层的预测模型，默认
为 true。
• use_analysis 是否使用 paddle::AnalysisConfig 对模型优化、融合 (fuse)，加速。默认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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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户编写自己的测试
如果用户编写自己的测试：
1. 测试 Native FP32 模型（不经过 MKLDNN 优化的）
，可以使用 paddle::NativeConfig 测试。在 demo
中，设置 use_analysis 为 false。
2. 测试 MKLDNN FP32 或者 INT8 模型，需要开启 paddle::AnalysisConfig，本案例中，直接设置
use_analysis 为 true。AnalysisConfig 设置如下：
static void SetConfig(paddle::AnalysisConfig *cfg) {
cfg->SetModel(FLAGS_infer_model);

// 必须。部署在 CPU 上预测，必须 Disablegpu

cfg->DisableGpu();
cfg->EnableMKLDNN();

// 必须。表示需要测试的模型

//必须。表示使用 MKLDNN 算子，将比 native 快

cfg->SwitchIrOptim();

// 如果传入 FP32 原始，这个配置设置为 true 将优化加速模型

cfg->SetCpuMathLibraryNumThreads(FLAGS_num_threads);

//非必须。默认设置为 1。表示多线程

运行
}
• 测试经过 MKLDNN 量化转化的 INT8 模型时，仍需设置 use_analysis 为 true。
• 当 infer_model 传入 PaddleSlim 产出的 quant 模型，use_analysis 即使设置为 true 不起作用，因为
quant 模型包含 fake_quantize/fake_dequantize ops, 无法 fuse, 无法优化。

5.2.6 5. 精度和性能数据
INT8 模型精度和性能结果参考CPU 部署预测 INT8 模型的精度和性能

5.2.7 FAQ
• 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在 CPU 上的部署和预测参考样例ERNIE 模型 QUANT INT8 精度与性能复现
• 具体 DNNL 量化原理可以查看SLIM Quant for INT8 MKL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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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CV 模型压缩

6.1 目标检测 (PaddleDetection)
6.1.1 静态图
目标检测模型蒸馏教程

教程内容请参考：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distillation/README.md
示例结果
MobileNetV1-YOLO-V3-VOC
蒸馏后的结果用 ResNet34-YOLO-V3 做 teacher，4GPU 总 batch_size64 训练 90000 iter 得到

MobileNetV1-YOLO-V3-COCO
蒸馏后的结果用 ResNet34-YOLO-V3 做 teacher，4GPU 总 batch_size64 训练 600000 iter 得到
人脸检测模型小模型结构搜索教程
教程内容请参考：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nas/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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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们选取人脸检测的 BlazeFace 模型作为神经网络搜索示例，该示例使用 PaddleSlim 辅助完成神经网络搜
索实验。基于 PaddleSlim 进行搜索实验过程中，搜索限制条件可以选择是浮点运算数 (FLOPs) 限制还是硬
件延时 (latency) 限制，硬件延时限制需要提供延时表。本示例提供一份基于 blazeface 搜索空间的硬件延时
表，名称是 latency_855.txt(基于 PaddleLite 在骁龙 855 上测试的延时)，可以直接用该表进行 blazeface 的
硬件延时搜索实验。
目标检测模型卷积通道剪裁教程
请参考：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prune/README.md
目标检测模型蒸馏剪裁教程

教程内容请参考：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extensions/distill_pruned
概述
该文档介绍如何使用 PaddleSlim 的蒸馏接口和卷积通道剪裁接口对检测库中的模型进行卷积层的通道剪裁
并使用较高精度模型对其蒸馏。
目标检测模型量化教程

教程内容请参考：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quantization/README.m
示例结果
训练策略
• 量化策略 post 为使用静态离线量化方法得到的模型，aware 为在线量化训练方法得到的模型。

YOLOv3 on COCO
目标检测模型敏感度分析教程
教程内容请参考：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PaddleDetection/blob/release/2.4/static/slim/sensitive/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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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NLP 模型压缩

7.1 TinyERNIE 模型压缩教程
1. 本教程是对 TinyERNIE 模型进行压缩的原理介绍。并以 ERNIE repo 中 TinyERNIE 模型为例，说
明如何快速把整体压缩流程迁移到其他 NLP 模型。
2. 本教程使用的是DynaBERT-Dynamic BERT with Adaptive Width and Depth中的训练策略。把原始
模型作为超网络中最大的子模型，原始模型包括多个相同大小的 Transformer Block。在每次训练前会
选择当前轮次要训练的子模型，每个子模型包含多个相同大小的 Sub Transformer Block，每个 Sub
Transformer Block 是选择不同宽度的 Transformer Block 得到的，一个 Transformer Block 包含一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和一个 Feed-Forward Network，Sub Transformer Block 获得方式为：

a. 一

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层中有多个 Head，每次选择不同宽度的子模型时，会同时对 Head 数量进行
等比例减少，例如：如果原始模型中有 12 个 Head，本次训练选择的模型是宽度为原始宽度 75% 的子
模型，则本次训练中所有 Transformer Block 的 Head 数量为 9。

b. Feed-Forward Network 层中

Linear 的参数大小进行等比例减少，例如：如果原始模型中 FFN 层的特征维度为 3072，本次训练选
择的模型是宽度为原始宽度 75% 的子模型，则本次训练中所有 Transformer Block 中 FFN 层的特征
维度为 2304。

7.1.1 整体原理介绍
1. 首先对预训练模型的参数和 head 根据其重要性进行重排序，把重要的参数和 head 排在参数的前侧，
保证训练过程中的参数裁剪不会裁剪掉这些重要的参数。参数的重要性计算是先使用 dev 数据计算一
遍每个参数的梯度，然后根据梯度和参数的整体大小来计算当前参数的重要性，head 的的重要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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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传入一个全 1 的对 head 的 mask，并计算这个 mask 的梯度，根据 mask 的梯度来判断每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层中每个 Head 的重要性。
2. 使用原本的预训练模型作为蒸馏过程中的教师网络。同时定义一个超网络，这个超网络中最大的子网
络的结构和教师网络的结构相同其他小的子网络是对最大网络的进行不同的宽度选择来得到的，宽度
选择具体指的是网络中的参数进行裁剪，所有子网络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都是参数共享的。
3. 使用重排序之后的预训练模型参数初始化超网络，并把这个超网络作为学生网络。分别为 embedding
层，每个 transformer block 层和最后的 logit 添加蒸馏损失。
4. 每个 batch 数据在训练前首先中会选择当前要训练的子网络配置（子网络配置目前仅包括对整个模型
的宽度的选择）
，参数更新时仅会更新当前子网络计算中用到的那部分参数。
5. 通过以上的方式来优化整个超网络参数，训练完成后选择满足加速要求和精度要求的子模型。

7.1.2 基于 ERNIE repo 代码进行压缩
本教程基于 PaddleSlim2.0 及之后版本、Paddle1.8.5 和 ERNIE 0.0.4dev 及之后版本，请确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PaddleSlim 和 ERNIE。基于 ERNIE repo 中 TinyERNIE 的整体代码示例请参考：TinyERNIE
1. 定义初始网络
定义原始 TinyERNIE 模型并定义一个字典保存原始模型参数。普通模型转换为超网络之后，由于其组网
OP 的改变导致原始模型加载的参数失效，所以需要定义一个字典保存原始模型的参数并用来初始化超网络。
设置’return_additional_info’参数为 True，返回中间层结果，便于添加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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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ErnieModelForSequenceClassification.from_pretrained(args.from_pretrained, num_
labels=3, name='')

,→

setattr(model, 'return_additional_info', True)
origin_weights = {}
for name, param in model.named_parameters():
origin_weights[name] = param

2. 构建超网络
定义搜索空间，并根据搜索空间把普通网络转换为超网络。
# 定义搜索空间
sp_config = supernet(expand_ratio=[0.25, 0.5, 0.75, 1.0])
# 转换模型为超网络
model = Convert(sp_config).convert(model)
paddleslim.nas.ofa.utils.set_state_dict(model, origin_weights)

3. 定义教师网络
调用 paddlenlp 中的接口直接构造教师网络。设置’return_additional_info’参数为 True，返回中间层结
果，便于添加蒸馏。
teacher_model = ErnieModelForSequenceClassification.from_pretrained(args.from_pretrained,
,→

num_labels=3, name='teacher')

setattr(teacher_model, 'return_additional_info', True)

4. 配置蒸馏相关参数
需要配置的参数包括教师模型实例。TinyERNIE 模型定义的时候会返回隐藏层和 Embedding 层的计算结
果，所以直接利用返回值进行网络蒸馏。
default_distill_config = {
'teacher_model': teacher_model
}
distill_config = DistillConfig(**default_distill_config)

5. 定义 Once-For-All 模型
普通模型和蒸馏相关配置传给 OFA 接口，自动添加蒸馏过程并把超网络训练方式转为 OFA 训练方式。

7.1. TinyERNIE 模型压缩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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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_model = paddleslim.nas.ofa.OFA(model, distill_config=distill_config)

6. 计算神经元和 head 的重要性并根据其重要性重排序参数
基于 Paddle 1.8.5 实现的重要性计算代码位于：importance.py
head_importance, neuron_importance = compute_neuron_head_importance(
args,
ofa_model.model,
dev_ds,
place,
model_cfg)
reorder_neuron_head(ofa_model.model, head_importance, neuron_importance)

7. 传入当前 OFA 训练所处的阶段
ofa_model.set_epoch(epoch)
ofa_model.set_task('width')

8. 传入网络相关配置，开始训练
本示例使用 DynaBERT 的方式进行超网络训练。
width_mult_list = [1.0, 0.75, 0.5, 0.25]
lambda_logit = 0.1
# paddle 2.0rc1 之前版本的动态图模型梯度不会自动累加，需要自定义一个 dict 保存每个模型的梯度，
自行进行梯度累加
accumulate_gradients = dict()
for param in opt._parameter_list:
accumulate_gradients[param.name] = 0.0
for width_mult in width_mult_list:
net_config = paddleslim.nas.ofa.utils.dynabert_config(ofa_model, width_mult)
ofa_model.set_net_config(net_config)
student_output, teacher_output = ofa_model(ids, sids, labels=label,
num_layers=model_cfg['num_hidden_layers'])
loss, student_logit, student_reps = student_output[
0], student_output[1], student_output[2]['hiddens']
teacher_logit, teacher_reps = teacher_outpu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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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acher_output[2]['hiddens']
logit_loss = soft_cross_entropy(student_logits, teacher_logits.detach())
rep_loss = 0.0
for stu_rep, tea_rep in zip(student_reps, teacher_reps):
tmp_loss = L.mse_loss(stu_rep, tea_rep.detach())
rep_loss += tmp_loss
loss = rep_loss + lambda_logit * logit_loss
loss.backward()
param_grads = opt.backward(loss)
# 梯度累加
for param in opt._parameter_list:
accumulate_gradients[param.name] += param.gradient()
# 利用累加后的梯度更新模型
for k, v in param_grads:
assert k.name in accumulate_gradients.keys(
), "{} not in accumulate_gradients".format(k.name)
v.set_value(accumulate_gradients[k.name])
opt.apply_optimize(
loss, startup_program=None, params_grads=param_grads)
ofa_model.model.clear_gradients()

NOTE
由于在计算 head 的重要性时会利用一个 mask 来收集梯度，所以需要通过 monkey patch 的方式重新实现
一下 TinyERNIE 中一些相关类的 forward 函数。具体实现的 forward 可以参考：model_ernie_supernet.py

7.2 BERT 模型压缩教程
1. 本教程是对 BERT 模型进行压缩的原理介绍。并以 PaddleNLP repo 中 BERT-base 模型为例，说明
如何快速把整体压缩流程迁移到其他 NLP 模型。
2. 本教程使用的是DynaBERT-Dynamic BERT with Adaptive Width and Depth中的训练策略。把原始
模型作为超网络中最大的子模型，原始模型包括多个相同大小的 Transformer Block。在每次训练前会
选择当前轮次要训练的子模型，每个子模型包含多个相同大小的 Sub Transformer Block，每个 Sub
Transformer Block 是选择不同宽度的 Transformer Block 得到的，一个 Transformer Block 包含一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和一个 Feed-Forward Network，Sub Transformer Block 获得方式为：

a. 一

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层中有多个 Head，每次选择不同宽度的子模型时，会同时对 Head 数量进行
等比例减少，例如：如果原始模型中有 12 个 Head，本次训练选择的模型是宽度为原始宽度 75% 的子
7.2. BERT 模型压缩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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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则本次训练中所有 Transformer Block 的 Head 数量为 9。

b. Feed-Forward Network 层中

Linear 的参数大小进行等比例减少，例如：如果原始模型中 FFN 层的特征维度为 3072，本次训练选
择的模型是宽度为原始宽度 75% 的子模型，则本次训练中所有 Transformer Block 中 FFN 层的特征
维度为 2304。

7.2.1 整体原理介绍
1. 首先对预训练模型的参数和 head 根据其重要性进行重排序，把重要的参数和 head 排在参数的前侧，
保证训练过程中的参数裁剪不会裁剪掉这些重要的参数。参数的重要性计算是先使用 dev 数据计算一
遍每个参数的梯度，然后根据梯度和参数的整体大小来计算当前参数的重要性，head 的的重要性计算
是通过传入一个全 1 的对 head 的 mask，并计算这个 mask 的梯度，根据 mask 的梯度来判断每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层中每个 Head 的重要性。
2. 使用原本的预训练模型作为蒸馏过程中的教师网络。同时定义一个超网络，这个超网络中最大的子网
络的结构和教师网络的结构相同其他小的子网络是对最大网络的进行不同的宽度选择来得到的，宽度
选择具体指的是网络中的参数进行裁剪，所有子网络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都是参数共享的。
3. 使用重排序之后的预训练模型参数初始化超网络，并把这个超网络作为学生网络。分别为 embedding
层，每个 transformer block 层和最后的 logit 添加蒸馏损失。
4. 每个 batch 数据在训练前首先中会选择当前要训练的子网络配置（子网络配置目前仅包括对整个模型
的宽度的选择）
，参数更新时仅会更新当前子网络计算中用到的那部分参数。
5. 通过以上的方式来优化整个超网络参数，训练完成后选择满足加速要求和精度要求的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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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基于 PaddleNLP repo 代码进行压缩
本教程基于 PaddleSlim2.0 及之后版本、Paddle2.0rc1 及之后版本和 PaddleNLP2.0beta 及之后版本，请确
认已正确安装 Paddle、PaddleSlim 和 PaddleNLP。基于 PaddleNLP repo 中 BERT-base 的整体代码示例
请参考：BERT-base
1. 定义初始网络
定义原始 BERT-base 模型并定义一个字典保存原始模型参数。普通模型转换为超网络之后，由于其组网 OP
的改变导致原始模型加载的参数失效，所以需要定义一个字典保存原始模型的参数并用来初始化超网络。
model = BertForSequenceClassification.from_pretrained('bert', num_classes=2)
origin_weights = {}
for name, param in model.named_parameters():
origin_weights[name] = param

2. 构建超网络
定义搜索空间，并根据搜索空间把普通网络转换为超网络。
# 定义搜索空间
sp_config = supernet(expand_ratio=[0.25, 0.5, 0.75, 1.0])
# 转换模型为超网络
model = Convert(sp_config).convert(model)
paddleslim.nas.ofa.utils.set_state_dict(model, origin_weights)

3. 定义教师网络
调用 paddlenlp 中的接口直接构造教师网络。
teacher_model = BertForSequenceClassification.from_pretrained('bert', num_classes=2)

4. 配置蒸馏相关参数
需要配置的参数包括教师模型实例；需要添加蒸馏的层，在教师网络和学生网络的 Embedding 层和每一个
Tranformer Block 层之间添加蒸馏损失，中间层的蒸馏损失使用默认的 MSE 损失函数；配置’lambda_distill’
参数表示整体蒸馏损失的缩放比例。
mapping_layers = ['bert.embeddings']
for idx in range(model.bert.config['num_hidden_layers']):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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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_layers.append('bert.encoder.layers.{}'.format(idx))
default_distill_config = {
'lambda_distill': 0.1,
'teacher_model': teacher_model,
'mapping_layers': mapping_layers,
}
distill_config = DistillConfig(**default_distill_config)

5. 定义 Once-For-All 模型
普通模型和蒸馏相关配置传给 OFA 接口，自动添加蒸馏过程并把超网络训练方式转为 OFA 训练方式。
ofa_model = paddleslim.nas.ofa.OFA(model, distill_config=distill_config)

6. 计算神经元和 head 的重要性并根据其重要性重排序参数
head_importance, neuron_importance = utils.compute_neuron_head_importance(
'sst-2',
ofa_model.model,
dev_data_loader,
num_layers=model.bert.config['num_hidden_layers'],
num_heads=model.bert.config['num_attention_heads'])
reorder_neuron_head(ofa_model.model, head_importance, neuron_importance)

7. 传入当前 OFA 训练所处的阶段
ofa_model.set_epoch(epoch)
ofa_model.set_task('width')

8. 传入网络相关配置，开始训练
本示例使用 DynaBERT 的方式进行超网络训练。
width_mult_list = [1.0, 0.75, 0.5, 0.25]
lambda_logit = 0.1
for width_mult in width_mult_lis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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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_config = paddleslim.nas.ofa.utils.dynabert_config(ofa_model, width_mult)
ofa_model.set_net_config(net_config)
logits, teacher_logits = ofa_model(input_ids, segment_ids, attention_mask=[None,␣
None])

,→

rep_loss = ofa_model.calc_distill_loss()
logit_loss = soft_cross_entropy(logits, teacher_logits.detach())
loss = rep_loss + lambda_logit * logit_loss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lr_scheduler.step()
ofa_model.model.clear_gradients()

NOTE
由于在计算 head 的重要性时会利用一个 mask 来收集梯度，所以需要通过 monkey patch 的方式重新实现
一下 BERT 的 forward 函数。示例如下:
from paddlenlp.transformers import BertModel
def bert_forward(self,
input_ids,
token_type_ids=None,
position_ids=None,
attention_mask=[None, None]):
wtype = self.pooler.dense.fn.weight.dtype if hasattr(
self.pooler.dense, 'fn') else self.pooler.dense.weight.dtype
if attention_mask[0] is None:
attention_mask[0] = paddle.unsqueeze(
(input_ids == self.pad_token_id).astype(wtype) * -1e9, axis=[1, 2])
embedding_output = self.embeddings(
input_ids=input_ids,
position_ids=position_ids,
token_type_ids=token_type_ids)
encoder_outputs = self.encoder(embedding_output, attention_mask)
sequence_output = encoder_outputs
pooled_output = self.pooler(sequence_output)
return sequence_output, pooled_output

BertModel.forward = bert_forward

7.2. BERT 模型压缩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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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用轻量级模型

8.1 slimfacenet 使用示例
本示例将演示如何训练 slimfacenet 及评测 slimfacenet 量化模型。
本示例依赖：Paddle 1.8 PaddleSlim 1.1.1
当前示例支持以下人脸识别模型：
• SlimFaceNet_A_x0_60
• SlimFaceNet_B_x0_75
为了对齐论文，LFW 指标为 112x96 输入下的结果；结合业务场景，Flops 和 speed 为 112x112 输入下的结
果，延时为 RK3288 上的延时。

8.1.1 1. 数据准备
本示例支持 CASIA 和 lfw 两种公开数据集默认情况：
CASIA 训练数据集
lfw 测试数据集
1). 训练数据集位置./CASIA 2). 测试数据集位置./lfw

107

PaddleSlim Documentation

8.1.2 2. 下载预训练模型
如果使用预先训练并量化好的 slimfacenet 模型，可以从以下地址下载
SlimFaceNet_A_x0_60 预训模型
SlimFaceNet_A_x0_60 量化模型
SlimFaceNet_B_x0_75 预训模型
SlimFaceNet_B_x0_75 量化模型

8.1.3 3. 启动 slimfacenet 训练任务
通过以下命令启动训练任务：
sh slim_train.sh
或者
export CUDA_VISIBLE_DEVICES=0
python -u train_eval.py \
--action train \
--model=SlimFaceNet_B_x0_75
其中，SlimFaceNet_A_x0_60 是 slimfacenet 搜索空间中的一个模型结构，通道数的缩放系数为 0.6，
在每个缩放系数下搜索空间中都共有 6**15(约 4700 亿) 种不同的模型结构。模型训练好之后会保存在./
out_inference/

8.1.4 4. 将 float32 模型量化为 int8 模型
通过以下命令启动训练任务：
sh slim_quant.sh
或者
export CUDA_VISIBLE_DEVICES=0
python -u train_eval.py --action quant
执行完之后量化模型会保存在./quant_model/, 注当前阶段量化模型还是是按 float32 保存的，转 paddlelite
后会变为 int8

8.1.5 4. 加载和评估量化模型
本节介绍如何加载并评测预先训练好并量化后的模型。
执行以下代码加载模型并评估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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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量化模型默认地址在 `./quant_model/`
sh slim_eval.sh
或者
export CUDA_VISIBLE_DEVICES=0
python train_eval.py --action test

8.1. slimfacenet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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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9.1 动态图
9.1.1 Pruners
L1NormFilterPruner
class paddleslim.L1NormFilterPruner(model, inputs, sen_file=None, opt=None)
源代码
用于剪裁卷积层输出通道的的剪裁器。该剪裁器按 Filters 的 l1-norm 统计值对单个卷积层内的 Filters
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按指定比例剪裁掉相对不重要的 Filters 。对 Filters 的剪裁等价于剪裁卷积层的
输出通道数。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待裁剪的动态图模型。
• inputs(list<Object>) - 待裁模型执行时需要的参数列表。该参数列表会以 model(*inputs) 的形式
被调用。注意，被调用 model(*inputs) 使用到的卷积层才能被剪裁。以上调用用于将动态转为静态
图，以便获得网络结构拓扑图，从而分析多个卷积层间的依赖关系。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
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用户不需要敏感度剪裁策略，可以将该
选项设置为 None 。默认为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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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paddle.optimizer.Optimizer) - 动态图模型训练时用到的优化器。传入该参数是为了解决上述
model(paddle.nn.Layer) 不含有优化器，导致不能剪裁到优化器参数（例如 Momentum 中的 velocity
）的问题。是否传入 optimizer 参数的逻辑为：若已经初始化了 optimizer 对象，则传入；否则，在
调用了 pruner.prune_vars() 之后初始化 optimizer 。默认为 None。
返回：一个剪裁器实例。
示例代码 1：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0.5)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示例代码 2：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opt=optimizer)
注意：上述两段代码展示了如何在 pruner 中是否调用 optimizer ，在示例代码 1 中，初始化 optimizer
时传入的 parameters 为剪裁后的 net.parameters() ，故无需在初始化 pruner 时传入 optimizer ；反之
在示例代码 2 中，optimizer 中的 parameter 为剪裁前，故需要传入给 pruner 一并剪裁 optimizer 中的
相关参数。
prune_var(var_name, pruned_dims, pruned_ratio,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单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参数：
• var_name(str) - 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可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 pruned_dim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
般情况下设置为 [0]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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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uned_ratio(float) - 待剪裁掉的输出通道比例。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0.5)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prune_vars(ratios, axis,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多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参数：
• ratios(dict) - 待剪裁卷积层 weight 变量名称以及对应的剪裁率。其中字典的 key 为 str
类型，为变量名称，value 为 float 类型，表示对应卷积层需要剪掉的输出通道的比例。可
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 axi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般情况下设
置为 [0] 即可。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9.1.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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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s({"conv2d_26.w_0": 0.5}, [0])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sensitive(eval_func=None, sen_file=None, target_vars=None, skip_vars=[])
计算或获得模型的敏感度信息。当所有选项为默认值时，该方法返回当前剪裁器已计算的敏感度
信息。当选项被正确设置时，该方法会计算根据当前剪裁器的剪裁策略计算分析模型的敏感度信
息，并将敏感度信息追加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同时敏感度信息会缓存到当前剪裁器中，以供后
续其它操作使用。
参数：
• eval_func - 用于评估当前剪裁器中模型精度的方法，其参数列表应该为空，并返回一个
float 类型的数值来表示模型的精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
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设置为 None，
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默认
为 None。
• target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需要计算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的敏
感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所有卷积层的敏感度都会被计算。默认为 None。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 。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存储敏感信息的字典，示例如下：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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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weight_0 是卷积层权重变量的名称，sensitivities['weight_0'] 是一个
字典，key 是用 float 类型数值表示的剪裁率，value 是对应剪裁率下整个模型的
精度损失比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 构建模型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 准备高层 API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None,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 准备评估数据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 准备评估方法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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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 敏感度分析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print(f"sen: {sen}")
sensitive_prune(pruned_flops, skip_vars=[], align=None)
根据敏感度信息和模型整体的 FLOPs 剪裁比例，对模型中的卷积层进行 inplace 地剪裁，不同
卷积层被裁掉的比例与其敏感度成反比。
参数：
• pruned_flops(float) - 模型整体的 FLOPs 被裁剪的目标比例。注意：最终 FLOPs 被裁
剪掉的比例不一定完全等于 pruned_flops。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 。
• align(None|int) - 是否将剪裁后的通道数量对齐到指定数值的倍数。假设原通道数为 32，
剪裁比例为 0.2，如果 align 为 None，则剪裁后通道数为 26；如果 align 为 8，则剪裁后
的通道数为 24。默认为 Non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1NormFilterPruner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 构建模型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 准备高层 API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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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None,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 准备评估数据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 准备评估方法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 敏感度分析
pruner = L1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plan = pruner.sensitive_prune(0.5, align=8)
print(f"plan: {plan}")

L2NormFilterPruner
class paddleslim.L2NormFilterPruner(model, inputs, sen_file=None, opt=None)
源代码
用于剪裁卷积层输出通道的的剪裁器。该剪裁器按 Filters 的 l2-norm 统计值对单个卷积层内的 Filters
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按指定比例剪裁掉相对不重要的 Filters 。对 Filters 的剪裁等价于剪裁卷积层的
输出通道数。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待裁剪的动态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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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s(list<Object>) - 待裁模型执行时需要的参数列表。该参数列表会以 model(*inputs) 的形式
被调用。注意，被调用 model(*inputs) 使用到的卷积层才能被剪裁。以上调用用于将动态转为静态
图，以便获得网络结构拓扑图，从而分析多个卷积层间的依赖关系。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
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用户不需要敏感度剪裁策略，可以将该
选项设置为 None 。默认为 None。
• opt(paddle.optimizer.Optimizer) - 动态图模型训练时用到的优化器。传入该参数是为了解决上述
model(paddle.nn.Layer) 不含有优化器，导致不能剪裁到优化器参数（例如 Momentum 中的 velocity
）的问题。是否传入 optimizer 参数的逻辑为：若已经初始化了 optimizer 对象，则传入；否则，在
调用 pruner.prune_vars() 之后初始化 optimizer 。默认为 None。
返回：一个剪裁器实例。
示例代码 1：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2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pruned_ratio=0.5)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示例代码 2：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2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opt=optimizer)
注意：上述两段代码展示了如何在 pruner 中是否调用 optimizer ，在示例代码 1 中，初始化 optimizer
时传入的 parameters 为剪裁后的 net.parameters() ，故无需在初始化 pruner 时传入 optimizer ；反之
在示例代码 2 中，optimizer 中的 parameter 为剪裁前，故需要传入给 pruner 一并剪裁 optimizer 中的
相关参数。
prune_var(var_name, pruned_dims, pruned_ratio,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单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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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var_name(str) - 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可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 pruned_dim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
般情况下设置为 [0] 即可。
• pruned_ratio(float) - 待剪裁掉的输出通道比例。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2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pruned_ratio=0.5)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prune_vars(ratios, axis,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多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参数：
• ratios(dict) - 待剪裁卷积层 weight 变量名称以及对应的剪裁率。其中字典的 key 为 str
类型，为变量名称，value 为 float 类型，表示对应卷积层需要剪掉的输出通道的比例。可
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 axi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般情况下设
置为 [0] 即可。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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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2Nor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s({"conv2d_26.w_0": 0.5}, [0])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sensitive(eval_func=None, sen_file=None, target_vars=None, skip_vars=[])
计算或获得模型的敏感度信息。当所有选项为默认值时，该方法返回当前剪裁器已计算的敏感度
信息。当选项被正确设置时，该方法会计算根据当前剪裁器的剪裁策略计算分析模型的敏感度信
息，并将敏感度信息追加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同时敏感度信息会缓存到当前剪裁器中，以供后
续其它操作使用。
参数：
• eval_func - 用于评估当前剪裁器中模型精度的方法，其参数列表应该为空，并返回一个
float 类型的数值来表示模型的精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
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设置为 None，
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默认
为 None。
• target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需要计算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的敏
感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所有卷积层的敏感度都会被计算。默认为 None。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 。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存储敏感信息的字典，示例如下：

120

Chapter 9. API 文档

PaddleSlim Documentation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其中，weight_0 是卷积层权重变量的名称，sensitivities['weight_0'] 是一个
字典，key 是用 float 类型数值表示的剪裁率，value 是对应剪裁率下整个模型的
精度损失比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L2NormFilterPruner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 构建模型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 准备高层 API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None,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 准备评估数据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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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 准备评估方法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 敏感度分析
pruner = L2Nor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print(f"sen: {sen}")
sensitive_prune(pruned_flops, skip_vars=[], align=None)
根据敏感度信息和模型整体的 FLOPs 剪裁比例，对模型中的卷积层进行 inplace 地剪裁，不同
卷积层被裁掉的比例与其敏感度成反比。
参数：
• pruned_flops(float) - 模型整体的 FLOPs 被裁剪的目标比例。注意：最终 FLOPs 被裁
剪掉的比例不一定完全等于 pruned_flops。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 。
• align(None|int) - 是否将剪裁后的通道数量对齐到指定数值的倍数。假设原通道数为 32，
剪裁比例为 0.2，如果 align 为 None，则剪裁后通道数为 26；如果 align 为 8，则剪裁后
的通道数为 24。默认为 Non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FPGMFilterPruner
class paddleslim.FPGMFilterPruner(model, inputs, sen_file=None, opt=None)
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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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剪裁卷积层输出通道的的剪裁器。该剪裁器按论文 Filter Pruning via Geometric Median for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cceleration 中的统计方法对单个卷积层内的 Filters 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
按指定比例剪裁掉相对不重要的 Filters 。对 Filters 的剪裁等价于剪裁卷积层的输出通道数。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待裁剪的动态图模型。
• inputs(list<Object>) - 待裁模型执行时需要的参数列表。该参数列表会以 model(*inputs) 的形式
被调用。注意，被调用 model(*inputs) 使用到的卷积层才能被剪裁。以上调用用于将动态转为静态
图，以便获得网络结构拓扑图，从而分析多个卷积层间的依赖关系。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
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用户不需要敏感度剪裁策略，可以将该
选项设置为 None 。默认为 None。
• opt(paddle.optimizer.Optimizer) - 动态图模型训练时用到的优化器。传入该参数是为了解决上述
model(paddle.nn.Layer) 不含有优化器，导致不能剪裁到优化器参数（例如 Momentum 中的 velocity
）的问题。是否传入 optimizer 参数的逻辑为：若已经初始化了 optimizer 对象，则传入；否则，在
调用 pruner.prune_vars() 之后初始化 optimize 。默认为 None。
返回：一个剪裁器实例。
示例代码 1：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pruned_ratio=0.5)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示例代码 2：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optimizer = paddle.optimizer.Momentum(
learning_rate=0.1,
parameters=net.parameters())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opt=optimizer)
注意：上述两段代码展示了如何在 pruner 中是否调用 optimizer ，在示例代码 1 中，初始化 optimizer
9.1.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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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入的 parameters 为剪裁后的 net.parameters() ，故无需在初始化 pruner 时传入 optimizer ；反之
在示例代码 2 中，optimizer 中的 parameter 为剪裁前，故需要传入给 pruner 一并剪裁 optimizer 中的
相关参数。
prune_var(var_name, pruned_dims, pruned_ratio,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单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参数：
• var_name(str) - 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可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 pruned_dim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
般情况下设置为 [0] 即可。
• pruned_ratio(float) - 待剪裁掉的输出通道比例。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conv2d_26.w_0", [0], pruned_ratio=0.5)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prune_vars(ratios, axis, apply=”impretive”)
按指定的比例 inplace 地对原模型的多个卷积层及其相关卷积层进行剪裁。
参数：
• ratios(dict) - 待剪裁卷积层 weight 变量名称以及对应的剪裁率。其中字典的 key 为 str
类型，为变量名称，value 为 float 类型，表示对应卷积层需要剪掉的输出通道的比例。可
以通过 parameters API 获得所有卷积层 weight 变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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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is(list<int>) - 待废弃选项。卷积层 weight 变量中 Filter 数量所在轴，一般情况下设
置为 [0] 即可。
• apply(str) - 实施剪裁操作的类型，候选值为：”impretive”，”lazy”和 None 。如果设置
为”impretive”
，则会从输出特征图中真正的删掉待剪裁的通道。如果设置为”lazy”
，则仅
会将待剪裁的通道置为 0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仅会生成并返回剪裁计划，并不会将剪裁
真正实施到原模型上，剪裁计划相关信息存储在类型为‘paddleslim.PruningPlan <>‘_
的实例中。该选项默认为”impretiv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plan = pruner.prune_vars({"conv2d_26.w_0": 0.5}, [0])
print(f"plan: {plan}")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sensitive(eval_func=None, sen_file=None, target_vars=None, skip_vars=[])
计算或获得模型的敏感度信息。当所有选项为默认值时，该方法返回当前剪裁器已计算的敏感度
信息。当选项被正确设置时，该方法会计算根据当前剪裁器的剪裁策略计算分析模型的敏感度信
息，并将敏感度信息追加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同时敏感度信息会缓存到当前剪裁器中，以供后
续其它操作使用。
参数：
• eval_func - 用于评估当前剪裁器中模型精度的方法，其参数列表应该为空，并返回一个
float 类型的数值来表示模型的精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
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
• sen_file(str) - 存储敏感度信息的文件，需要指定为绝对路径。在调用当前剪裁器的
sensitive 方法时，敏感度信息会以增量的形式追加到文件 sen_file 中。如果设置为 None，
则不进行敏感度计算，返回当前剪裁器缓存的已计算好的敏感度信息。默认为 None。默认
为 None。
• target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需要计算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的敏
感度。如果设置为 None，则所有卷积层的敏感度都会被计算。默认为 None。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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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存储敏感信息的字典，示例如下：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其中，weight_0 是卷积层权重变量的名称，sensitivities['weight_0'] 是一个
字典，key 是用 float 类型数值表示的剪裁率，value 是对应剪裁率下整个模型的
精度损失比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 构建模型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 准备高层 API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None,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 准备评估数据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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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 准备评估方法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 敏感度分析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print(f"sen: {sen}")
sensitive_prune(pruned_flops, skip_vars=[], align=None)
根据敏感度信息和模型整体的 FLOPs 剪裁比例，对模型中的卷积层进行 inplace 地剪裁，不同
卷积层被裁掉的比例与其敏感度成反比。
参数：
• pruned_flops(float) - 模型整体的 FLOPs 被裁剪的目标比例。注意：最终 FLOPs 被裁
剪掉的比例不一定完全等于 pruned_flops。
• skip_vars(list<str>) - 变量名称列表，用于指定哪些卷积层的 weight 不需要计算敏感
度。如果设置为 [] ，则仅会默认跳过 depthwise_conv2d 和 conv2d_transpose。默认为
[] 。
• align(None|int) - 是否将剪裁后的通道数量对齐到指定数值的倍数。假设原通道数为 32，
剪裁比例为 0.2，如果 align 为 None，则剪裁后通道数为 26；如果 align 为 8，则剪裁后
的通道数为 24。默认为 None。
返回：
• plan(paddleslim.PruningPlan) - 存储剪裁计划的实例。
示例：
点击‘AIStudio <>‘_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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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FPGMFilterPruner
import paddle.vision.transforms as T
from paddle.static import InputSpec as Input
# 构建模型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 准备高层 API
inputs = [Input([None, 3, 224, 224], 'float32', name='image')]
labels = [Input([None, 1], 'int64', name='label')]
model = paddle.Model(net, inputs, labels)
model.prepare(
None,
paddle.nn.CrossEntropyLoss(),
paddle.metric.Accuracy(topk=(1, 5)))
# 准备评估数据
transform = T.Compose([
T.Transpose(),
T.Normalize([127.5], [127.5])
])
train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rain",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val_dataset = paddle.vision.datasets.Cifar10(mode="test", backend="cv2",
transform=transform)

,→

# 准备评估方法
def eval_fn():
result = model.evaluate(
val_dataset,
batch_size=128)
return result['acc_top1']
# 敏感度分析
pruner = FPGMFilterPruner(net, [1, 3, 224, 224])
sen = pruner.sensitive(eval_func=eval_fn, sen_file="./sen.pickle")
plan = pruner.sensitive_prune(0.5, align=8)
print(f"pla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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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化稀疏
UnstructuredPruner
class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

threshold=0.01,

prune_params_type=None,

ratio=0.55,

skip_params_func=None,

local_sparsity=False, sparse_block=[1,1])
源代码
对于神经网络中的参数进行非结构化稀疏。非结构化稀疏是指，根据某些衡量指标，将不重要的参数置 0。
其不按照固定结构剪裁（例如一个通道等）
，这是和结构化剪枝的主要区别。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待剪裁的动态图模型。
• mode(str) - 稀疏化的模式，目前支持的模式有：
’ratio’和’threshold’
。在’ratio’模式下，会给定
一个固定比例，例如 0.5，然后所有参数中重要性较低的 50% 会被置 0。类似的，在’threshold’模式
下，会给定一个固定阈值，例如 1e-5，然后重要性低于 1e-5 的参数会被置 0。
• ratio(float) - 稀疏化比例期望，只有在 mode==’ratio’时才会生效。
• threshold(float) - 稀疏化阈值期望，只有在 mode==’threshold’时才会生效。
• prune_params_type(String) - 用 以 指 定 哪 些 类 型 的 参 数 参 与 稀 疏。 目 前 只 支 持 None 和”
conv1x1_only”两个选项，后者表示只稀疏化 1x1 卷积。而前者表示稀疏化除了归一化层的参数。
• skip_params_func(function) - 一个指向 function 的指针，该 function 定义了哪些参数不应该被
剪裁，默认（None）时代表所有归一化层参数和 bias 不参与剪裁。示例代码如下：
NORMS_ALL = [ 'BatchNorm', 'GroupNorm', 'LayerNorm', 'SpectralNorm', 'BatchNorm1D',
'BatchNorm2D', 'BatchNorm3D', 'InstanceNorm1D', 'InstanceNorm2D',
'InstanceNorm3D', 'SyncBatchNorm', 'LocalResponseNorm' ]
def _get_skip_params(model):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check whether the given model's layers are valid to be␣
pruned.

,→

Usually, the convolutions are to be pruned while we skip the normalization-related␣
parameters and bias.

,→

Deverlopers could replace this function by passing their own when initializing the␣
UnstructuredPuner instance.

,→

Args:
- model(Paddle.nn.Layer): the current model waiting to be checked.
Return: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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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p_params(set<String>): a set of parameters' names
"""
skip_params = set()
for _, sub_layer in model.named_sublayers():
if type(sub_layer).__name__.split('.')[-1] in NORMS_ALL:
skip_params.add(sub_layer.full_name())
for param in sub_layer.parameters(include_sublayers=False):
if len(param.shape) == 1: skip_params.add(param.name)
return skip_params
• local_sparsity(bool) - 剪裁比例（ratio）应用的范围：local_sparsity 开启时意味着每个参与剪裁的
参数矩阵稀疏度均为‘ratio’，关闭时表示只保证模型整体稀疏度达到’ratio’，但是每个参数矩阵的
稀疏度可能存在差异。
• sparse_block(Array<Integer>) - 一个含有两个正整数的数组，定义了稀疏化时候 block 的大小。
即 sparse_block[0] x sparse_block[1] 中的参数作为一个整体，要么被置 0，要么保持不变。默认为 [1,1]，
代表非结构化稀疏。
返回：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ratio', ratio=0.55)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step()
更新稀疏化的阈值，如果是’threshold’模式，则维持设定的阈值，如果是’ratio’模式，则
根据优化后的模型参数和设定的比例，重新计算阈值。该函数调用在训练过程中每个 batch 的
optimizer.step() 之后。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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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ratio', ratio=0.55)
print(pruner.threshold)
pruner.step()
print(pruner.threshold) # 可以看出，这里的 threshold 和上面打印的不同，这是因为
step 函数根据设定的 ratio 更新了 threshold 数值，便于剪裁操作。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update_params()
每一步优化后，重制模型中本来是 0 的权重。这一步通常用于模型 evaluation 和 save 之前，确
保模型的稀疏率。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threshold', threshold=0.5)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model)
print(sparsity)
pruner.step()
pruner.update_params()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model)
print(sparsity) # 可以看出，这里打印的模型稀疏度与上述不同，这是因为 update_
params() 函数置零了所有绝对值小于 0.5 的权重。

,→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set_static_masks()
这个 API 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到。只有在【基于 FP32 稀疏化模型】进行量化训练时需
要调用，因为需要固定住原本被置 0 的权重，保持 0 不变。具体来说，对于输入的 parameters=[0,
3, 0, 4, 5.5, 0]，会生成对应的 mask 为：[0, 1, 0, 1, 1, 0]。而且在训练过程中，该 mask 数值不会随
parameters 更新（训练）而改变。在评估/保存模型之前，可以通过调用 pruner.update_params()
将 mask 应用到 parameters 上，从而达到『在训练过程中 parameters 中数值为 0 的参数不参与
训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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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threshold', threshold=0.5)
''' 注释中为量化训练相关代码，以及参数导入
QAT configs and APIs
restore the sparse FP32 weights
'''
pruner.set_static_masks()
# quantization-aware training a batch
pruner.update_params()# 这一行代码需要在模型 eval 和保存前调用。
# eval or save pruned model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model)
UnstructuredPruner 中的静态方法，用于计算给定的模型（model）的稀疏度并返回。该方法为
静态方法，是考虑到在单单做模型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初始化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示
例了。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要计算稀疏度的目标网络。
返回：
• sparsity(float) - 模型的稀疏度。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model)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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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sparsity)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_conv1x1(model)
UnstructuredPruner 中的静态方法，用于计算给定的模型（model）的 1x1 卷积的稀疏度并返回。
该方法为静态方法，是考虑到在单单做模型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初始化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示例了。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要计算稀疏度的目标网络。
返回：
• sparsity(float) - 模型的 1x1 卷积稀疏度。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V1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_conv1x1(model)
print(sparsity)
paddleslim.UnstructuredPruner.summarize_weights(model, ratio=0.1)
该函数用于估计预训练模型中参数的分布情况，尤其是在不清楚如何设置 threshold 的数值时，
尤为有用。例如，当输入为 ratio=0.1 时，函数会返回一个数值 v，而绝对值小于 v 的权重的个
数占所有权重个数的 (100*ratio%)。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要分析权重分布的目标网络。
• ratio(float) - 需要查看的比例情况，具体如上方法描述。
返回：
• threshold(float) - 和输入 ratio 对应的阈值。开发者可以根据该阈值初始化 UnstructuredPruner。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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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model, mode='ratio', ratio=0.55)
threshold = pruner.summarize_weights(model, 0.5)
print(threshold)

GMPUnstructuredPruner
源代码
class paddleslim.GMPUnstructuredPruner(model,

ratio=0.55,

prune_params_type=None,

skip_params_func=None,

local_sparsity=False,

configs=None)
该类是 UnstructuredPruner 的一个子类，通过覆盖 step() 方法，优化了训练策略，使稀疏化训练更易恢复
到稠密模型精度。其他方法均继承自父类。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待剪裁的动态图模型。
• ratio(float) - 稀疏化比例期望，只有在 mode==’ratio’时才会生效。
• prune_params_type(str) - 用 以 指 定 哪 些 类 型 的 参 数 参 与 稀 疏。 目 前 只 支 持 None 和”
conv1x1_only”两个选项，后者表示只稀疏化 1x1 卷积。而前者表示稀疏化除了归一化层的参数。
• skip_params_func(function) - 一个指向 function 的指针，该 function 定义了哪些参数不应该被
剪裁，默认（None）时代表所有归一化层参数不参与剪裁。
• local_sparsity(bool) - 剪裁比例（ratio）应用的范围：local_sparsity 开启时意味着每个参与剪裁的
参数矩阵稀疏度均为‘ratio’，关闭时表示只保证模型整体稀疏度达到’ratio’，但是每个参数矩阵的
稀疏度可能存在差异。
• sparse_block(Array<Integer>) - 一个含有两个正整数的数组，定义了稀疏化时候 block 的大小。
即 sparse_block[0] x sparse_block[1] 中的参数作为一个整体，要么被置 0，要么保持不变。默认为 [1,1]，
代表非结构化稀疏。
• configs(Dict) - 传入额外的训练超参用以指导 GMP 训练过程。各参数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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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stable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pruning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pruning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tunning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tunning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resume_iteration': int} # the start timestamp you want to train from, in terms if␣
global iteration

,→

{'pruning_steps': int} # the total times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ratio
{'initial_ratio': float} # the initial ratio value
返回：一个 GMPUnstructuredPruner 类的实例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GMP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model = net(num_classes=10)
configs = {
'stable_iterations': 0,
'pruning_iterations': 1000,
'tunning_iterations': 1000,
'resume_iteration': 0,
'pruning_steps': 10,
'initial_ratio': 0.15,
}
pruner = GMPUnstructuredPruner(model, ratio=0.55, configs=configs)
paddleslim.GMPUnstructuredPruner.step()
更新稀疏化的阈值：根据优化后的模型参数和设定的比例，重新计算阈值。该函数调用在训练过
程中每个 batch 的 optimizer.step() 之后。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GMPUnstructuredPruner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LeNet as net
import numpy as np
place = paddle.set_device('cpu')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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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net(num_classes=10)
configs = {
'stable_iterations': 0,
'pruning_iterations': 1000,
'tunning_iterations': 1000,
'resume_iteration': 0,
'pruning_steps': 10,
'initial_ratio': 0.15,
}
pruner = GMPUnstructuredPruner(model, ratio=0.55, configs=configs)
print(pruner.threshold)
for i in range(200):
pruner.step()
print(pruner.threshold) # 可以看出，这里的 threshold 和上面打印的不同，这是因为
step 函数根据设定的 ratio 更新了 threshold 数值，便于剪裁操作。

9.1.2 Once-For-All
Convert SuperNet
在进行 Once-For-All 训练之前，需要把普通的模型先转换为由动态 OP 组网的超网络。超网络转换在把普
通网络转换为超网络的同时也会把超网络中的最大的子网络转换为搜索空间中最大的网络。

注解:
• 如果原始卷积的 kernel_size 是 1，则不会对它的 kernel_size 进行改变。

接口介绍
class paddleslim.nas.ofa.supernet(kernel_size=None, expand_ratio=None, channel=None)
源代码
通过键值对的方式传入搜索空间。
参数：
• kernel_size(list|tuple, optional)：网络中 Conv2D 的 kernel_size 的搜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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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and_ratio(list|tuple, optional)：网络中 Conv2D 的通道数、Embedding 和 Linear 的参
数输出维度的搜索空间，本参数是按照原始模型中每个 OP 的通道的比例来得到转换后的超网络
中每个 OP 的通道数，所以本参数的长度为 1。本参数和 channel 之间设置一个即可。
• channel(list(list)|tuple(tuple), optional)：网络中 Conv2D 的通道数、Embedding 和 Linear
的参数输出维度的搜索空间，本参数是直接设置超网络中每个 OP 的通道数量，所以本参数的长
度需要和网络中包括的 Conv2D、Embedding、Linear 的总数相等。本参数和 expand_ratio 之
间设置一个即可。
返回：超网络配置。
class paddleslim.nas.ofa.Convert(context)
源代码
把普通网络根据传入的自定义的搜索空间转换为超网络。
返回：转换实例
参数：
• context(paddleslim.nas.ofa.supernet)：用户自定义的搜索空间
convert(network)
实际超网络转换。
参数：
• network(paddle.nn.Layer)：要转换为超网络的原始模型实例。
返回：实例化之后的超网络。
PaddleSlim 提供了三种方式构造超网络，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种方式。
方式一
直接调用搜索空间定义接口和超网络转换接口转换超网络。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重新定义网络，直接对
初始化之后的网络实例进行转换，缺点是只能对整个网络进行超网络转换，不能对部分网络进行超网络转换。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nas.ofa.convert_super import Convert, supernet
model = mobilenet_v1()
sp_net_config = supernet(kernel_size=(3, 5, 7), expand_ratio=[1, 2, 4])
sp_model = Convert(sp_net_config).conver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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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
使用上下文的方式转换超网络。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仅转换部分网络为超网络，或者对网络不同部分进行
不同的超网络转换，缺点是需要拿到原始网络的定义，并修改网络定义。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nn as nn
from paddleslim.nas.ofa.convert_super import supernet
class Net(nn.Layer):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models = []
with supernet(kernel_size=(3, 5, 7), expand_ratio=(1, 2, 4)) as ofa_super:
models += [nn.Conv2D(3, 4, 3, padding=1)]
models += [nn.InstanceNorm2D(4)]
models = ofa_super.convert(models)
models += [nn.Conv2D(4, 4, 3, groups=4)]
self.models = paddle.nn.Sequential(*models)
def forward(self, inputs):
return self.models(inputs)

方式三
直接调用动态 OP 组网，组网方式和普通模型相同。PaddleSlim 支持的动态 OP 请参考 动态 OP 。这种方
式的优点是组网更自由，缺点是用法更复杂。

注解:
• paddleslim.nas.ofa.layers 文件中的动态 OP 是基于 Paddle 2.0beta 及其之后的版本实现的。paddleslim.nas.ofa.layers_old 文件中的动态 OP 是基于 Paddle 2.0beta 之前的版本实现的。
• Block 接口是把当前动态 OP 的搜索空间加入到 OFA 训练过程中的搜索空间中。由于 Conv2D、Embedding、Linear 这三个 OP 的参数中输出的部分是可以随意修改的，所以这三个 OP 所对应的动态
OP 需要使用 Block 包装一下。而 Norm 相关的动态 OP 由于其参数大小是根据输入大小相关，所以
不需要用 Block 包装。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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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nn as nn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Block, SuperConv2D, SuperBatchNorm2D
class Net(nn.Layer):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models = [Block(SuperConv2D(3, 4, 3, candidate_config={'kernel_size': (3, 5, 7),
,→

'channel': (4, 8, 16)}))]
self.models += [SuperBatchNorm2D(16)]

def forward(self, inputs):
return self.models(inputs)

OFA-训练
在进行 Once-For-All 训练之前，需要把普通的模型先转换为由动态 OP 组网的超网络。超网络转换方式可
以参考 超网络转换 。
Once-For-All 训练参数配置
RunConfig
超网络实际运行需要用到的配置和超参，通过字典的形式配置。如果想使用论文中默认的 Progressive
shrinking 的方式进行超网络训练，则本项为必填参数。否则可以通过 paddleslim.nas.ofa.OFA().
set_epoch(epoch) 和 paddleslim.nas.ofa.OFA().set_task(task, phase=None) 来手动指定超网络训
练所处的阶段。默认：None。
参数：
• train_batch_size:(int, 可选): 训练时的 batch size，用来计算每个 epoch 包括的 iteration 数
量。默认：None。
• n_epochs(list, 可选): 包含每个阶段运行到多少 epochs，用来判断当前 epoch 在超网训练中所
处的阶段，默认：None。
• total_images(int, 可选): 训练集图片数量，用来计算每个 epoch 包括的 iteration 数量。默认：
None。
• elastic_depth(list/tuple, 可选): 如果设置为 None，则不把 depth 作为搜索的一部分，否则，
采样到的 config 中会包含 depth。对模型 depth 的改变需要在模型定义中的 forward 部分配合使
用，具体示例可以参考 示例 ，默认：None。
• dynamic_batch_size(list, 可选): 代表每个阶段每个 batch 数据应该参与几个子网络的训练，
shape 应该和 n_epochs 的 shape 保持一致。默认：None。
9.1.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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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训练配置。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RunConfig
default_run_config = {
'train_batch_size': 1,
'n_epochs': [[1], [2, 3], [4, 5]],
'total_images': 12,
'elastic_depth': (5, 15, 24),
'dynamic_batch_size': [1, 1, 1],
}
run_config = RunConfig(**default_run_config)

DistillConfig
如果在训练过程中需要添加蒸馏的话，蒸馏过程的配置和超参，通过字典的形式配置，默认：None。
参数：
• lambda_distill(float, 可选): 蒸馏 loss 的缩放比例，默认：None。
• teacher_model(instance of paddle.nn.Layer, 可选): 教师网络实例，默认：None。
• mapping_layers(list[str], 可选): 如果需要给模型中间层添加蒸馏，则需要用这个参数给出需
要添加蒸馏的中间层的名字，默认：None。
• teacher_model_path(str, 可选): 教师网络预训练模型的路径，默认：None。
• distill_fn(instance of paddle.nn.Layer, 可选): 如果需要自定义添加蒸馏 loss，则需要传入
loss 的实例，若传入参数为 None，则默认使用 mse_loss 作为蒸馏损失，默认：None。
• mapping_op(str, 可选): 如果在给模型中间层添加蒸馏的时候教师网络和学生网络中间层的
shape 不相同，则给学生网络中间层添加相应的 op，保证在计算蒸馏损失时，教师网络和学生
网络中间层的 shape 相同。该参数可选范围为 ["conv", "linear", None] ，’conv’表示添加
Conv2D，’linear’表示添加 Linear，None 表示不添加任何 op。若使用本参数在蒸馏过程中额
外添加 op，则在优化过程中可以调用 paddleslim.nas.ofa.OFA().netAs_param 获取到这些 op
的参数，并把这些 op 的参数添加到优化器的参数列表中。默认：None。
返回：蒸馏配置。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DistillConfig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teacher_model = mobilenet_v1()
default_distill_config = {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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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_distill': 0.01,
'teacher_model': teacher_model,
'mapping_layers': ['models.0.fn'],
'teacher_model_path': None,
'distill_fn': None,
'mapping_op': 'conv2d'
}
distill_config = DistillConfig(**default_distill_config)

OFA
把超网络训练方式转换为 Once-For-All 的方式训练。在 Once-For-All 论文 中，提出 Progressive Shrinking
的超网络训练方式，具体原理是在训练过程中按照 elastic kernel_size 、elastic width 、elactic depth
的顺序分阶段进行训练，并且在训练过程中逐步扩大搜索空间，例如：搜索空间为 kernel_size=(3,5,7),
expand_ratio=(0.5, 1.0, 2.0), depth=(0.5, 0.75, 1.0) ，则在训练过程中首先对 kernel size 的大小
进行动态训练，并把 kernel_size 的动态训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kernel_size 的搜索空间为 [5, 7] ，
第二阶段 kernel_size 的搜索空间为 [3, 5, 7] ；之后把 expand_ratio 的动态训练加入到超网络训练中，和
对 kernel_size 的训练方式相同，对 expand_ratio 的动态训练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expand_ratio 的
搜索空间为 [1.0, 2.0] ，第二阶段 expand_ratio 的搜索空间为 [0.5, 1.0, 2.0] ；最后对 depth 进行动
态训练，训练阶段和 kernel_size 相同。
class paddleslim.nas.ofa.OFA(model,

run_config=None,

distill_config=None,

elas-

tic_order=None, train_full=False)
源代码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把超网络的训练规则转换成默认的 Once-For-All 论文中推荐的方式训练。
• run_config(paddleslim.ofa.RunConfig, 可选): 模型运行过程中的配置，默认：None。
• distill_config(paddleslim.ofa.DistillConfig, 可选): 若模型运行过程中添加蒸馏的话，蒸馏相关的
配置，具体可配置的参数请参考‘DistillConfig <>‘_ , 为 None 的话则不添加蒸馏，默认：None。
• elastic_order(list, 可选): 指定训练顺序，若传入 None，则按照默认的 Progressive Shrinking 的
方式进行超网络训练，默认：None。
• train_full(bool, 可选): 是否训练超网络中最大的子网络，默认：False。
返回： OFA 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nas.ofa import OFA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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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ddleslim.nas.ofa.convert_super import Convert, supernet
model = mobilenet_v1()
sp_net_config = supernet(kernel_size=(3, 5, 7), expand_ratio=[1, 2, 4])
sp_model = Convert(sp_net_config).convert(model)
ofa_model = OFA(sp_model)
set_epoch(epoch)
手动设置 OFA 训练所处的 epoch。
参数：
• epoch(int)： - 模型训练过程中当前所处的 epoch。
返回： None
示例代码：
ofa_model.set_epoch(3)
set_task(task, phase=None)
手动设置 OFA 超网络训练所处的阶段。
参数：
• task(list(str)|str)： 手 动 设 置 超 网 络 训 练 中 当 前 训 练 的 任 务 名 称， 可 选
"kernel_size", "width", "depth" 。
• phase(int, 可选)：手动设置超网络训练中当前训练任务所处的阶段，阶段指的是
Progresssive Shrinking 训练方式中每个任务依次增加搜索空间，不同阶段代表着
不同大小的搜索空间，若为 None，则当前任务使用整个搜索空间，默认：None。
返回： None
示例代码：
ofa_model.set_task(‘width’)
set_net_config(config)
手动指定训练超网络中的指定配置的子网络，在训练超网络中特定的某一个或几个子网络时使
用。
参数：
• config(dict)：某个子网络训练中每层的训练配置。
返回： None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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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 {‘conv2d_0’: {‘expand_ratio’: 2}, ‘conv2d_1’: {‘expand_ratio’:
2}} ofa_model.set_net_config(config)
calc_distill_loss()
若 OFA 训练过程中包含中间层蒸馏，则需要调用本接口获取中间蒸馏损失。
返回：中间层蒸馏损失。
示例代码：
distill_loss = ofa_model.calc_distill_loss()
search()
### TODO
export(origin_model,

config,

input_shapes,

input_dtypes,

load_weights_from_supernet=True)
根据传入的原始模型结构、子网络配置，模型输入的形状和类型导出当前子网络，导出的子网络
可以进一步训练、预测或者调用框架动静转换功能转为静态图模型。
参数：
• origin_model(paddle.nn.Layer)：原始模型实例，子模型会直接在原始模型的基础
上进行修改。
• config(dict)：某个子网络每层的配置，可以用。
• input_shapes(list|list(list))：模型输入的形状。
• input_dtypes(list)：模型输入的类型。
• load_weights_from_supernet(bool, optional)：是否从超网络加载参数。若为
False，则不从超网络加载参数，则只根据 config 裁剪原始模型的网络结构；若为 True，则
用超网络参数来初始化原始模型，并根据 config 裁剪原始模型的网络结构。默认：True。
返回：子模型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origin_model = mobilenet_v1()
config = {‘conv2d_0’: {‘expand_ratio’: 2}, ‘conv2d_1’: {‘expand_ratio’:
2}} origin_model = ofa_model.export(origin_model, config, input_shapes=[1, 3, 28,
28], input_dtypes=[‘float32’])

OFA-超网络转换
PaddleSlim 提供了一些 API 的动态版本，动态 API 指的是这些 OP 的参数大小可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根据传入的参数进行改变，用法上的差别具体是 forward 时候需要额外传一些实际运行相关的参数。其中
layers_old.py 对应的是 Paddle 2.0alpha 及之前版本的 API，layers.py 对应的是 Paddle 2.0alpha 之后版本
的 API。
9.1.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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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paddleslim.nas.ofa.layers.Block(fn, fixed=False, key=None)
源代码
对 Layer 进行封装，封装后的 Layer 和普通 Layer 用法相同。把每层定义的搜索空间整合到一个大的搜索空
间中，训练的时候可以去选择每层的搜索空间。只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以主动改变参数大小的 API 需要
用本类封装，即只有 Conv2D 、Linear 和 Embedding 这三个 API 构造的层可能需要被封装。
参数：
• fn(paddle.nn.Layer)：需要被封装的层的实例。
• fixed(bool, optional)：在 OFA 训练过程中，本层的参数形状否保持不变，如果设置为 False，
则正常搜索，如果设置为 True，则在 OFA 训练过程中本 API 的参数形状保持不变。默认：False。
• key(string, optional)：本层在整个搜索空间中对应的名称，默认：None。
返回： Block 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Block, SuperConv2D
block_layer = Block(SuperConv2D(3, 4, 3, candidate_config={'kerne_size': (3, 5, 7)}))
class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Conv2D(in_channels, out_channels, kernel_size, candidate_config={},
stride=1,

padding=0,

transform_kernel=False,
dilation=1,

padding_mode=’zeros’,

groups=1,

weight_attr=None,

bias_attr=None, data_format=’NCHW’)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Conv2D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in_channels (int) - 输入图像的通道数。
• out_channels (int) - 由卷积操作产生的输出的通道数。
• kernel_size (int) - 卷积核大小。可以为单个整数或包含两个整数的元组或列表，分别表示卷积
核的高和宽。如果为单个整数，表示卷积核的高和宽都等于该整数。
• candidate_config （dict，可选）- 针对本层卷积的搜索空间，以字典的形式传入，字典可选的
关键字包括：kernel_size ，expand_ratio，channel ，其中 expand_ratio 和 channel 含义相
同，都是对通道数进行搜索，不能同时设置。默认值：{}。
• transform_kernel （bool，可选）- 是否使用转换矩阵把大 kernel 转换为小 kernel。默认值：
False。
• stride (int|list|tuple，可选) - 步长大小。可以为单个整数或包含两个整数的元组或列表，分别表
示卷积沿着高和宽的步长。如果为单个整数，表示沿着高和宽的步长都等于该整数。默认值：1。
144

Chapter 9. API 文档

PaddleSlim Documentation

• padding (int|list|tuple|str，可选) - 填充大小。如果它是一个字符串，可以是”VALID”或者”
SAME”，表示填充算法，计算细节可参考上述 padding = “SAME”或 padding = “VALID”
时的计算公式。如果它是一个元组或列表，它可以有 3 种格式：(1) 包含 4 个二元组：当
data_format 为”NCHW”时为 [[0,0], [0,0], [padding_height_top, padding_height_bottom],
[padding_width_left,

padding_width_right]]， 当 data_format 为”NHWC” 时 为 [[0,0],

[padding_height_top, padding_height_bottom], [padding_width_left, padding_width_right],
[0,0]]；(2) 包含 4 个整数值：[padding_height_top, padding_height_bottom, padding_width_left,
padding_width_right]；(3) 包 含 2 个 整 数 值：[padding_height,

padding_width]， 此 时

padding_height_top = padding_height_bottom = padding_height，padding_width_left =
padding_width_right = padding_width。若为一个整数，padding_height = padding_width =
padding。默认值：0。
• dilation (int|list|tuple，可选) - 空洞大小。可以为单个整数或包含两个整数的元组或列表，分别
表示卷积核中的元素沿着高和宽的空洞。如果为单个整数，表示高和宽的空洞都等于该整数。默
认值：1。
• groups (int，可选) - 二维卷积层的组数。根据 Alex Krizhevsky 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NN）论
文中的成组卷积：当 group=n，输入和卷积核分别根据通道数量平均分为 n 组，第一组卷积核和
第一组输入进行卷积计算，第二组卷积核和第二组输入进行卷积计算，……，第 n 组卷积核和第
n 组输入进行卷积计算。默认值：1。
• padding_mode (str, 可选):

- 填充模式。包括 'zeros', 'reflect', 'replicate' 或者

'circular'. 默认值: 'zeros' .
• weight_attr (ParamAttr，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
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bool，可选）-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若 bias_attr 为 bool 类型，
只支持为 False，表示没有偏置参数。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具体用法
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data_format (str，可选) - 指定输入的数据格式，输出的数据格式将与输入保持一致，可以是”
NCHW”和”NHWC”。N 是批尺寸，C 是通道数，H 是特征高度，W 是特征宽度。默认值：”
NCHW”
。
forward(input, kernel_size=None, expand_ratio=None, channel=None)
参数：
• input (Tensor)：- 实际输入。
• kernel_size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大小，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大
小。默认：None。
• expand_ratio （int|floa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膨胀比例，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通道数。本参数和 channel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 channel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
通道数。本参数和 expand_ratio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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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Conv2D
import numpy as np
data = np.random.uniform(-1, 1, [10, 3, 32, 32]).astype('float32')
super_conv2d = SuperConv2D(3, 10, 3)
config = {'channel': 5}
data = paddle.to_tensor(data)
conv = super_conv2d(data, **config)
out_channels,

class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Conv2DTranspose(in_channels,
nel_size,

ker-

candidate_config={},

transform_kernel=False,
stride=1,

padding=0,

put_padding=0,
groups=1,

out-

dilation=1,

padding_mode=’zeros’,

weight_attr=None, bias_attr=None,
data_format=’NCHW’)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Conv2DTranspose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in_channels (int) - 输入图像的通道数。
• out_channels (int) - 卷积核的个数，和输出特征图通道数相同。
• kernel_size (int|list|tuple) - 卷积核大小。可以为单个整数或包含两个整数的元组或列表，分别
表示卷积核的高和宽。如果为单个整数，表示卷积核的高和宽都等于该整数。
• candidate_config （dict，可选）- 针对本层转置卷积的搜索空间，以字典的形式传入，字典可
选的关键字包括：kernel_size ，expand_ratio，channel ，其中 expand_ratio 和 channel 含
义相同，都是对通道数进行搜索，不能同时设置。默认值：{}。
• transform_kernel （bool，可选）- 是否使用转换矩阵把大 kernel 转换为小 kernel。默认值：
False。
• stride (int|tuple, 可选) - 步长大小。如果 stride 为元组或列表，则必须包含两个整型数，分别
表示垂直和水平滑动步长。否则，表示垂直和水平滑动步长均为 stride 。默认值：1。
• padding (int|tuple, 可选) - 填充大小。如果 padding 为元组或列表，则必须包含两个整型数，分
别表示竖直和水平边界填充大小。否则，表示竖直和水平边界填充大小均为 padding 。如果它是
一个字符串，可以是”VALID”或者”SAME”
，表示填充算法，计算细节可参考下方形状 padding
= “SAME”或 padding = “VALID”时的计算公式。默认值：0。
• output_padding (int|list|tuple, optional): 输出形状上一侧额外添加的大小. 默认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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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s (int, 可选) - 二维卷积层的组数。根据 Alex Krizhevsky 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NN）论
文中的分组卷积：当 group=2，卷积核的前一半仅和输入特征图的前一半连接。卷积核的后一半
仅和输入特征图的后一半连接。默认值：1。
• dilation (int|tuple, 可选) - 空洞大小。可以为单个整数或包含两个整数的元组或列表，分别表示
卷积核中的元素沿着高和宽的空洞。如果为单个整数，表示高和宽的空洞都等于该整数。默认值：
1。
• weight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
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bool, 可选) -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
的偏置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data_format (str，可选) - 指定输入的数据格式，输出的数据格式将与输入保持一致，可以是”
NCHW”和”NHWC”。N 是批尺寸，C 是通道数，H 是特征高度，W 是特征宽度。默认值：”
NCHW”
。
forward(input, kernel_size=None, expand_ratio=None, channel=None)
参数：
• input (Tensor)：- 实际输入。
• kernel_size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大小，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大
小。默认：None。
• expand_ratio （int|floa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膨胀比例，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通道数。本参数和 channel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 channel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
通道数。本参数和 expand_ratio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Conv2DTranspose
import numpy as np
data = np.random.uniform(-1, 1, [32, 10, 32, 32]).astype('float32')
config = {'channel': 5}
data = paddle.to_tensor(data)
super_convtranspose = SuperConv2DTranspose(32, 10, 3)
ret = super_convtranspose(paddle.to_tensor(data), **config)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Linear(in_features, out_features, candidate_config={}, weight_attr=None,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Linear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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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_features (int) – 线性变换层输入单元的数目。
• out_features (int) – 线性变换层输出单元的数目。
• candidate_config （dict，可选）- 针对本层 Linear 的搜索空间，以字典的形式传入，字典可选
的关键字包括：expand_ratio，channel ，其中 expand_ratio 和 channel 含义相同，都是对通
道数进行搜索，不能同时设置。默认值：{}。
• weight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
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若 bias_attr 为 bool 类型，如果设置
为 False，表示不会为该层添加偏置；如果设置为 Tru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默认值
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将偏置参数的初始值设为 0。具体
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name (string, 可选) – BatchNorm 的名称, 默认值为 None。更多信息请参见 api_guide_Name 。
forward(input, expand_ratio=None, channel=None)
参数：
• input (Tensor)：- 实际输入。
• expand_ratio （int|floa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膨胀比例，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通道数。本参数和 channel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 channel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
通道数。本参数和 expand_ratio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示例代码：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Linear
data = np.random.uniform(-1, 1, [32, 64]).astype('float32')
config = {'channel': 16}
linear = SuperLinear(64, 64)
data = paddle.to_tensor(data)
res = linear(data, **config)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Embedding(num_embeddings, embedding_dim, candidate_config={}, padding_idx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Embedding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num_embeddings (int) - Embedding 字典词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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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ding_dim (int) - Embedding 矩阵每个词向量的维度。
• candidate_config （dict，可选）- 针对本层 Embedding 的搜索空间，以字典的形式传入，字典
可选的关键字包括：expand_ratio，channel ，其中 expand_ratio 和 channel 含义相同，都是
对通道数进行搜索，不能同时设置。默认值：{}。
• padding_idx (int|long|None) - padding_idx 需在区间 [-vocab_size, vocab_size)，否则不
生效，padding_idx<0 时，padding_idx 会被改成 vocab_size + padding_idx，input 中等于
padding_index 的 id 对应的 embedding 信息会被设置为 0，且这部分填充数据在训练时将不会
被更新。如果为 None，不作处理，默认为 None。
• sparse (bool) - 是 否 使 用 稀 疏 的 更 新 方 式， 这 个 参 数 只 会 影 响 反 向 的 梯 度 更 新 的 性 能，
sparse 更新速度更快，推荐使用稀疏更新的方式。但某些 optimizer 不支持 sparse 更新，比
如 cn_api_fluid_optimizer_AdadeltaOptimizer 、cn_api_fluid_optimizer_AdamaxOptimizer 、
cn_api_fluid_optimizer_DecayedAdagradOptimizer 、cn_api_fluid_optimizer_FtrlOptimizer 、
cn_api_fluid_optimizer_LambOptimizer 、cn_api_fluid_optimizer_LarsMomentumOptimizer
，此时 sparse 必须为 False。默认为 False。
• weight_attr (ParamAttr)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权
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此外，可以通过 weight_attr 参
数加载用户自定义或预训练的词向量。只需将本地词向量转为 numpy 数据格式，且保证本地
词向量的 shape 和 embedding 的 num_embeddings 和 embedding_dim 参数一致，然后使用
cn_api_fluid_initializer_NumpyArrayInitializer 进行初始化，即可实现加载自定义或预训练的
词向量。详细使用方法见代码示例 2。
• name (string, 可选) – BatchNorm 的名称, 默认值为 None。更多信息请参见 api_guide_Name 。
forward(input, kernel_size=None, expand_ratio=None, channel=None)
参数：
• input (Tensor)：- 实际输入。
• expand_ratio （int|floa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膨胀比例，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通道数。本参数和 channel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 channel （int, 可选）：- 实际运行过程中卷积核输出通道数，设置为 None 时则初始卷积核
通道数。本参数和 expand_ratio 不能同时不为 None。默认：None。
示例代码：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Embedding
data = np.random.uniform(-1, 1, [32, 64]).astype('int64')
config = {'channel': 16}
emb = SuperEmbedding(64, 64)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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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paddle.to_tensor(data)
res = emb(data, **config)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BatchNorm2D(num_features, momentum=0.9, epsilon=1e-05, weight_attr=None,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BatchNorm2D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num_features (int) - 指明输入 Tensor 的通道数量。
• epsilon (float, 可选) - 为了数值稳定加在分母上的值。默认值：1e-05。
• momentum (float, 可选) - 此值用于计算 moving_mean 和 moving_var 。默认值：0.9。
• weight_attr (ParamAttr|bool, 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则表示每个通
道的伸缩固定为 1，不可改变。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则表示每一个通道
的偏移固定为 0，不可改变。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ParamAttr 。
• data_format (string, 可选) - 指定输入数据格式，数据格式可以为”NCHW”
。默认值：
“NCHW”
。
• name (string, 可选) – BatchNorm 的名称, 默认值为 None。更多信息请参见 api_guide_Name 。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BatchNorm2D
np.random.seed(123)
x_data = np.random.random(size=(2, 5, 2, 3)).astype('float32')
x = paddle.to_tensor(x_data)
batch_norm = SuperBatchNorm2D(5)
batch_norm_out = batch_norm(x)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InstanceNorm2D(num_features, momentum=0.9, epsilon=1e-05, weight_attr=Non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InstanceNorm2D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num_features (int) - 指明输入 Tensor 的通道数量。

150

Chapter 9. API 文档

PaddleSlim Documentation

• epsilon (float, 可选) - 为了数值稳定加在分母上的值。默认值：1e-05。
• momentum (float, 可选) - 本参数目前对 InstanceNorm2D 无效，无需设置。默认值：0.9。
• weight_attr (ParamAttr|bool, 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则表示每个通
道的伸缩固定为 1，不可改变。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则表示每一个通道
的偏移固定为 0，不可改变。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ParamAttr 。
• data_format (string, 可选) - 指定输入数据格式，数据格式可以为”NCHW”
。默认值：
“NCHW”
。
• name (string, 可选) – BatchNorm 的名称, 默认值为 None。更多信息请参见 api_guide_Name 。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InstanceNorm2D
np.random.seed(123)
x_data = np.random.random(size=(2, 5, 2, 3)).astype('float32')
x = paddle.to_tensor(x_data)
instance_norm = SuperInstanceNorm2D(5)
out = instance_norm(x)

paddleslim.nas.ofa.layers.SuperLayerNorm(normalized_shape, epsilon=1e-05, weight_attr=None, bias_attr=No
源代码
该接口用于构建 SuperLayerNorm 类的一个可调用对象。
参数：
• normalized_shape (int 或 list 或 tuple) – 需规范化的 shape，期望的输入 shape 为 [*,
normalized_shape[0], normalized_shape[1], ..., normalized_shape[-1]] 。如果是单个
整数，则此模块将在最后一个维度上规范化（此时最后一维的维度需与该参数相同）。
• epsilon (float, 可选) - 指明在计算过程中是否添加较小的值到方差中以防止除零。默认值：1e-05。
• weight_attr (ParamAttr|bool, 可选) - 指定权重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固定为 1，不进行
学习。默认值为 None, 表示使用默认的权重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bias_attr (ParamAttr, 可选) - 指定偏置参数属性的对象。如果为 False 固定为 0，不进行学习。
默认值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的偏置参数属性。具体用法请参见 cn_api_fluid_ParamAttr 。
• name (string, 可选) – LayerNorm 的名称, 默认值为 None。更多信息请参见 api_guide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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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paddleslim.nas.ofa.layers import SuperLayerNorm
np.random.seed(123)
x_data = np.random.random(size=(2, 3)).astype('float32')
x = paddle.to_tensor(x_data)
layer_norm = SuperLayerNorm(x_data.shape[1])
layer_norm_out = layer_norm(x)

9.1.3 QAT
QAT
模型量化包含三种量化方法，分别是动态离线量化方法、静态离线量化方法和量化训练方法。
下图展示了如何选择模型量化方法。

下图综合对比了模型量化方法的使用条件、易用性、精度损失和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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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训练
class paddleslim.QAT(config=None,

weight_preprocess=None,

act_preprocess=None,

weight_quantize=None, act_quantize=None)
源代码
使用量化训练方法（Quant Aware Training, QAT）得到模拟量化模型，在需要量化的算子前插入模拟量化
节点，为其激活和权重输入提前执行 ‘量化-反量化 ‘逻辑。
参数：
• config(dict, Optional) - 量化配置表。默认为 None，表示使用默认配置, 默认配置参考下方文档。
• weight_preprocess(class, Optional) - 自定义在对权重做量化之前，对权重进行处理的逻辑。这一
接口只用于实验不同量化方法，验证量化训练效果。默认为 None, 表示不对权重做任何预处理。
• act_preprocess(class, Optional) - 自定义在对激活值做量化之前，对激活值进行处理的逻辑。这
一接口只用于实验不同量化方法，验证量化训练效果。默认为 None, 表示不对激活值做任何预处理。
• weight_quantize(class, Optional) - 自定义对权重量化的方法。这一接口只用于实验不同量化方
法，验证量化训练效果。默认为 None, 表示使用默认量化方法。
• act_quantize(class, Optional) - 自定义对激活值量化的方法。这一接口只用于实验不同量化方法，
验证量化训练效果。默认为 None, 表示使用默认量化方法。
返回：量化训练器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 import QAT
quanter = QAT()
量化训练方法的参数配置
{
# weight 预处理方法，默认为 None，代表不进行预处理；当需要使用 `PACT`方法时设置为 `"PACT
"`

,→

'weight_preprocess_type': Non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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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ation 预处理方法，默认为 None，代表不进行预处理 `
'activation_preprocess_type': None,
# weight 量化方法, 默认为'channel_wise_abs_max', 此外还支持'abs_max'
'weight_quantize_type': 'channel_wise_abs_max',
# activation 量化方法, 默认为'moving_average_abs_max'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moving_average_abs_max',
# weight 量化比特数, 默认为 8
'weight_bits': 8,
# activation 量化比特数, 默认为 8
'activation_bits': 8,
# 'moving_average_abs_max' 的滑动平均超参, 默认为 0.9
'moving_rate': 0.9,
# 需要量化的算子类型
'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是否需要融合 Conv + BN
'fuse_conv_bn': False,
}
quantize(model)
inplace 地对模型进行量化训练前的处理，插入量化-反量化节点。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一个 paddle Layer 的实例，需要包含支持量化的算子，如：
Conv, Linear
示例：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QAT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quant_config = {
'activation_preprocess_type': 'PACT',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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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quanter = QAT(config=quant_config)
quanter.quantize(net)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save_quantized_model(model, path, input_spec=None)
将指定的动态图量化模型导出为静态图预测模型，用于预测部署。
量化预测模型可以使用 ‘VisualDL‘软件打开，进行可视化查看。该量化预测模型和普通 FP32 预
测模型一样，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和 PaddleInference 加载预测，具体请参考 ‘推理部署 ‘章节。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量化训练结束，需要导出的量化模型，该模型由 ‘quantize‘接
口产出。
• path(str) - 导出的量化预测模型保存的路径，导出后在该路径下可以找到 ‘model‘和
‘params‘文件。
• input_spec(list[InputSpec|Tensor], Optional) - 描述存储模型 forward 方法的输入，
可以通过 InputSpec 或者示例 Tensor 进行描述。如果为 None ，所有原 Layer forward 方
法的输入变量将都会被配置为存储模型的输入变量。默认为 None。
示例：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rom paddleslim import QAT
net = mobilenet_v1(pretrained=False)
quant_config = {
'activation_preprocess_type': 'PACT',
'quantizable_layer_type': ['Conv2D', 'Linear'],
}
quanter = QAT(config=quant_config)
quanter.quantize(net)
paddle.summary(net, (1, 3, 224, 224))
quanter.save_quantized_model(
net,
'./quant_model',
input_spec=[paddle.static.InputSpec(shape=[None, 3, 224, 224], dtype=
'float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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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离线量化
class paddleslim.PTQ(activation_quantizer=’KLQuantizer’, weight_quantizer=’PerChannelAbsmaxQuantizer’,
**kwargs)
源代码
参数：
• activation_quantizer(str, Optional) - 激活量化方式。可选择 ‘KLQuantizer‘、HistQuantizer‘和
‘AbsmaxQuantizer，默认为 ‘KLQuantizer‘。
• weight_quantizer(str, Optional) - 激活量化方式。可选择 ‘AbsmaxQuantizer‘和 ‘PerChannelAbsmaxQuantizer‘，默认为 ‘PerChannelAbsmaxQuantizer‘。
返回：离线量化器实例。
KLQuantizer 参数： - **quant_bits(int): ** - 量化比特数，默认是 8。- **bins(int): ** - 指定统计的区
间个数，默认是 1024。- **upsample_bins(int): ** - 上采样统计的区间个数，默认是 64。
HistQuantizer 参数：- **quant_bits(int): ** - 量化比特数，默认是 8。- **bins(int): ** - 指定统计的区间
个数，默认是 1024。- **upsample_bins(int): ** - 上采样统计的区间个数，默认是 64。- **hist_percent(float):
** - 采样百分比，默认是 0.99999。
AbsmaxQuantizer 参数： - **quant_bits(int): ** - 量化比特数，默认是 8。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 import PTQ
ptq = PTQ()
如果想要更改离线量化默认配置，可以给 PTQ() 传入 dict，例如下面所示：
from paddleslim import PTQ
ptq_config = {'activation_quantizer': 'HistQuantizer', 'upsample_bins': 127, 'hist_
percent': 0.999}

,→

ptq = PTQ(**ptq_config)
quantize(model, fuse=False, fuse_list=None)
对模型进行离线量化的处理，插入量化-反量化节点。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一个 paddle Layer 的实例，需要包含支持量化的算子，如：
Conv, Linear。
• fuse(bool) - 是否对模型进行 fuse 融合，默认是 False。
• fuse_list(list) - 如果对模型进行 fuse 融合，需要在 fuse_list 中添加需要 fuse 的层，默认
是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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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如果需要对模型进行 fuse 融合，可根据如下方式增加 ‘fuse_list‘，目前支持 ‘Conv2D‘和 ‘BatchNorm2D‘的融合，fuse 后的模型更小，推理可能更快，精度持平或可能降低。

fuse_list = []
for name, layer in fp32_model.named_sublayers():
if isinstance(layer, nn.Conv2D): fuse_list.append([name])
if isinstance(layer, nn.BatchNorm2D): fuse_list[count].append(name)
quant_model = ptq.quantize(fp32_model, fuse=True, fuse_list=fuse_list)
save_quantized_model(model, path, input_spec=None)
将指定的动态图量化模型导出为静态图预测模型，用于预测部署。
量化预测模型可以使用 ‘VisualDL‘软件打开，进行可视化查看。该量化预测模型和普通 FP32 预
测模型一样，可以使用 PaddleLite 和 PaddleInference 加载预测，具体请参考 ‘推理部署 ‘章节。
参数：
• model(paddle.nn.Layer) - 量化训练结束，需要导出的量化模型，该模型由 ‘quantize‘接
口产出。
• path(str) - 导出的量化预测模型保存的路径，导出后在该路径下可以找到 ‘model‘和
‘params‘文件。
• input_spec(list[InputSpec|Tensor], Optional) - 描述存储模型 forward 方法的输入，
可以通过 InputSpec 或者示例 Tensor 进行描述。如果为 None ，所有原 Layer forward 方
法的输入变量将都会被配置为存储模型的输入变量。默认为 None。
示例：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 import PTQ
from paddle.vision.models import mobilenet_v1
fp32_model = mobilenet_v1(pretrained=True)
ptq = PTQ()
quant_model = ptq.quantize(fp32_model)
ptq.save_quantized_model(
quant_model,
'./quant_model',
input_spec=[paddle.static.InputSpec(shape=[None, 3, 224, 224], dtype=
'float32')])

,→

9.1. 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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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离线量化
动态离线量化接口请参考 ‘quant_post_dynamic‘API。

9.2 静态图
9.2.1 通用方法 Common
模型分析
FLOPs
paddleslim.analysis.flops(program, detail=False)
源代码
获得指定网络的浮点运算次数 (FLOPs)。
参数：
• program(paddle.fluid.Program) - 待分析的目标网络。更多关于 Program 的介绍请参考：Program
概念介绍。
• detail(bool) - 是否返回每个卷积层的 FLOPs。默认为 False。
• only_conv(bool) - 如果设置为 True，则仅计算卷积层和全连接层的 FLOPs，即浮点数的乘加
（multiplication-adds）操作次数。如果设置为 False，则也会计算卷积和全连接层之外的操作的 FLOPs。
返回值：
• flops(float) - 整个网络的 FLOPs。
• params2flops(dict) - 每层卷积对应的 FLOPs，其中 key 为卷积层参数名称，value 为 FLOPs 值。
示例：

model_size
paddleslim.analysis.model_size(program)
源代码
获得指定网络的参数数量。
参数：
• program(paddle.fluid.Program) - 待分析的目标网络。更多关于 Program 的介绍请参考：Program
概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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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 model_size(int) - 整个网络的参数数量。
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fluid.param_attr import ParamAttr
from paddleslim.analysis import model_size
paddle.enable_static()
def conv_layer(input,
num_filters,
filter_size,
name,
stride=1,
groups=1,
act=None):
conv = fluid.layers.conv2d(
input=input,
num_filters=num_filters,
filter_size=filter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filter_size - 1) // 2,
groups=groups,
act=None,
param_attr=ParamAttr(name=name + "_weights"),
bias_attr=False,
name=name + "_out")
return conv
m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fluid.Program()
#

X

X

O

X

O

# conv1-->conv2-->sum1-->conv3-->conv4-->sum2-->conv5-->conv6
#

|

^ |

^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 X: prune output channels
# O: prune input channels
with fluid.program_guard(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nput = fluid.data(name="image", shape=[None, 3, 16, 16])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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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1 = conv_layer(input, 8, 3, "conv1")
conv2 = conv_layer(conv1, 8, 3, "conv2")
sum1 = conv1 + conv2
conv3 = conv_layer(sum1, 8, 3, "conv3")
conv4 = conv_layer(conv3, 8, 3, "conv4")
sum2 = conv4 + sum1
conv5 = conv_layer(sum2, 8, 3, "conv5")
conv6 = conv_layer(conv5, 8, 3, "conv6")
print("FLOPs: {}".format(model_size(main_program)))

TableLatencyEvaluator
class paddleslim.analysis.TableLatencyEvaluator(table_file, delimiter=”, ”)
源代码
基于硬件延时表的模型延时评估器。
参数：
• table_file(str) - 所使用的延时评估表的绝对路径。关于演示评估表格式请参考：PaddleSlim 硬件延
时评估表格式
• delimiter(str) - 在硬件延时评估表中，操作信息之前所使用的分割符，默认为英文字符逗号。
返回值：
• Evaluator - 硬件延时评估器的实例。
latency(graph)
获得指定网络的预估延时。
参数：
– graph(Program) - 待预估的目标网络。
返回值：
– latency - 目标网络的预估延时。

9.2.2 模型量化 Quant
量化
模型量化包含三种量化方法，分别是动态离线量化方法、静态离线量化方法和量化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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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展示了如何选择模型量化方法。

下图综合对比了模型量化方法的使用条件、易用性、精度损失和预期收益。

quant_post_dynamic
paddleslim.quant.quant_post_dynamic(model_dir,

save_model_dir,

params_filename=None,

model_filename=None,

save_model_filename=None,

save_params_filename=None,

quantiz-

able_op_type=[”conv2d”, ”mul”], weight_bits=8, generate_test_model=False)
源代码
动态离线量化，将模型中特定 OP 的权重从 FP32 类型量化成 INT8/16 类型。
该量化模型有两种预测方式：第一种是反量化预测方式，即是首先将 INT8/16 类型的权重反量化成 FP32 类
型，然后再使用 FP32 浮运算运算进行预测；第二种量化预测方式，即是预测中动态计算量化 OP 输入的量
化信息，基于量化的输入和权重进行 INT8 整形运算。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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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目前只有 PaddleLite 仅仅支持第一种反量化预测方式，server 端预测（PaddleInference）不支持加载
该量化模型。
使用条件：
• 有训练好的预测模型
使用步骤：
• 产出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Paddle 调用动态离线量化离线量化接口，产出量化模型
• 量化模型预测：使用 PaddleLite 加载量化模型进行预测推理
优点：
• 权重量化成 INT16 类型，模型精度不受影响，模型大小为原始的 1/2
• 权重量化成 INT8 类型，模型精度会受到影响，模型大小为原始的 1/4
缺点：
• 目前 PaddleLite 只支持反量化预测方式，主要可以减小模型大小，对特定加载权重费时的模型可以起
到一定加速效果
参数:
• model_dir(str) - 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存储路径。
• save_model_dir(str) - 量化后的模型的存储路径。
• model_filename(str, optional) - 模型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params_filename(str, optional) - 参数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save_model_filename(str, optional) - 用于保存量化模型的模型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
文件中，则需要设置 save_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save_params_filename(str, optional) - 用于保存模型的参数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文件
中，则需要设置 save_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quantizable_op_type(list[str])

-

需要量化的

op

类 型 列 表。 可 选 范 围 为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默认值是 ["conv2d", "mul"] 。
• weight_bits(int) - weight 的量化比特位数, 可选 8 或者 16。默认值为 8。
• generate_test_model(bool) - 如果为 True, 则会保存一个 fake quantized 模型，这个模型可用
PaddlePaddle 加载测试精度。默认为 False.
返回
无
返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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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代码示例

警告: 此 api 需要加载 ${model_path} 下的模型，所以示例中首先导出了 inference model。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from paddleslim.models import MobileNet
from paddleslim.quant import quant_post_dynamic
paddle.enable_static()
image = paddle.static.data(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model = MobileNet()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main_prog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val_prog = main_prog.clone(for_test=True)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paddle.is_compiled_with_cuda()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paddle.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
dirname='./model_path',
feeded_var_names=[image.name],
target_vars=[out],
main_program=val_prog,
executor=exe,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quant_post_dynamic(
model_dir='./model_path',
save_model_dir='./save_path',
model_filename='__model__',
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save_model_filename='__model__',
save_params_filename='__params__')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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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_post_static
quantize_model_path,

paddleslim.quant.quant_post_static(executor,model_dir,
batch_generator=None,

sample_generator=None,

model_filename=None,

params_filename=None,

save_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save_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batch_size=16,
algo=’KL’,

batch_nums=None,

scope=None,

round_type=’round’,

quantiz-

able_op_type=[”conv2d”,”depthwise_conv2d”,”mul”],
is_full_quantize=False,

weight_bits=8,

activa-

tion_bits=8,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range_abs_max’,
weight_quantize_type=’channel_wise_abs_max’,
onnx_format=False,

skip_tensor_list=None,

opti-

mize_model=False)
源代码
静态离线量化，使用少量校准数据计算量化因子，可以快速得到量化模型。使用该量化模型进行预测，可以
减少计算量、降低计算内存、减小模型大小。
注意：在 PaddleSlim 1.1.0 版本，我们将 quant_post 改名为 quant_post_static。前者就还可以使用，但是
即将被废弃，请使用 quant_post_static。
使用条件:
• 有训练好的预测模型
• 有少量校准数据，比如几十到几百张图片
使用步骤：
• 产出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Slim 调用静态离线量化接口，产出量化模型
• 量化模型预测：使用 PaddleLite 或者 PaddleInference 加载量化模型进行预测推理
优点：
• 减小计算量、降低计算内存、减小模型大小
• 不需要大量训练数据
• 快速产出量化模型，简单易用
缺点：
• 对少部分的模型，尤其是计算量小、精简的模型，量化后精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参数:
• executor (fluid.Executor) - 执行模型的 executor，可以在 cpu 或者 gpu 上执行。
• model_dir（str) - 需要量化的模型所在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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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tize_model_path(str) -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的路径
• batch_generator(python generator) - 读取数据样本，每次返回一个 batch 的数据。和 sample_generator 只能设置一个。
• sample_generator(python generator) - 读取数据样本，每次返回一个样本。
• model_filename(str, optional) - 模型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params_filename(str, optional) - 参数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save_model_filename(str) - 用于保存量化模型的模型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
需要设置 save_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__model__ 。
• save_params_filename(str) - 用于保存模型的参数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要
设置 save_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__params__ 。
• batch_size(int) - 每个 batch 的图片数量。默认值为 32 。
• batch_nums(int, optional) - 迭代次数。如果设置为 None ，则会一直运行到 sample_generator 迭
代结束，否则，迭代次数为 batch_nums, 也就是说参与对 Scale 进行校正的样本个数为 'batch_nums'
* 'batch_size' .
• scope(fluid.Scope,

optional) - 用 来 获 取 和 写 入 Variable , 如 果 设 置 为 None , 则 使 用

fluid.global_scope() . 默认值是 None .
• algo(str) - 量化时使用的算法名称，可为 'KL'，'mse', 'hist'，'avg'，或者 'abs_max' 。该参数
仅针对激活值的量化，因为参数值的量化使用的方式为 'channel_wise_abs_max' . 当 algo 设置为
'abs_max' 时，使用校正数据的激活值的绝对值的最大值当作 Scale 值，当设置为 'KL' 时，则使用
KL 散度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当设置为 'avg' 时，使用校正数据激活值的最大绝对值平均数作为
Scale 值，当设置为 'hist' 时，则使用基于百分比的直方图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当设置为 'mse'
时，则使用搜索最小 mse 损失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默认值为 'hist' 。
• hist_percent(float) - 'hist' 方法的百分位数。默认值为 0.9999。
• round_type(str) - 权重量化时采用的四舍五入方法，默认为 ‘round‘。另外支持 ‘adaround‘，对每层
weight 值进行量化时，自适应的决定 weight 量化时将浮点值近似到最近右定点值还是左定点值，具体
的算法原理参考自 [论文](https://arxiv.org/abs/2004.10568)。
• bias_correction(bool) - 是否使用 bias correction 算法。默认值为 False 。
• quantizable_op_type(list[str])

-

需要量化的

op

类 型 列 表。 默 认 值 为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
• is_full_quantize(bool)
照

-

'quantizable_op_type'

是否量化所有可支持的

op

类 型。 如 果 设 置 为

的 设 置 进 行 量 化。 如 果 设 置 为

True,

False,

则按

则按照量化配置

中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定义的 op 进行量化。
• weight_bits(int) - weight 的量化比特位数, 默认值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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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ation_bits(int) - 激活值的量化比特位数, 默认值为 8。
• weight_quantize_type(str) - weight 的量化方式，可选 abs_max 或者 channel_wise_abs_max ,
通常情况下选 channel_wise_abs_max 模型量化精度更高。
•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str)

-

激 活 值 的 量 化 方 式,

可选

range_abs_max

和

mov-

ing_average_abs_max 。设置激活量化方式不会影响计算 scale 的算法，只是影响在保存模型时
使用哪种 operator。
• onnx_format(bool) - ONNX 量化模型格式，可选 ‘True‘和 ‘False‘。默认是 False。
• skip_tensor_list(list) - 跳过量化 Tensor 的列表，默认是 None，需设置成 Tensor 的 name，Tensor
的 name 可以通过可视化工具查看。
• optimize_model(bool) - 是否在量化之前对模型进行 fuse 优化。executor 必须在 cpu 上执才可以设
置该参数为 True，然后会将 ‘conv2d/depthwise_conv2d/conv2d_tranpose + batch_norm‘进行 fuse。
返回
无。

注解:
• 因为该接口会收集校正数据的所有的激活值，当校正图片比较多时，请设置 'is_use_cache_file' 为
True, 将中间结果存储在硬盘中。另外，'KL' 散度的计算比较耗时。
• 目前 Paddle-Lite 有 int8 kernel 来加速的 op 只有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 其
他 op 的 int8 kernel 将陆续支持。

代码示例

警告: 此 api 需要加载 ${model_path} 下的模型，所以示例中首先导出了 inference model。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from paddleslim.models import MobileNet
from paddleslim.quant import quant_post_static
paddle.enable_static()
val_reader = reader.test()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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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页)

paddle.enable_static()
image = paddle.static.data(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model = MobileNet()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main_prog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val_prog = main_prog.clone(for_test=True)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paddle.is_compiled_with_cuda()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paddle.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
dirname='./model_path',
feeded_var_names=[image.name],
target_vars=[out],
main_program=val_prog,
executor=exe,
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quant_post_static(
executor=exe,
model_dir='./model_path',
quantize_model_path='./save_path',
sample_generator=val_reader,
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batch_size=16,
batch_nums=10)
更详细的用法请参考 离线量化 de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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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_recon_static
quantize_model_path,

paddleslim.quant.quant_recon_static(executor,model_dir,
batch_generator=None,

sample_generator=None,

model_filename=None,

params_filename=None,

save_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save_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batch_size=16,
scope=None,

batch_nums=None,
algo=’KL’,

wise’,

recon_level=’layer-

simulate_activation_quant=False,

bias_correction=False,

quantiz-

able_op_type=[”conv2d”,”depthwise_conv2d”,”mul”],
is_full_quantize=False,

weight_bits=8,

activa-

tion_bits=8,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range_abs_max’,
weight_quantize_type=’channel_wise_abs_max’,
onnx_format=False,
optimize_model=False,

skip_tensor_list=None,
regions=None,

re-

gion_weights_names=None, epochs=20, drop_prob=0.5,
lr=0.1)
源代码
静态离线量化重构，使用少量校准数据计算量化因子，可以快速得到量化模型，并使用校准数据，以及
BRECQ/QDrop 方法对量化后权重的取整方式进行重构学习。使用该量化模型进行预测，可以减少计算
量、降低计算内存、减小模型大小。
使用条件:
• 有训练好的预测模型
• 有少量校准数据，比如几十到几百张图片
使用步骤：
• 产出量化模型：使用 PaddleSlim 调用量化重构接口，产出重构量化模型权重后的模型
• 量化模型预测：使用 PaddleLite 或者 PaddleInference 加载量化模型进行预测推理
优点：
• 减小计算量、降低计算内存、减小模型大小
• 不需要大量训练数据
• 相对静态离线量化可进一步提升量化后模型的精度
缺点：
• 对层数较多的模型，重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开销。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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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or (fluid.Executor) - 执行模型的 executor，可以在 cpu 或者 gpu 上执行。
• model_dir（str) - 需要量化的模型所在的文件夹。
• quantize_model_path(str) - 保存量化后的模型的路径
• batch_generator(python generator) - 读取数据样本，每次返回一个 batch 的数据。和 sample_generator 只能设置一个。
• sample_generator(python generator) - 读取数据样本，每次返回一个样本。
• model_filename(str, optional) - 模型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params_filename(str, optional) - 参数文件名，如果需要量化的模型的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
要设置 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None 。
• save_model_filename(str) - 用于保存量化模型的模型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
需要设置 save_model_filename 为模型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__model__ 。
• save_params_filename(str) - 用于保存模型的参数文件名，如果想让参数存在一个文件中，则需要
设置 save_params_filename 为参数文件的名称，否则设置为 None 即可。默认值是 __params__ 。
• batch_size(int) - 每个 batch 的图片数量。默认值为 32 。
• batch_nums(int, optional) - 迭代次数。如果设置为 None ，则会一直运行到 sample_generator 迭
代结束，否则，迭代次数为 batch_nums, 也就是说参与对 Scale 进行校正的样本个数为 'batch_nums'
* 'batch_size' .
• scope(fluid.Scope,

optional) - 用 来 获 取 和 写 入 Variable , 如 果 设 置 为 None , 则 使 用

fluid.global_scope() . 默认值是 None .
• algo(str) - 量化时使用的算法名称，可为 'KL'，'mse', 'hist'，'avg'，或者 'abs_max' 。该参数
仅针对激活值的量化，因为参数值的量化使用的方式为 'channel_wise_abs_max' . 当 algo 设置为
'abs_max' 时，使用校正数据的激活值的绝对值的最大值当作 Scale 值，当设置为 'KL' 时，则使用
KL 散度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当设置为 'avg' 时，使用校正数据激活值的最大绝对值平均数作为
Scale 值，当设置为 'hist' 时，则使用基于百分比的直方图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当设置为 'mse'
时，则使用搜索最小 mse 损失的方法来计算 Scale 值。默认值为 'hist' 。
• hist_percent(float) - 'hist' 方法的百分位数。默认值为 0.9999。
• bias_correction(bool) - 是否使用 bias correction 算法。默认值为 False 。
• recon_level(str) -重构粒度，目前支持 [‘layer-wise’, ‘region-wise’]，默认值为 layer-wise，即逐
层重构。
• simulate_activation_quant(bool) -在重构量化后模型 weight 的 round 方式时，是否考虑激活量
化带来的噪声。默认值为 False。
• quantizable_op_type(list[str])

-

需要量化的

op

类 型 列 表。 默 认 值 为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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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_full_quantize(bool)
照

-

'quantizable_op_type'

是否量化所有可支持的

op

类 型。 如 果 设 置 为

的 设 置 进 行 量 化。 如 果 设 置 为

True,

False,

则按

则按照量化配置

中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定义的 op 进行量化。
• weight_bits(int) - weight 的量化比特位数, 默认值为 8。
• activation_bits(int) - 激活值的量化比特位数, 默认值为 8。
• weight_quantize_type(str) - weight 的量化方式，可选 abs_max 或者 channel_wise_abs_max ,
通常情况下选 channel_wise_abs_max 模型量化精度更高。
•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str)

-

激 活 值 的 量 化 方 式,

可选

range_abs_max

和

mov-

ing_average_abs_max 。设置激活量化方式不会影响计算 scale 的算法，只是影响在保存模型时
使用哪种 operator。
• onnx_format(bool) - ONNX 量化模型格式，可选 ‘True‘和 ‘False‘。默认是 False。
• skip_tensor_list(list) - 跳过量化 Tensor 的列表，默认是 None，需设置成 Tensor 的 name，Tensor
的 name 可以通过可视化工具查看。
• optimize_model(bool) - 是否在量化之前对模型进行 fuse 优化。executor 必须在 cpu 上执才可以设
置该参数为 True，然后会将 ‘conv2d/depthwise_conv2d/conv2d_tranpose + batch_norm‘进行 fuse。
• region(list[list]) -一些 region 构成的列表，region 是指原 program 中的一个子图，其只有一个输入
op 和一个输出 op，region 可由用户手动给出也可自动产出，默认值为 None。
• region_weights_names(list[list]) -每个 region 中所包含的 weight 名称，可由用户手动指定，也可
自动产出，默认值为 None。
• epochs(int) -重构过程的 epoch 数量，默认值为 20。
• lr(float) -重构过程的学习率，默认值为 0。
• drop_prob(float)

-引 入 激 活 量 化 噪 声 的 概 率， 默 认 值 为

0.5， 只 有 在

simu-

late_activation_quant=True 时才生效。
返回
无。
代码示例

警告: 此 api 需要加载 ${model_path} 下的模型，所以示例中首先导出了 inference model。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from paddleslim.models import MobileNet
from paddleslim.quant import quant_recon_static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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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le.enable_static()
val_reader = reader.test()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paddle.enable_static()
image = paddle.static.data(name='image', shape=[None, 1, 28, 28], dtype='float32')
model = MobileNet()
out = model.net(input=image, class_dim=10)
main_prog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val_prog = main_prog.clone(for_test=True)
place = paddle.CUDAPlace(0) if paddle.is_compiled_with_cuda() else paddle.CPUPlace()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paddle.fluid.io.save_inference_model(
dirname='./model_path',
feeded_var_names=[image.name],
target_vars=[out],
main_program=val_prog,
executor=exe,
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quant_recon_static(
executor=exe,
model_dir='./model_path',
quantize_model_path='./save_path',
sample_generator=val_reader,
model_filename='model.pdmodel',
params_filename='model.pdiparams',
batch_size=16,
batch_nums=10,
region=None,
region_weights_names=None,
recon_level='region-wise')
更详细的用法请参考 量化重构 de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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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_aware
paddleslim.quant.quant_aware(program,

place,

config,

weight_quantize_func=None,
weight_preprocess_func=None,

scope=None,

for_test=False,

act_quantize_func=None,
act_preprocess_func=None,

optimizer_func=None, executor=None))
源代码
在 program 中加入量化和反量化 op, 用于量化训练。
参数：
• program (fluid.Program) - 传入训练或测试 program 。
• place(fluid.CPUPlace | fluid.CUDAPlace) - 该参数表示 Executor 执行所在的设备。
• config(dict) - 量化配置表。
• scope(fluid.Scope, optional) - 传入用于存储 Variable 的 scope ，需要传入 program 所使用的
scope ，一般情况下，是 fluid.global_scope() 。设置为 None 时将使用 fluid.global_scope() ，默认值
为 None 。
• for_test(bool) - 如果 program 参数是一个测试 program ，for_test 应设为 True，否则设为 False 。
• weight_quantize_func(function) - 自定义对权重量化的函数，该函数的输入是待量化的权重，输
出是反量化之后的权重，可以快速验证此量化函数是否有效。此参数设置后，将会替代量化配置中
weight_quantize_type 定义的方法，如果此参数不设置，将继续使用 weight_quantize_type 定义的方
法。默认为 None。
• act_quantize_func(function) - 自定义对激活量化的函数，该函数的输入是待量化的激活，输出是
反量化之后的激活，可以快速验证此量化函数是否有效。将会替代量化配置中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定义的方法，如果此参数不设置，将继续使用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定义的方法。默认为 None.
• weight_preprocess_func(function) - 自定义在对权重做量化之前，对权重进行处理的函数。此方
法的意义在于网络中的参数不一定适合于直接量化，如果对参数分布先进行处理再进行量化，或许可
以提高量化精度。默认为 None.
• act_preprocess_func(function) - 自定义在对激活做量化之前，对激活进行处理的函数。此方法的
意义在于网络中的激活值不一定适合于直接量化，如果对激活值先进行处理再进行量化，或许可以提
高量化精度。默认为 None.
• optimizer_func(function) - 该参数是一个返回 optimizer 的函数。定义的 optimizer 函数将用于定
义上述自定义函数中的参数的优化参数。默认为 None.
• executor(fluid.Executor) - 用于初始化上述自定义函数中的变量。默认为 None.
返回
含有量化和反量化 operator 的 program 。
返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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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for_test=False ，返回类型为 fluid.CompiledProgram ，注意，此返回值不能用于保存参数。
• 当 for_test=True ，返回类型为 fluid.Program 。

注解:
• 此接口会改变 program 结构，并且可能增加一些 persistable 的变量，所以加载模型参数时请注意和相
应的 program 对应。
• 此接口底层经历了 fluid.Program -> fluid.framework.IrGraph -> fluid.Program 的转变，在 fluid.
framework.IrGraph 中没有 Parameter 的概念，Variable 只有 persistable 和 not persistable 的区别，
所以在保存和加载参数时，请使用 fluid.io.save_persistables 和 fluid.io.load_persistables
接口。
• 由于此接口会根据 program 的结构和量化配置来对 program 添加 op，所以 Paddle 中一些通过 fuse
op 来加速训练的策略不能使用。已知以下策略在使用量化时必须设为 False ：fuse_all_reduce_ops,
sync_batch_norm 。
• 如果传入的 program 中存在和任何 op 都没有连接的 Variable ，则会在量化的过程中被优化掉。

convert
paddleslim.quant.convert(program, place, config, scope=None, save_int8=False)
源代码
把训练好的量化 program ，转换为可用于保存 inference model 的 program 。
参数：
• program (fluid.Program) - 传入测试 program 。
• place(fluid.CPUPlace | fluid.CUDAPlace) - 该参数表示 Executor 执行所在的设备。
• config(dict) - 量化配置表。
• scope(fluid.Scope) - 传入用于存储 Variable 的 scope ，需要传入 program 所使用的 scope ，一般
情况下，是 fluid.global_scope() 。设置为 None 时将使用 fluid.global_scope() ，默认值为 None 。
• save_int8（bool) - 是否需要返回参数为 int8 的 program 。该功能目前只能用于确认模型大小。默
认值为 False 。
返回
• program (fluid.Program) - freezed program，可用于保存 inference model，参数为 float32 类型，
但其数值范围可用 int8 表示。该模型用于预测部署。
• int8_program (fluid.Program) - freezed program，可用于保存 inference model，参数为 int8 类
型。当 save_int8 为 False 时，不返回该值。该模型不可以用于预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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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因为该接口会对 op 和 Variable 做相应的删除和修改，所以此接口只能在训练完成之后调用。如果想
转化训练的中间模型，可加载相应的参数之后再使用此接口。

代码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quant as quant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exe.run(fluid.default_startup_program())
eval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 配置
config = {'weight_quantize_type': 'abs_max',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moving_average_abs_max'}
build_strategy = fluid.BuildStrategy()
exec_strategy = fluid.ExecutionStrategy()
# 调用 api
quant_train_program = quant.quant_aware(train_program, place, config, for_test=False)
quant_eval_program = quant.quant_aware(eval_program, place, config, for_test=True)
# 关闭策略
build_strategy.fuse_all_reduce_ops = False
build_strategy.sync_batch_norm = False
quant_train_program = quant_train_program.with_data_parallel(
loss_name=avg_cost.name,
build_strategy=build_strategy,
exec_strategy=exec_strategy)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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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ence_prog = quant.convert(quant_eval_program, place, config)
更详细的用法请参考 量化训练 demo 。
量化训练方法的参数配置
通过字典配置量化参数
TENSORRT_OP_TYPES = [
'mul', 'conv2d', 'pool2d', 'depthwise_conv2d', 'elementwise_add',
'leaky_relu'
]
TRANSFORM_PASS_OP_TYPES =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conv2d_transpose']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 [
"pool2d", "elementwise_add", "concat", "softmax", "argmax", "transpose",
"equal", "gather", "greater_equal", "greater_than", "less_equal",
"less_than", "mean", "not_equal", "reshape", "reshape2",
"bilinear_interp", "nearest_interp", "trilinear_interp", "slice",
"squeeze", "elementwise_sub", "relu", "relu6", "leaky_relu", "tanh", "swish"
]
_quant_config_default = {
# weight quantize type, default is 'channel_wise_abs_max'
'weight_quantize_type': 'channel_wise_abs_max',
# activation quantize type, default is 'moving_average_abs_max'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 'moving_average_abs_max',
# weight quantize bit num, default is 8
'weight_bits': 8,
# activation quantize bit num, default is 8
'activation_bits': 8,
# ops of name_scope in not_quant_pattern list, will not be quantized
'not_quant_pattern': ['skip_quant'],
# ops of type in quantize_op_types, will be quantized
'quantize_op_types': ['conv2d', 'depthwise_conv2d', 'mul'],
# data type after quantization, such as 'uint8', 'int8', etc. default is 'int8'
'dtype': 'int8',
# window size for 'range_abs_max' quantization. defaulf is 10000
'window_size': 10000,
# The decay coefficient of moving average, default is 0.9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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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_rate': 0.9,
# if True, 'quantize_op_types' will be TENSORRT_OP_TYPES
'for_tensorrt': False,
# if True, 'quantoze_op_types' will be TRANSFORM_PASS_OP_TYPES + QUANT_DEQUANT_PASS_
OP_TYPES

,→

'is_full_quantize': False
}
参数：
• weight_quantize_type(str) - 参数量化方式。可选 'abs_max' , 'channel_wise_abs_max' ,
'range_abs_max' , 'moving_average_abs_max' 。如果使用 TensorRT 加载量化后的模型来预测，请
使用 'channel_wise_abs_max' 。默认 'channel_wise_abs_max' 。
• activation_quantize_type(str)
,

'moving_average_abs_max'

-

激 活 量 化 方 式， 可 选

。如果使用

TensorRT

'abs_max'

,

'range_abs_max'

加 载 量 化 后 的 模 型 来 预 测， 请 使 用

'range_abs_max', 'moving_average_abs_max' 。，默认 'moving_average_abs_max' 。
• weight_bits(int) - 参数量化 bit 数，默认 8, 可选 1-8，推荐设为 8，因为量化后的数据类型是 int8 。
• activation_bits(int) - 激活量化 bit 数，默认 8，可选 1-8，推荐设为 8，因为量化后的数据类型是
int8 。
• not_quant_pattern(str | list[str]) - 所有 name_scope 包含 'not_quant_pattern' 字符串的 op ，
都不量化, 设置方式请参考 fluid.name_scope 。
• quantize_op_types(list[str])

-

需要进行量化的

op

类 型， 可 选 的

op

类型为

TRANSFORM_PASS_OP_TYPES +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
• dtype(int8) - 量化后的参数类型，默认 int8 , 目前仅支持 int8 。
• window_size(int) - 'range_abs_max' 量化方式的 window size ，默认 10000。
• moving_rate(int) - 'moving_average_abs_max' 量化方式的衰减系数，默认 0.9。
• for_tensorrt(bool) - 量化后的模型是否使用 TensorRT 进行预测。如果是的话，量化 op 类型为：
TENSORRT_OP_TYPES 。默认值为 False.
• is_full_quantize(bool) - 是否量化所有可支持 op 类型。可量化 op 为 TRANSFORM_PASS_OP_TYPES
+ QUANT_DEQUANT_PASS_OP_TYPES 。默认值为 False.

quant_embedding
paddleslim.quant.quant_embedding(program, place, config=None, scope=None)
源代码
对 Embedding 参数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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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program(fluid.Program) - 需要量化的 program
• scope(fluid.Scope,

optional) - 用 来 获 取 和 写 入 Variable,

如 果 设 置 为 None, 则 使 用

fluid.global_scope() .
• place(fluid.CPUPlace | fluid.CUDAPlace) - 运行 program 的设备
• config(dict, optional) - 定义量化的配置。可以配置的参数有 ‘quantize_op_types’, 指定需要量化
的 op，如果不指定，则设为 [‘lookup_table’, ‘fused_embedding_seq_pool’, ‘pyramid_hash’] ,
目前仅支持这三种 op。对于每个 op，可指定以下配置：'quantize_type' (str, optional): 量化的类型，
目前支持的类型是 'abs_max', 'log', 默认值是 'abs_max' 。'quantize_bits' （int, optional): 量
化的 bit 数，目前支持的 bit 数为 8。默认值是 8. 'dtype' (str, optional): 量化之后的数据类型，目前
支持的是 'int8'. 默认值是 int8 。举个配置例子，可以是 {‘quantize_op_types’: [‘lookup_table’
], ‘lookup_table’: {‘quantize_type’: ‘abs_max’}} 。
返回
量化之后的 program
返回类型
fluid.Program
代码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quant as quant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input_word = fluid.data(name="input_word", shape=[None, 1], dtype='int64')
input_emb = fluid.embedding(
input=input_word,
is_sparse=False,
size=[100, 128],
param_attr=fluid.ParamAttr(name='emb',
initializer=fluid.initializer.Uniform(-0.005, 0.005)))
infer_program = train_program.clone(for_test=True)
use_gpu = Tru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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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un(fluid.default_startup_program())
# 量化为 8 比特，Embedding 参数的体积减小 4 倍，精度有轻微损失
config = {
'quantize_op_types': ['lookup_table'],
'lookup_table': {
'quantize_type': 'abs_max',
'quantize_bits': 8,
'dtype': 'int8'
}
}
'''
# 量化为 16 比特，Embedding 参数的体积减小 2 倍，精度损失很小
config = {
'quantize_op_types': ['lookup_table'],
'lookup_table': {
'quantize_type': 'abs_max',
'quantize_bits': 16,
'dtype': 'int16'
}
}
'''
quant_program = quant.quant_embedding(infer_program, place, config)
更详细的用法请参考 Embedding 量化 demo

9.2.3 模型剪裁 Prune
卷积层通道剪裁
Pruner
class paddleslim.prune.Pruner(criterion=”l1_norm”)
源代码
对卷积网络的通道进行一次剪裁。剪裁一个卷积层的通道，是指剪裁该卷积层输出的通道。卷积层的权重形
状为 [output_channel, input_channel, kernel_size, kernel_size] ，通过剪裁该权重的第一纬度达
到剪裁输出通道数的目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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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erion - 评 估 一 个 卷 积 层 内 通 道 重 要 性 所 参 考 的 指 标。 目 前 支 持 l1_norm , bn_scale ,
geometry_median 。默认为 l1_norm 。若该参数设为 bn_scale , 则表示剪枝算法将根据卷积层后
连接的 BatchNorm 层的 Scale 参数的绝对值大小作为评估卷积层内通道重要性所参考的指标。若参数
设为 geometry_median, 则表示剪枝算法将基于卷积层内通道的几何中心作为评估卷积层内通道重要
性参考指标。在初始化 Pruner() 类实例时，若没有传入该参数，则表示 Pruner() 使用 criterion 默认
参数值 l1_norm ；可以显示地传入 criterion 的值以改变剪枝算法的剪枝策略。
• idx_selector - 基于卷积层内通道重要性分数，指示选择裁剪的卷积层内通道索引的策略。目前支
持 default_idx_selector 和 optimal_threshold 两种选择策略。默认为 default_idx_selector
。default_idx_selector 策 略 表 示 根 据 卷 积 层 内 通 道 的 重 要 性 分 数 进 行 选 择 要 被 裁 剪 的 通 道。
optimal_threshold 策略和 bn_scale 准则配合使用，即将 criterion 设置为 bn_scale ，并将该
参数设置为 optimal_threshold, 表示根据卷积层后链接的 BatchNorm 层的 Scale 参数计算出要裁剪
的最优裁剪阈值，并根据该阈值进行通道裁剪。在初始话 Pruner() 实例时，若没有传入该参数，则表
示 Pruner() 使用 idx_selector 默认参数 default_idx_selector 。
返回：一个 Pruner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Pruner
pruner = Pruner()
paddleslim.prune.Pruner.prune(program,

scope,

params,

ratios,

place=None,

lazy=False, only_graph=False, param_backup=False,
param_shape_backup=False)
对目标网络的一组卷积层的权重进行裁剪。
参数：
• program(paddle.fluid.Program) - 要裁剪的目标网络。更多关于 Program 的介绍请参
考：Program 概念介绍。
• scope(paddle.fluid.Scope) - 要裁剪的权重所在的 scope ，Paddle 中用 scope 实例存
放模型参数和运行时变量的值。Scope 中的参数值会被 inplace 的裁剪。更多介绍请参考:
‘Scope 概念介绍 <>‘_
• params(list<str>) - 需要被裁剪的卷积层的参数的名称列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模
型中所有参数的名称:
import paddle
paddle.enable_static()
program = paddle.static.Program()
with paddle.static.program_guard(main_program=program):
net = paddle.vision.models.mobilenet_v1()
data = paddle.static.data(name="data", shape=[1,3,32,32])
ne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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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lock in program.blocks:
for param in block.all_parameters():
print("param: {}; shape: {}".format(param.name, param.shape))
• ratios(list<float>) - 用于裁剪 params 的剪切率，类型为列表。该列表长度必须与 params
的长度一致。
• place(paddle.fluid.Place) - 待裁剪参数所在的设备位置，可以是 CUDAPlace 或 CPUPlace
。[Place 概念介绍]()
• lazy(bool) - lazy 为 True 时，通过将指定通道的参数置零达到裁剪的目的，参数的 shape
保持不变；lazy 为 False 时，直接将要裁的通道的参数删除，参数的 shape 会发生变化。
• only_graph(bool) - 是否只裁剪网络结构。在 Paddle 中，Program 定义了网络结构，Scope
存储参数的数值。一个 Scope 实例可以被多个 Program 使用，比如定义了训练网络的 Program 和定义了测试网络的 Program 是使用同一个 Scope 实例的。only_graph 为 True 时，
只对 Program 中定义的卷积的通道进行剪裁；only_graph 为 false 时，Scope 中卷积参数
的数值也会被剪裁。默认为 False。
• param_backup(bool) - 是否返回对参数值的备份。默认为 False。
• param_shape_backup(bool) - 是否返回对参数 shape 的备份。默认为 False。
返回：
• pruned_program(paddle.fluid.Program) - 被裁剪后的 Program。
• param_backup(dict) - 对参数数值的备份，用于恢复 Scope 中的参数数值。
• param_shape_backup(dict) - 对参数形状的备份。
示例：
点击 AIStudio 执行以下示例代码。

sensitivity
paddleslim.prune.sensitivity(program, place, param_names, eval_func, sensitivities_file=None,
pruned_ratios=None)
源代码
计算网络中每个卷积层的敏感度。每个卷积层的敏感度信息统计方法为：依次剪掉当前卷积层不同比例的输
出通道数，在测试集上计算剪裁后的精度损失。得到敏感度信息后，可以通过观察或其它方式确定每层卷积
的剪裁率。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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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paddle.fluid.Program) - 待评估的目标网络。更多关于 Program 的介绍请参考：Program
概念介绍。
• place(paddle.fluid.Place) - 待分析的参数所在的设备位置，可以是 CUDAPlace 或 CPUPlace 。[Place
概念介绍]()
• param_names(list<str>) - 待分析的卷积层的参数的名称列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模型中所有
参数的名称:
• eval_func(function) - 用于评估裁剪后模型效果的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接受被裁剪后的 program
为参数，返回一个表示当前 program 的精度，用以计算当前裁剪带来的精度损失。
• sensitivities_file(str) - 保存敏感度信息的本地文件系统的文件。在敏感度计算过程中，会持续将新
计算出的敏感度信息追加到该文件中。重启任务后，文件中已有敏感度信息不会被重复计算。该文件
可以用 pickle 加载。
• pruned_ratios(list<float>) - 计算卷积层敏感度信息时，依次剪掉的通道数比例。默认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存放敏感度信息的 dict，其格式为：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其中，weight_0 是卷积层参数的名称，sensitivities['weight_0'] 的 value 为剪裁比例，value 为精度
损失的比例。
示例：
点击 AIStudio 运行以下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fluid.param_attr import ParamAttr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sensitivity
import paddle.dataset.mnist as reader
paddle.enable_static()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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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onv_bn_layer(input,
num_filters,
filter_size,
name,
stride=1,
groups=1,
act=None):
conv = fluid.layers.conv2d(
input=input,
num_filters=num_filters,
filter_size=filter_size,
stride=stride,
padding=(filter_size - 1) // 2,
groups=groups,
act=None,
param_attr=ParamAttr(name=name + "_weights"),
bias_attr=False,
name=name + "_out")
bn_name = name + "_bn"
return fluid.layers.batch_norm(
input=conv,
act=act,
name=bn_name + '_output',
param_attr=ParamAttr(name=bn_name + '_scale'),
bias_attr=ParamAttr(bn_name + '_offset'),
moving_mean_name=bn_name + '_mean',
moving_variance_name=bn_name + '_variance', )
main_program = fluid.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fluid.Program()
#

X

X

O

X

O

# conv1-->conv2-->sum1-->conv3-->conv4-->sum2-->conv5-->conv6
#

|

^ |

^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 X: prune output channels
# O: prune input channels
image_shape = [1,28,28]
with fluid.program_guard(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image', shape=[None]+image_shape, dtype='float32')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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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1 = conv_bn_layer(image, 8, 3, "conv1")
conv2 = conv_bn_layer(conv1, 8, 3, "conv2")
sum1 = conv1 + conv2
conv3 = conv_bn_layer(sum1, 8, 3, "conv3")
conv4 = conv_bn_layer(conv3, 8, 3, "conv4")
sum2 = conv4 + sum1
conv5 = conv_bn_layer(sum2, 8, 3, "conv5")
conv6 = conv_bn_layer(conv5, 8, 3, "conv6")
out = fluid.layers.fc(conv6, size=10, act="softmax")
#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out, label=label)

#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acc_top1 = fluid.layers.accuracy(input=out, label=label, k=1)

#

acc_top5 = fluid.layers.accuracy(input=out, label=label, k=5)

place = fluid.CPUPlace()
exe = fluid.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val_reader = paddle.fluid.io.batch(reader.test(), batch_size=128)
val_feeder = feeder = fluid.DataFeeder(
[image, label], place, program=main_program)
def eval_func(program):
acc_top1_ns = []
for data in val_reader():
acc_top1_n = exe.run(program,
feed=val_feeder.feed(data),
fetch_list=[acc_top1.name])
acc_top1_ns.append(np.mean(acc_top1_n))
return np.mean(acc_top1_ns)
param_names = []
for param in main_program.global_block().all_parameters():
if "weights" in param.name:
param_names.append(param.name)
sensitivities = sensitivity(main_program,
place,
param_names,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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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_func,
sensitivities_file="./sensitive.data",
pruned_ratios=[0.1, 0.2, 0.3])
print(sensitivities)

merge_sensitive
paddleslim.prune.merge_sensitive(sensitivities)
源代码
合并多个敏感度信息。
参数：
• sensitivities(list<dict> | list<str>) - 待合并的敏感度信息，可以是字典的列表，或者是存放敏感
度信息的文件的路径列表。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合并后的敏感度信息。其格式为：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其中，weight_0 是卷积层参数的名称，sensitivities['weight_0'] 的 value 为剪裁比例，value 为精度
损失的比例。
示例：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merge_sensitive
sen0 =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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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
}
sen1 = {"weight_0":
{0.3: 0.41,
},
"weight_2":
{0.1: 0.10,
0.2: 0.35
}
}
sensitivities = merge_sensitive([sen0, sen1])
print(sensitivities)

load_sensitivities
paddleslim.prune.load_sensitivities(sensitivities_file)
源代码
从文件中加载敏感度信息。
参数：
• sensitivities_file(str) - 存放敏感度信息的本地文件.
返回：
• sensitivities(dict) - 敏感度信息。
示例：
import pickle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load_sensitivities
sen =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sensitivities_file = "sensitive_api_demo.data"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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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pen(sensitivities_file, 'wb') as f:
pickle.dump(sen, f)
sensitivities = load_sensitivities(sensitivities_file)
print(sensitivities)

get_ratios_by_loss
paddleslim.prune.get_ratios_by_loss(sensitivities, loss)
源代码
根据敏感度和精度损失阈值计算出一组剪切率。对于参数 w , 其剪裁率为使精度损失低于 loss 的最大剪裁
率。
参数：
• sensitivities(dict) - 敏感度信息。
• loss - 精度损失阈值。
返回：
• ratios(dict) - 一组剪切率。key 是待剪裁参数的名称。value 是对应参数的剪裁率。
示例：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get_ratios_by_loss
sen = {"weight_0":
{0.1: 0.22,
0.2: 0.33
},
"weight_1":
{0.1: 0.21,
0.2: 0.4
}
}
ratios = get_ratios_by_loss(sen, 0.3)
print(ratios)

非结构化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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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ucuturedPruner
class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program,

mode,

scope=None,

ratio=0.55,

place=None,

skip_params_func=None,

threshold=1e-2,

prune_params_type,
local_sparsity=False,

sparse_block=[1,1])
源代码
对于神经网络中的参数进行非结构化稀疏。非结构化稀疏是指，根据某些衡量指标，将不重要的参数置 0。
其不按照固定结构剪裁（例如一个通道等）
，这是和结构化剪枝的主要区别。
参数：
•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 一个 paddle.static.Program 对象，是待剪裁的模型。
• mode(str) - 稀疏化的模式，目前支持的模式有：
’ratio’和’threshold’
。在’ratio’模式下，会给定
一个固定比例，例如 0.55，然后所有参数中重要性较低的 50% 会被置 0。类似的，在’threshold’模
式下，会给定一个固定阈值，例如 1e-2，然后重要性低于 1e-2 的参数会被置 0。
• ratio(float) - 稀疏化比例期望，只有在 mode==’ratio’时才会生效。
• threshold(float) - 稀疏化阈值期望，只有在 mode==’threshold’时才会生效。
• scope(paddle.static.Scope) - 一个 paddle.static.Scope 对象，存储了所有变量的数值，默认（None）
时表示 paddle.static.global_scope。
• place(CPUPlace|CUDAPlace) - 模型执行的设备，类型为 CPUPlace 或者 CUDAPlace，默认（None）
时代表 CPUPlace。
• prune_params_type(String) - 用 以 指 定 哪 些 类 型 的 参 数 参 与 稀 疏。 目 前 只 支 持 None 和”
conv1x1_only”两个选项，后者表示只稀疏化 1x1 卷积。而前者表示稀疏化除了归一化的参数。
• skip_params_func(function) - 一个指向 function 的指针，该 function 定义了哪些参数不应该被
剪裁，默认（None）时代表所有归一化层参数和 bias 不参与剪裁。
def _get_skip_params(program):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a set of all the skipped parameters when performing␣
pruning.

,→

By default, the normalization-related ones and bias will not be pruned.
Developers could replace it by passing their own function when initializing the␣
UnstructuredPruner instance.

,→

Args:
-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the current model.
Returns:
- skip_params(Set<String>): a set of parameters' names.
"""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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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p_params = set()
graph = paddleslim.core.GraphWrapper(program)
for op in graph.ops():
if 'norm' in op.type() and 'grad' not in op.type():
for input in op.all_inputs():
skip_params.add(input.name())
for param in program.all_parameters():
if len(param.shape) == 1:
skip_params.add(param.name)
return skip_params
• local_sparsity(bool) - 剪裁比例（ratio）应用的范围：local_sparsity 开启时意味着每个参与剪裁的
参数矩阵稀疏度均为‘ratio’，关闭时表示只保证模型整体稀疏度达到’ratio’，但是每个参数矩阵的
稀疏度可能存在差异。
• sparse_block(Array<Integer>) - 一个含有两个正整数的数组，定义了稀疏化时候 block 的大小。
即 sparse_block[0] x sparse_block[1] 中的参数作为一个整体，要么被置 0，要么保持不变。默认为 [1,1]，
代表非结构化稀疏。
返回：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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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un(startup_program)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 ratio=0.55,␣
place=place)

,→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step()
更新稀疏化的阈值，如果是’threshold’模式，则维持设定的阈值，如果是’ratio’模式，则
根据优化后的模型参数和设定的比例，重新计算阈值。该函数调用在训练过程中每个 batch 的
optimizer.step() 之后。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
ratio=0.55, place=place)

,→

print(pruner.threshold)
pruner.step()
print(pruner.threshold) # 可以看出，这里的 threshold 和上面打印的不同，这是因为
step 函数根据设定的 ratio 更新了 threshold 数值，便于剪裁操作。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update_pa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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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优化后，重制模型中本来是 0 的权重。这一步通常用于模型 evaluation 和 save 之前，确
保模型的稀疏率。但是，在训练过程中，由于前向过程中插入了稀疏化权重的 op，故不需要开发
者在训练过程中额外调用了。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threshold',␣
threshold=0.55, place=place)

,→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
program())

,→

print(sparsity)
pruner.step()
pruner.update_params()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
program())

,→

print(sparsity) # 可以看出，这里打印的模型稀疏度与上述不同，这是因为 update_
params() 函数置零了所有绝对值小于 0.55 的权重。

,→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set_static_masks()
这个 API 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到。只有在基于 FP32 稀疏化模型进行量化训练时需要调
用，因为需要固定住原本被置 0 的权重，保持 0 不变。具体来说，对于输入的 parameters=[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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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5.5, 0]，会生成对应的 mask 为：[0, 1, 0, 1, 1, 0]。而且在训练过程中，该 mask 数值不会随
parameters 更新（训练）而改变。在评估/保存模型之前，可以通过调用 pruner.update_params()
将 mask 应用到 parameters 上，从而达到『在训练过程中 parameters 中数值为 0 的参数不参与
训练』的效果。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
ratio=0.55, place=place)

,→

''' 注释中为量化训练相关代码，以及参数导入
QAT configs and APIs
restore the sparse FP32 weights
'''
pruner.set_static_masks()
# quantization-aware training a batch
pruner.update_params()# 这一行代码需要在模型 eval 和保存前调用。
# eval or save pruned model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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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ucturedPruner 中的静态方法，用于计算给定的模型（program）的稀疏度并返回。该方法
为静态方法，是考虑到在单单做模型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初始化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示例了。
参数：
•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 要计算稠密度的目标网络。
返回：
• sparsity(float) - 模型的稀疏度。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
program())

,→

print(sparsity)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_conv1x1(program)
UnstructuredPruner 中的静态方法，用于计算给定的模型（program）的 1x1 卷积稀疏度并返回。
该方法为静态方法，是考虑到在单单做模型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初始化一个 UnstructuredPruner 示例了。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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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 要计算稠密度的目标网络。
返回：
• sparsity(float) - 模型的 1x1 卷积部分的稀疏度。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1x1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conv3x3 = fluid.layers.conv2d(conv1x1, 32, 3)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3x3,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sparsity = UnstructuredPruner.total_sparse_conv1x1(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
program())

,→

print(sparsity)
paddleslim.prune.UnstructuredPruner.summarize_weights(program, ratio=0.1)
该函数用于估计预训练模型中参数的分布情况，尤其是在不清楚如何设置 threshold 的数值时，
尤为有用。例如，当输入为 ratio=0.1 时，函数会返回一个数值 v，而绝对值小于 v 的权重的个
数占所有权重个数的 (100*ratio%)。
参数：
•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 要分析权重分布的目标网络。
• ratio(float) - 需要查看的比例情况，具体如上方法描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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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shold(float) - 和输入 ratio 对应的阈值。开发者可以根据该阈值初始化 UnstructuredPruner。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pruner = 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
ratio=0.55, place=place)

,→

threshold = pruner.summarize_weights(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0.55)

,→

print(threshold)

GMPUnstrucuturedPruner
class paddleslim.prune.GMPUnstructuredPruner(program,
place=None,

ratio=0.55,

scope=None,

prune_params_type=None,

skip_params_func=None,

lo-

cal_sparsity=False, configs=None)
源代码
该类是 UnstructuredPruner 的一个子类，通过覆盖 step() 方法，优化了训练策略，使稀疏化训练更易恢复
到稠密模型精度。其他方法均继承自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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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program(paddle.static.Program) - 一个 paddle.static.Program 对象，是待剪裁的模型。
• ratio(float) - 稀疏化比例期望，只有在 mode==’ratio’时才会生效。
• scope(paddle.static.Scope) - 一个 paddle.static.Scope 对象，存储了所有变量的数值，默认（None）
时表示 paddle.static.global_scope。
• place(CPUPlace|CUDAPlace) - 模型执行的设备，类型为 CPUPlace 或者 CUDAPlace，默认（None）
时代表 CPUPlace。
• prune_params_type(String) - 用 以 指 定 哪 些 类 型 的 参 数 参 与 稀 疏。 目 前 只 支 持 None 和”
conv1x1_only”两个选项，后者表示只稀疏化 1x1 卷积。而前者表示稀疏化除了归一化的参数。
• skip_params_func(function) - 一个指向 function 的指针，该 function 定义了哪些参数不应该被
剪裁，默认（None）时代表所有归一化层参数不参与剪裁。
• local_sparsity(bool) - 剪裁比例（ratio）应用的范围：local_sparsity 开启时意味着每个参与剪裁的
参数矩阵稀疏度均为‘ratio’，关闭时表示只保证模型整体稀疏度达到’ratio’，但是每个参数矩阵的
稀疏度可能存在差异。
• sparse_block(Array<Integer>) - 一个含有两个正整数的数组，定义了稀疏化时候 block 的大小。
即 sparse_block[0] x sparse_block[1] 中的参数作为一个整体，要么被置 0，要么保持不变。默认为 [1,1]，
代表非结构化稀疏。
• configs(Dict) - 传入额外的训练超参用以指导 GMP 训练过程。具体描述如下：
{'stable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stable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pruning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pruning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tunning_iterations': int} # the duration of tunning phase in terms of global iterations
{'resume_iteration': int} # the start timestamp you want to train from, in terms if␣
global iteration

,→

{'pruning_steps': int} # the total times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ratio
{'initial_ratio': float} # the initial ratio value
返回：一个 GMPUnstructuredPruner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GMP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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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configs = {
'stable_iterations': 0,
'pruning_iterations': 1000,
'tunning_iterations': 1000,
'resume_iteration': 0,
'pruning_steps': 10,
'initial_ratio': 0.15,
}
pruner = GMP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0.55,␣
place=place, configs=configs)

,→

for i in range(2000):
pruner.step()
print(pruner.ratio) # 可以看到 ratio 从 0.15 非线性的增加到 0.55。
paddleslim.prune.GMPUnstructuredPruner.step()
根据优化后的模型参数和设定的比例，重新计算阈值，并且更新 mask。该函数调用在训练过程
中每个 batch 的 optimizer.step() 之后。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from paddleslim.prune import GMPUnstructuredPruner
paddle.enable_static()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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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 paddle.static.default_startup_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rain_program, startup_program):
image = fluid.data(name='x', shape=[None, 1, 28, 28])
label = fluid.data(name='label', shape=[None, 1], dtype='int64')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mage, 32, 1)
feature = fluid.layers.fc(conv, 10, act='softmax')
cost = fluid.layers.cross_entropy(input=feature, label=label)
avg_cost = fluid.layers.mean(x=cost)
place = paddle.static.cpu_places()[0]
exe = paddle.static.Executor(place)
exe.run(startup_program)
configs = {
'stable_iterations': 0,
'pruning_iterations': 1000,
'tunning_iterations': 1000,
'resume_iteration': 0,
'pruning_steps': 10,
'initial_ratio': 0.15,
}
pruner = GMPUnstructuredPruner(paddle.static.default_main_program(), ratio=0.
55, place=place, configs=configs)

,→

print(pruner.threshold)
for i in range(200):
pruner.step()
print(pruner.threshold) # 可以看出，这里的 threshold 和上面打印的不同，这是因为
step 函数根据设定的 ratio 更新了 threshold 数值，便于剪裁操作。

9.2.4 知识蒸馏 Distill
单进程蒸馏
merge
paddleslim.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scope=None,
name_prefix=’teacher_’)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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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代码]
将 teacher_program 融合到 student_program 中。
在融合的 program 中，可以方便地联合原本两个 Program 中的 Tensor 做计算。
参数：
• teacher_program (Program)-定义了 teacher 模型的 paddle program
• student_program (Program)-定义了 student 模型的 paddle program
• data_name_map (dict)-teacher 输入接口名与 student 输入接口名的映射，其中 dict 的 key 为
teacher 的输入名，value 为 student 的输入名
• place (fluid.CPUPlace()|fluid.CUDAPlace(N))-该参数表示程序运行在何种设备上，这里的 N 为 GPU
对应的 ID
• scope (Scope)-该参数表示程序使用的变量作用域，如果不指定将使用默认的全局作用域 global_scope
。默认值：None
• name_prefix (str)-为避免同名参数冲突，merge 操作将统一为 teacher 的 Variables 添加的名称前缀
name_prefix。默认值：teacher_
返回：无
使用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dist as dist
paddle.enable_static()
student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x = fluid.layers.data(name='x',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x, 32, 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teacher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y = fluid.layers.data(name='y',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y, 32, 1)
conv = fluid.layers.conv2d(conv, 32, 3, padding=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data_name_map = {'y':'x'}
USE_GPU = Fals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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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p
paddleslim.dist.fsp(teacher_var1_name,

teacher_var2_name,

student_var1_name,

stu-

dent_var2_name, program=None)
[源代码]
为 program 内的 teacher var 和 student var 添加 fsp loss.
fsp loss 出自论文 A Gift from Knowledge Distillation: Fast Optimization, Network Minimization and Transfer
Learning
参数：
• teacher_var1_name (str): teacher_var1 的名称.

对应的 variable 是一个形为 [batch_size,

x_channel, height, width] 的 4-D 特征图 Tensor，数据类型为 float32 或 float64
• teacher_var2_name (str): teacher_var2 的名称.

对应的 variable 是一个形为 [batch_size,

y_channel, height, width] 的 4-D 特征图 Tensor，数据类型为 float32 或 float64。只有 y_channel
可以与 teacher_var1 的 x_channel 不同，其他维度必须与 teacher_var1 相同
• student_var1_name (str): student_var1 的名称. 对应的 variable 需与 teacher_var1 尺寸保持
一致，是一个形为 [batch_size, x_channel, height, width] 的 4-D 特征图 Tensor，数据类型为
float32 或 float64
• student_var2_name (str): student_var2 的名称. 对应的 variable 需与 teacher_var2 尺寸保持一致，
是一个形为 [batch_size, y_channel, height, width] 的 4-D 特征图 Tensor，数据类型为 float32
或 float64。只有 y_channel 可以与 student_var1 的 x_channel 不同，其他维度必须与 student_var1
相同
• program

(Program):

用于蒸馏训练的

fluid

program,

如果未指定则使用

fluid.default_main_program() 。默认值：None
返回：
• (Variable): 由 teacher_var1, teacher_var2, student_var1, student_var2 组合得到的 fsp loss
使用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dist as dist
paddle.enable_static()
student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x = fluid.layers.data(name='x',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x, 32, 1, name='s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s2')
teacher_program = fluid.Program()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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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luid.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y = fluid.layers.data(name='y',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y, 32, 1, name='t1')
conv = fluid.layers.conv2d(conv, 32, 3, padding=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t2')
data_name_map = {'y':'x'}
USE_GPU = Fals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distillation_loss = dist.fsp('teacher_t1.tmp_1', 'teacher_t2.tmp_1',
's1.tmp_1', 's2.tmp_1', student_program)

l2
paddleslim.dist.l2(teacher_var_name, student_var_name, program=None)
[源代码]
为 program 内的 teacher var 和 student var 添加 l2 loss
参数：
• teacher_var_name (str): teacher_var 的名称.
• student_var_name (str): student_var 的名称.
• program

(Program):

用于蒸馏训练的

fluid

program。 如 果 未 指 定 则 使 用

fluid.default_main_program() 。默认值：None
返回：
• (Variable): 由 teacher_var, student_var 组合得到的 l2_loss
使用示例：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dist as dist
paddle.enable_static()
student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x = fluid.layers.data(name='x',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x, 32, 1, name='s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s2')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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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y = fluid.layers.data(name='y',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y, 32, 1, name='t1')
conv = fluid.layers.conv2d(conv, 32, 3, padding=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t2')
data_name_map = {'y':'x'}
USE_GPU = Fals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distillation_loss = dist.l2('teacher_t2.tmp_1', 's2.tmp_1',
student_program)

soft_label
paddleslim.dist.soft_label(teacher_var_name,

student_var_name,

program=None,

teacher_temperature=1., student_temperature=1.)
[源代码]
为 program 内的 teacher var 和 student var 添加 soft label loss
soft_label_loss 出自论文 Distilling the Knowledge in a Neural Network
参数：
• teacher_var_name (str): teacher_var 的名称.
• student_var_name (str): student_var 的名称.
• program

(Program):

用于蒸馏训练的

fluid

program。 如 果 未 指 定 则 使 用

fluid.default_main_program() 。默认值：None
• teacher_temperature (float): 对 teacher_var 进行 soft 操作的温度值，温度值越大得到的特征图越
平滑
• student_temperature (float): 对 student_var 进行 soft 操作的温度值，温度值越大得到的特征图
越平滑
返回：
• (Variable): 由 teacher_var, student_var 组合得到的 soft label loss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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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dist as dist
paddle.enable_static()
student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x = fluid.layers.data(name='x',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x, 32, 1, name='s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s2')
teacher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y = fluid.layers.data(name='y',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y, 32, 1, name='t1')
conv = fluid.layers.conv2d(conv, 32, 3, padding=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t2')
data_name_map = {'y':'x'}
USE_GPU = Fals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distillation_loss = dist.soft_label_loss('teacher_t2.tmp_1',
's2.tmp_1', student_program, 1., 1.)

loss
paddleslim.dist.loss(loss_func, program=None, **kwargs)
[源代码]
支持对 teacher_var 和 student_var 使用任意自定义损失函数
参数：
• loss_func (python function): 自定义的损失函数，输入为 teacher var 和 student var，输出为自定义
的 loss
• program

(Program):

用于蒸馏训练的

fluid

program。 如 果 未 指 定 则 使 用

fluid.default_main_program() 。默认值：None
• kwargs : loss_func 输入名与对应 variable 名称
返回：
• (Variable): 自定义的损失函数 loss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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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import paddleslim.dist as dist
paddle.enable_static()
student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x = fluid.layers.data(name='x',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x, 32, 1, name='s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s2')
teacher_program = fluid.Program()
with fluid.program_guard(teacher_program):
y = fluid.layers.data(name='y', shape=[1, 28, 28])
conv = fluid.layers.conv2d(y, 32, 1, name='t1')
conv = fluid.layers.conv2d(conv, 32, 3, padding=1)
out = fluid.layers.conv2d(conv, 64, 3, padding=1, name='t2')
data_name_map = {'y':'x'}
USE_GPU = False
place = fluid.CUDAPlace(0) if USE_GPU else fluid.CPUPlace()
dist.merge(teacher_program, student_program, data_name_map, place)
def adaptation_loss(t_var, s_var):
teacher_channel = t_var.shape[1]
s_hint = fluid.layers.conv2d(s_var, teacher_channel, 1)
hint_loss = fluid.layers.reduce_mean(fluid.layers.square(s_hint - t_var))
return hint_loss
with fluid.program_guard(student_program):
distillation_loss = dist.loss(adaptation_loss, student_program,
t_var='teacher_t2.tmp_1', s_var='s2.tmp_1')

注解: 在添加蒸馏 loss 时会引入新的 variable，需要注意新引入的 variable 不要与 student variables 命名冲
突。这里建议两种用法（两种方法任选其一即可）
：
1. 建议与 student_program 使用同一个命名空间，以避免一些未指定名称的 variables(例如 tmp_0,
tmp_1…) 多次定义为同一名称出现命名冲突
2. 建议在添加蒸馏 loss 时指定一个命名空间前缀，具体用法请参考 Paddle 官方文档 fluid.name_scope

9.2.5 模型搜索 NAS
NAS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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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空间参数的配置
通过参数配置搜索空间。更多搜索空间的使用可以参考: search_space
参数：
• input_size(int|None)：- input_size 表示输入 feature map 的大小。input_size 和 output_size
用来计算整个模型结构中下采样次数。
• output_size(int|None)：- output_size 表示输出 feature map 的大小。input_size 和 output_size
用来计算整个模型结构中下采样次数。
• block_num(int|None)：- block_num 表示搜索空间中 block 的数量。
• block_mask(list|None)：- block_mask 是一组由 0、1 组成的列表，0 表示当前 block 是 normal
block，1 表示当前 block 是 reduction block。reduction block 表示经过这个 block 之后的 feature map
大小下降为之前的一半，normal block 表示经过这个 block 之后 feature map 大小不变。如果设置了
block_mask ，则主要以 block_mask 为主要配置，input_size ，output_size 和 block_num 三种配
置是无效的。

SANAS
class paddleslim.nas.SANAS(configs,

server_addr=(””,

reduce_rate=0.85,

8881),

init_tokens=None,

save_checkpoint=’./nas_checkpoint’,

init_temperature=None,
search_steps=300,
load_checkpoint=None,

is_server=True)
源代码
SANAS（Simulated Annealing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是基于模拟退火算法进行模型结构搜索的算法，
一般用于离散搜索任务。
参数：
• configs(list<tuple>)

-

搜 索 空 间 配 置 列 表， 格 式 是

[(key, {input_size, output_size,

block_num, block_mask})] 或 者 [(key)] （MobileNetV2、MobilenetV1 和 ResNet 的 搜 索 空
间使用和原本网络结构相同的搜索空间，所以仅需指定 key 即可）, input_size 和 output_size 表示
输入和输出的特征图的大小，block_num 是指搜索网络中的 block 数量，block_mask 是一组由 0 和 1
组成的列表，0 代表不进行下采样的 block，1 代表下采样的 block。更多 paddleslim 提供的搜索空间
配置可以参考 [Search Space](../search_space.md)。
• server_addr(tuple) - SANAS 的地址，包括 server 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果 ip 地址为 None 或者
为”
”的话则默认使用本机 ip。默认：（””, 8881）。
• init_temperature(float) - 基于模拟退火进行搜索的初始温度。如果 init_template 为 None 而且
init_tokens 为 None，则默认初始温度为 10.0，如果 init_template 为 None 且 init_tokens 不为 None，
则默认初始温度为 1.0。详细的温度设置可以参考下面的 Note。默认：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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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_rate(float) - 基于模拟退火进行搜索的衰减率。详细的退火率设置可以参考下面的 Note。默
认：0.85。
• init_tokens(list|None) - 初始化 token，若 init_tokens 为空，则 SA 算法随机生成初始化 tokens。
默认：None。
• search_steps(int) - 搜索过程迭代的次数。默认：300。
• save_checkpoint(str|None) - 保存 checkpoint 的文件目录，如果设置为 None 的话则不保存 checkpoint。默认：./nas_checkpoint 。
• load_checkpoint(str|None) - 加载 checkpoint 的文件目录，如果设置为 None 的话则不加载 checkpoint。默认：None。
• is_server(bool) - 当前实例是否要启动一个 server。默认：True。
返回：一个 SANAS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sanas = SANAS(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21))

注解:
• 初始化温度和退火率的意义:
– SA 算法内部会保存一个基础 token（初始化 token 可以自己传入也可以随机生成）和基础 score
（初始化 score 为-1）
，下一个 token 会在当前 SA 算法保存的 token 的基础上产生。在 SA 的搜索
过程中，如果本轮的 token 训练得到的 score 大于 SA 算法中保存的 score，则本轮的 token 一定
会被 SA 算法接收保存为下一轮 token 产生的基础 token。
– 初始温度越高表示 SA 算法当前处的阶段越不稳定，本轮的 token 训练得到的 score 小于 SA 算
法中保存的 score 的话，本轮的 token 和 score 被 SA 算法接收的可能性越大。
– 初始温度越低表示 SA 算法当前处的阶段越稳定，本轮的 token 训练得到的 score 小于 SA 算法
中保存的 score 的话，本轮的 token 和 score 被 SA 算法接收的可能性越小。
– 退火率越大，表示 SA 算法收敛的越慢，即 SA 算法越慢到稳定阶段。
– 退火率越低，表示 SA 算法收敛的越快，即 SA 算法越快到稳定阶段。
• 初始化温度和退火率的设置:
– 如果原本就有一个较好的初始化 token，想要基于这个较好的 token 来进行搜索的话，SA 算法可
以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进行搜索 r 这种情况下初始温度可以设置的低一些，例如设置为 1.0，
退火率设置的大一些，例如设置为 0.85。如果想要基于这个较好的 token 利用贪心算法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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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有当本轮 token 训练得到的 score 大于 SA 算法中保存的 score，SA 算法才接收本轮 token，
则退火率可设置为一个极小的数字，例如设置为 0.85 ** 10。
– 初始化 token 如果是随机生成的话，代表初始化 token 是一个比较差的 token，SA 算法可以处于
一种不稳定的阶段进行搜索，尽可能的随机探索所有可能得 token，从而找到一个较好的 token。
初始温度可以设置的高一些，例如设置为 1000，退火率相对设置的小一些。

next_archs()
获取下一组模型结构。
返回：返回模型结构实例的列表，形式为 list。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sanas = SANAS(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22))
input = paddle.static.data(name='input', shape=[None, 3, 32, 32], dtype=
'float32')

,→

archs = sanas.next_archs()
for arch in archs:
output = arch(input)
input = output
print(output)
reward(score)
把当前模型结构的得分情况回传。
参数：
• score<float>: - 当前模型的得分，分数越大越好。
返回：模型结构更新成功或者失败，成功则返回 True ，失败则返回 False 。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sanas = SANAS(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 8823))
archs = sanas.next_archs()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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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网络计算出来的 score 是 1，实际代码中使用时需要返回真实 score。
score=float(1.0)
sanas.reward(float(score))
tokens2arch(tokens)
通过一组 tokens 得到实际的模型结构，一般用来把搜索到最优的 token 转换为模型结构用来做
最后的训练。tokens 的形式是一个列表，tokens 映射到搜索空间转换成相应的网络结构，一组
tokens 对应唯一的一个网络结构。
参数：
• tokens(list): - 一组 tokens。tokens 的长度和范围取决于搜索空间。
返回：根据传入的 token 得到一个模型结构实例列表。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sanas = SANAS(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 8824))
input = paddle.static.data(name='input', shape=[None, 3, 32, 32], dtype=
'float32')

,→

tokens = ([0] * 25)
archs = sanas.tokens2arch(tokens)[0]
print(archs(input))
current_info()
返回当前 token 和搜索过程中最好的 token 和 reward。
返回：搜索过程中最好的 token，reward 和当前训练的 token，形式为 dict。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sanas = SANAS(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 8825))
print(sanas.current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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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NAS
class paddleslim.nas.RLNAS(key,

configs,

is_server=True,

use_gpu=False,

server_addr=(””,

is_sync=False,

8881),

save_controller=None,

load_controller=None, **kwargs)
源代码
RLNAS (Reinforcement Learning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是基于强化学习算法进行模型结构搜索的算
法。
参数：
• key<str> - 使用的强化学习 Controller 名称，目前 paddleslim 支持的有 ‘LSTM‘和 ‘DDPG‘，自定义
强化学习 Controller 请参考 自定义强化学习 Controller
• configs(list<tuple>)

-

搜 索 空 间 配 置 列 表， 格 式 是

[(key, {input_size, output_size,

block_num, block_mask})] 或 者 [(key)] （MobileNetV2、MobilenetV1 和 ResNet 的 搜 索 空
间使用和原本网络结构相同的搜索空间，所以仅需指定 key 即可）, input_size 和 output_size 表示
输入和输出的特征图的大小，block_num 是指搜索网络中的 block 数量，block_mask 是一组由 0 和 1
组成的列表，0 代表不进行下采样的 block，1 代表下采样的 block。更多 paddleslim 提供的搜索空间
配置可以参考 [Search Space](../search_space.md)。
• use_gpu(bool) - 是否使用 GPU 来训练 Controller。默认：False。
• server_addr(tuple) - RLNAS 中 Controller 的地址，包括 server 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果 ip 地址
为 None 或者为””的话则默认使用本机 ip。默认：（””, 8881）。
• is_server(bool) - 当前实例是否要启动一个 server。默认：True。
• is_sync(bool) - 是否使用同步模式更新 Controller，该模式仅在多 client 下有差别。默认：False。
• save_controller(str|None|False) - 保存 Controller 的 checkpoint 的文件目录，如果设置为 None 的
话则保存 checkpoint 到默认路径 ./.rlnas_controller ，如果设置为 False 的话则不保存 checkpoint。
默认：None 。
• load_controller(str|None) - 加载 Controller 的 checkpoint 的文件目录，如果设置为 None 的话则
不加载 checkpoint。默认：None。
• **kwargs - 附加的参数，由具体强化学习算法决定，‘LSTM‘和 ‘DDPG‘的附加参数请参考 note。

注解:
• ‘LSTM‘算法的附加参数：
– lstm_num_layers(int, optional): - Controller 中堆叠的 LSTM 的层数。默认：1.
– hidden_size(int, optional): - LSTM 中隐藏层的大小。默认：100.
– temperature(float, optional): - 是否在计算每个 token 过程中做温度平均。默认：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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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h_constant(float, optional):

是 否 在 计 算 每 个 token 过 程 中 做 tanh 激 活， 并 乘 上

‘tanh_constant‘值。默认：None。
– decay(float, optional): LSTM 中记录 rewards 的 baseline 的平滑率。默认：0.99.
– weight_entropy(float, optional): 在更新 controller 参数时是否为接收到的 rewards 加上计算 token 过程中的带权重的交叉熵值。默认：None。
– controller_batch_size(int, optional): controller 的 batch_size，即每运行一次 controller 可以拿
到几组 token。默认：1.
– controller_lr(float, optional): controller 的学习率，默认：1e-4。
– controller_decay_steps(int, optional): controller 学习率下降步长，设置为 None 的时候学习率不
下降。默认：None。
– controller_decay_rate(float, optional): controller 学习率衰减率，默认：None。
• ‘DDPG‘算法的附加参数：
注意：使用 ‘DDPG‘算法的话必须安装 parl。安装方法: pip install parl
– obs_dim(int): observation 的维度。
– model(class，optional): DDPG 算法中使用的具体的模型，一般是个类，包含 actor_model 和
critic_model，需要实现两个方法，一个是 policy 用来获得策略，另一个是 value，需要获得 Q 值。
可以参考默认的 default_model 实现您自己的 model。默认：default_ddpg_model.
– actor_lr(float, optional): actor 网络的学习率。默认：1e-4.
– critic_lr(float, optional): critic 网络的学习率。默认：1e-3.
– gamma(float, optional): 接收到 rewards 之后的折扣因子。默认：0.99.
– tau(float, optional): DDPG 中把 models 的参数同步累积到 target_model 上时的折扣因子。默
认：0.001.
– memory_size(int, optional): DDPG 中记录历史信息的池子大小。默认：10.
– reward_scale(float, optional): 记录历史信息时，对 rewards 信息进行的折扣因子。默认：0.1.
– controller_batch_size(int, optional): controller 的 batch_size，即每运行一次 controller 可以拿
到几个 token。默认：1.
– actions_noise(class, optional): 通过 DDPG 拿到 action 之后添加的噪声，设置为 False 或者 None
时不添加噪声。默认：default_noise.

返回：一个 RLNAS 类的实例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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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RL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rlnas = RLNAS(key='lstm', 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26))
next_archs(obs=None)
获取下一组模型结构。
参数：
• obs<int|np.array> - 需要获取的模型结构数量或者当前模型的 observations。
返回：返回模型结构实例的列表，形式为 list。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RL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rlnas = RLNAS(key='lstm', 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27))
input = paddle.static.data(name='input', shape=[None, 3, 32, 32], dtype='float32')
archs = rlnas.next_archs(1)[0]
for arch in archs:
output = arch(input)
input = output
print(output)
reward(rewards, **kwargs):
把当前模型结构的 rewards 回传。
参数：
• rewards<float|list<float>>: - 当前模型的 rewards，分数越大越好。
• **kwargs: - 附加的参数，取决于具体的强化学习算法。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RL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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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nas = RLNAS(key='lstm', 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 8828))
rlnas.next_archs(1)
rlnas.reward(1.0)

注解: reward 这一步必须在 ‘next_token‘之后执行。

final_archs(batch_obs):
获取最终的模型结构。一般在 controller 训练完成之后会获取几十个模型结构进行完整的实验。
参数：
• obs<int|np.array> - 需要获取的模型结构数量或者当前模型的 observations。
返回：返回模型结构实例的列表，形式为 list。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RL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rlnas = RLNAS(key='lstm', 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29))
archs = rlnas.final_archs(1)
print(archs)
tokens2arch(tokens):
通过一组 tokens 得到实际的模型结构，一般用来把搜索到最优的 token 转换为模型结构用来做最后的训练。
tokens 的形式是一个列表，tokens 映射到搜索空间转换成相应的网络结构，一组 tokens 对应唯一的一个网
络结构。
参数：
• tokens(list): - 一组 tokens。tokens 的长度和范围取决于搜索空间。
返回：根据传入的 token 得到一个模型结构实例列表。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RLNAS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paddle.enable_static()
rlnas = RLNAS(key='lstm', configs=config, server_addr=("",8830))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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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paddle.static.data(name='input', shape=[None, 3, 32, 32], dtype='float32')
tokens = ([0] * 25)
archs = rlnas.tokens2arch(tokens)[0]
print(archs(input))

搜索空间
搜索空间是神经网络搜索中的一个概念。搜索空间是一系列模型结构的汇集, SANAS 主要是利用模拟退火
的思想在搜索空间中搜索到一个比较小的模型结构或者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模型结构。
paddleslim.nas 提供的搜索空间
根据初始模型结构构造搜索空间:
1. MobileNetV2Space

MobileNetV2 的网络结构可以参考：代码，论文

2. MobileNetV1Space

MobilNetV1 的网络结构可以参考：代码，论文

3. ResNetSpace

ResNetSpace 的网络结构可以参考：代码，论文

根据相应模型的 block 构造搜索空间:
1. MobileNetV1BlockSpace

MobileNetV1Block 的结构可以参考：代码

2. MobileNetV2BlockSpace

MobileNetV2Block 的结构可以参考：代码

3. ResNetBlockSpace

ResNetBlock 的结构可以参考：代码

4. InceptionABlockSpace

InceptionABlock 的结构可以参考：代码

5. InceptionCBlockSpace

InceptionCBlock 结构可以参考：代码

搜索空间使用示例
1. 使用 paddleslim 中提供用初始的模型结构来构造搜索空间的话，仅需要指定搜索空间名字即可。例如：
如果使用原本的 MobileNetV2 的搜索空间进行搜索的话，传入 SANAS 中的 configs 直接指定为 [(’
MobileNetV2Space’)]。
2. 使用 paddleslim 中提供的 block 搜索空间构造搜索空间：2.1 使用 input_size, output_size 和
block_num 来构造搜索空间。例如：传入 SANAS 的 configs 可以指定为 [(’MobileNetV2BlockSpace’
, {’input_size’: 224, ‘output_size’: 32, ‘block_num’: 10})]。2.2 使用 block_mask 构造搜索
空间。例如：传入 SANAS 的 configs 可以指定为 [(’MobileNetV2BlockSpace’, {’block_mask’:
[0, 1, 1, 1,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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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搜索空间 (search space)
自定义搜索空间类需要继承搜索空间基类并重写以下几部分：

1. 初始化的 tokens(init_tokens 函数)，可

以设置为自己想要的 tokens 列表, tokens 列表中的每个数字指的是当前数字在相应的搜索列表中的索引。例
如本示例中若 tokens=[0, 3, 5]，则代表当前模型结构搜索到的通道数为 [8, 40, 128]。
字的搜索列表长度 (range_table 函数)，tokens 中每个 token 的索引范围。

2. tokens 中每个数

3. 根据 tokens 产生模型结构

(token2arch 函数)，根据搜索到的 tokens 列表产生模型结构。
以新增 reset block 为例说明如何构造自己的 search space。自定义的 search space 不能和已有的 search space
同名。
### 引入搜索空间基类函数和 search space 的注册类函数
from .search_space_base import SearchSpaceBase
from .search_space_registry import SEARCHSPACE
import numpy as np
### 需要调用注册函数把自定义搜索空间注册到 space space 中
@SEARCHSPACE.register
### 定义一个继承 SearchSpaceBase 基类的搜索空间的类函数
class ResNetBlockSpace2(SearchSpaceBase):
def __init__(self, input_size, output_size, block_num, block_mask):
### 定义一些实际想要搜索的内容，例如：通道数、每个卷积的重复次数、卷积核大小等等
### self.filter_num 代表通道数的搜索列表
self.filter_num = np.array([8, 16, 32, 40, 64, 128, 256, 512])
### 定义初始化 token，初始化 token 的长度根据传入的 block_num 或者 block_mask 的长度来
得到的
def init_tokens(self):
return [0] * 3 * len(self.block_mask)
### 定义 token 的 index 的取值范围
def range_table(self):
return [len(self.filter_num)] * 3 * len(self.block_mask)
### 把 token 转换成模型结构
def token2arch(self, tokens=None):
if tokens == None:
tokens = self.init_tokens()
self.bottleneck_params_list = []
for i in range(len(self.block_mask)):
self.bottleneck_params_list.append(self.filter_num[tokens[i * 3 + 0]],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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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filter_num[tokens[i * 3 + 1]],
self.filter_num[tokens[i * 3 + 2]],
2 if self.block_mask[i] == 1 else 1)
def net_arch(input):
for i, layer_setting in enumerate(self.bottleneck_params_list):
channel_num, stride = layer_setting[:-1], layer_setting[-1]
input = self._resnet_block(input, channel_num, stride, name='resnet_layer
{}'.format(i+1))

,→

return input
return net_arch
### 构造具体 block 的操作
def _resnet_block(self, input, channel_num, stride, name=None):
shortcut_conv = self._shortcut(input, channel_num[2], stride, name=name)
input = self._conv_bn_layer(input=input, num_filters=channel_num[0], filter_
size=1, act='relu', name=name + '_conv0')

,→

input = self._conv_bn_layer(input=input, num_filters=channel_num[1], filter_
size=3, stride=stride, act='relu', name=name + '_conv1')

,→

input = self._conv_bn_layer(input=input, num_filters=channel_num[2], filter_
size=1, name=name + '_conv2')

,→

return fluid.layers.elementwise_add(x=shortcut_conv, y=input, axis=0, name=name+
'_elementwise_add')

,→

def _shortcut(self, input, channel_num, stride, name=None):
channel_in = input.shape[1]
if channel_in != channel_num or stride != 1:
return self.conv_bn_layer(input, num_filters=channel_num, filter_size=1,␣
stride=stride, name=name+'_shortcut')

,→

else:
return input
def _conv_bn_layer(self, input, num_filters, filter_size, stride=1, padding='SAME',␣
act=None, name=None):

,→

conv = fluid.layers.conv2d(input, num_filters, filter_size, stride, name=name+'_
conv')

,→

bn = fluid.layers.batch_norm(conv, act=act, name=name+'_bn')
return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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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延时评估表
硬件延时评估表用于快速评估一个模型在特定硬件环境和推理引擎上的推理速度。该文档主要用于定义 PaddleSlim 支持的硬件延时评估表的格式。
概述
硬件延时评估表中存放着所有可能的操作对应的延时信息，该表中的一个操作包括操作类型和操作参数，比
如：操作类型可以是 conv2d，对应的操作参数有输入特征图的大小、卷积核个数、卷积核大小等。给定操
作的延时依赖于硬件环境和推理引擎。
整体格式
硬件延时评估表以文件或多行字符串的形式保存。
硬件延时评估表第一行保存版本信息，后续每行为一个操作和对应的延时信息。
版本信息
版本信息以英文字符逗号分割，内容依次为硬件环境名称、推理引擎名称和时间戳。
• 硬件环境名称：用于标识硬件环境，可以包含计算架构类型、版本号等信息。
• 推理引擎名称：用于标识推理引擎，可以包含推理引擎名称、版本号、优化选项等信息。
• 时间戳：该评估表的创建时间。
操作信息
操作信息字段之间以逗号分割。操作信息与延迟信息之间以制表符分割。

conv2d
格式
op_type,flag_bias,flag_relu,n_in,c_in,h_in,w_in,c_out,groups,kernel,padding,stride,
dilation\tlatency

,→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flag_bias (int) - 是否有 bias（0：无，1：有）。
• flag_relu (int) - 是否有 relu（0：无，1：有）。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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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c_out (int) - 输出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groups (int) - 卷积二维层（Conv2D Layer）的组数。
• kernel (int) - 卷积核大小。
• padding (int) - 填充 (padding) 大小。
• stride (int) - 步长 (stride) 大小。
• dilation (int) - 膨胀 (dilation) 大小。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activation
格式
op_type,n_in,c_in,h_in,w_in\tlatency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batch_norm
格式
op_type,active_type,n_in,c_in,h_in,w_in\tlatency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active_type (string|None) - 激活函数类型，包含：relu, prelu, sigmoid, relu6, t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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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eltwise
格式
op_type,n_in,c_in,h_in,w_in\tlatency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pooling
格式
op_type,flag_global_pooling,n_in,c_in,h_in,w_in,kernel,padding,stride,ceil_mode,pool_
type\tlatency

,→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flag_global_pooling (int) - 是否为全局池化（0：不是，1：是）。
•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kernel (int) - 卷积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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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int) - 填充 (padding) 大小。
• stride (int) - 步长 (stride) 大小。
• ceil_mode (int) - 是否用 ceil 函数计算输出高度和宽度。0 表示使用 floor 函数，1 表示使用 ceil 函
数。
• pool_type (int) - 池化类型，其中 1 表示 pooling_max，2 表示 pooling_average_include_padding，
3 表示 pooling_average_exclude_padding。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softmax
格式
op_type,axis,n_in,c_in,h_in,w_in\tlatency
字段解释
• op_type(str) - 当前 op 类型。
• axis (int) - 执行 softmax 计算的维度索引，应该在 [−1，rank − 1] 范围内，其中 rank 是输入变量的
秩。
• n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批尺寸 (batch size)。
• c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通道 (channel) 数。
• h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高度。
• w_in (int) - 输入 Tensor 的特征宽度。
• latency (float) - 当前 op 的延时时间
早停算法
早停算法接口在实验中如何使用

MedianStop
class paddleslim.nas.early_stop.MedianStop(strategy, start_epoch, mode)
源代码
MedianStop 是利用历史较好实验的中间结果来判断当前实验是否有运行完成的必要，如果当前实验在中间
步骤的结果差于历史记录的实验列表中相同步骤的结果的中值，则代表当前实验是较差的实验，可以提前终
止。参考 Google Vizier: A Service for Black-Box Optimization.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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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y<class instance> - 搜索策略的实例，例如是 SANAS 的实例。
• start_epoch<int> - 起始 epoch，代表从第几个 epoch 开始监控实验中间结果。
• mode<str> - 中间结果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在’minimize’和’maxmize’之间选择。默认：
’
maxmize’。
返回：一个 MedianStop 的实例
示例代码：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from paddleslim.nas.early_stop import MedianStop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sanas = SANAS(config, server_addr=("", 8732), save_checkpoint=None)
earlystop = MedianStop(sanas, start_epoch = 2)
get_status(step, result, epochs):
获取当前实验当前 result 的状态。
参数：
• step<int> - 当前实验是当前 client 中的第几个实验。
• result<float> - 当前实验的中间步骤的 result，可以为损失值，也可以为准确率等指标，只要和
‘mode‘对应即可。
• epochs<int> - 在搜索过程中每个实验需要运行的总得 epoch 数量。
返回：返回当前实验在当前 epoch 的状态，为 ‘GOOD‘或者 ‘BAD‘，如果为 ‘BAD‘，则代表当前实验可以早
停。
示例代码：
import paddle
from paddleslim.nas import SANAS
from paddleslim.nas.early_stop import MedianStop
steps = 10
epochs = 7
config = [('MobileNetV2Space')]
sanas = SANAS(config, server_addr=("", 8732), save_checkpoint=None)
earlystop = MedianStop(sanas, 2)
### 假设网络中计算出来的 loss 是 1.0，实际使用时需要获取真实的 loss 或者 rewards。
avg_loss = 1.0
### 假设我们要获取的是当前实验第 7 个 epoch 的状态，实际使用时需要传入真实要获取的 steps 和实
验真实所处的 epochs。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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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 earlystop.get_status(steps, avg_loss, epochs)
print(status)

OneShotNAS
OneShotSearch
paddleslim.nas.one_shot.OneShotSearch(model, eval_func, strategy=’sa’, search_steps=100)
从超级网络中搜索出一个最佳的子网络。
参数：
• model(fluid.dygraph.layer): 通过在 OneShotSuperNet 前后添加若该模块构建的动态图模块。因为
OneShotSuperNet 是一个超网络，所以 model 也是一个超网络。换句话说，在 model 模块的子模块中，
至少有一个是 OneShotSuperNet 的实例。该方法从 model 超网络中搜索得到一个最佳的子网络。超网
络 model 需要先被训练，具体细节请参考 [OneShotSuperNet]()。
• eval_func: 用于评估子网络性能的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需要接受 model 为参数，并调用 model 的
forward 方法进行性能评估。
• strategy(str): 搜索策略的名称。默认为 sa ，当前仅支持 sa .
• search_steps(int): 搜索轮次数。默认为 100。
返回：
• best_tokens: 表示最佳子网络的编码信息（tokens）。
示例代码：
请参考 [one-shot NAS 示例]()

OneShotSuperNet
class paddleslim.nas.one_shot.OneShotSuperNet(name_scope)
用于 ‘OneShot‘搜索策略的超级网络的基类，所有超级网络的实现要继承该类。
参数：
• **name_scope:(str) **超级网络的命名空间。
返回：
• super_net: 一个 ‘OneShotSuperNet‘实例。
init_tokens()
获得当前超级网络的初始化子网络的编码，主要用于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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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 tokens(list<int>): 一个子网络的编码。
range_table()
: 超级网络中各个子网络由一组整型数字编码表示，该方法返回编码每个位置的取值范围。
返回：
– range_table(tuple):

子 网 络 编 码 每 一 位 的 取 值 范 围。range_table

格式为

(min_values, max_values) ，其中，min_values 为一个整型数组，表示每个编码位
置可选取的最小值；max_values 表示每个编码位置可选取的最大值。
_forward_impl(input, tokens)
前向计算函数。OneShotSuperNet 的子类需要实现该函数。
参数：
– input(Variable): 超级网络的输入。
– tokens(list<int>): 执行前向计算所用的子网络的编码。默认为 None ，即随机选取一
个子网络执行前向。
返回：
– output(Variable): 前向计算的输出
forward(self, input, tokens=None)
执行前向计算。
参数：
– input(Variable): 超级网络的输入。
– tokens(list<int>): 执行前向计算所用的子网络的编码。默认为 None ，即随机选取一
个子网络执行前向。
返回：
– output(Variable): 前向计算的输出
_random_tokens()
随机选取一个子网络，并返回其编码。
返回：
– tokens(list<int>): 一个子网络的编码。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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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nasnet
input_channels=3,

class paddleslim.nas.one_shot.SuperMnasnet(name_scope,
out_channels=1280,

repeat_times=[6,

6,

6,

6, 6, 6], stride=[1, 1, 1, 1, 2, 1], channels=[16,
24, 40, 80, 96, 192, 320], use_auxhead=False)
在 Mnasnet 基础上修改得到的超级网络, 该类继承自 OneShotSuperNet .
参数：
• name_scope(str): 命名空间。
• input_channels(str): 当前超级网络的输入的特征图的通道数量。
• out_channels(str): 当前超级网络的输出的特征图的通道数量。
• repeat_times(list): 每种 block 重复的次数。
• stride(list): 一种 block 重复堆叠成 repeat_block ，stride 表示每个 repeat_block 的下采样比
例。
• channels(list): channels[i] 和 channels[i+1] 分别表示第 i 个 repeat_block 的输入特征图的通
道数和输出特征图的通道数。
• use_auxhead(bool): 是否使用辅助特征图。如果设置为 True ，则 SuperMnasnet 除了返回输出特
征图，还还返回辅助特征图。默认为 False.
返回：
• instance(SuperMnasnet): 一个 SuperMnasnet 实例
示例： .. code-block:: python
import paddle import paddle.fluid as fluid class MNIST(fluid.dygraph.Layer):
def __init__(self): super(MNIST, self).__init__() self.arch = SuperMnasnet(
name_scope=”super_net”, input_channels=20, out_channels=20)
self.pool_2_shape = 50 * 13 * 13 SIZE = 10 scale = (2.0 / (self.pool_2_shape**2
* SIZE))**0.5 self._fc = Linear(
self.pool_2_shape, 10, param_attr=fluid.param_attr.ParamAttr(
initializer=fluid.initializer.NormalInitializer( loc=0.0,
scale=scale)),
act=”softmax”)
def forward(self, inputs, label=None, tokens=None):
x = self.arch(inputs, tokens=tokens) x = fluid.layers.reshape(x, shape=[-1,
self.pool_2_shape]) x = self._fc(x) if label is not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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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 = fluid.layers.accuracy(input=x, label=label) return x, acc
else: return x

9.2.6 自动压缩功能 AutoCompression
如何基于 Paddle 自定义 DataLoader
可以参考飞桨官网:
1. 自定义数据集
2. 数据加载
如何基于 Paddle 自定义测试回调函数
1. 输入输出格式
自定义测试回调函数的输入和输出是固定的。
1.1 输入
回调函数必须有以下 4 个输入：
executor: 飞桨的执行器，执行器可以用来执行指定的 Program 或者 CompiledProgram 。program: 飞
桨对计算图的一种静态描述。feed_name_list: 所需提供数据的所有变量名称（即所有输入变量的名称）。
fetch_targets: 包含模型的所有输出变量。通过这些输出变量即可得到模型的预测结果。
1.2 输出
回调函数必须有 1 个输出：
result(float): 模型的计算指标，仅返回最重要的指标即可，返回的指标用来判断是否数据读取是否正确，和
训练过程中是否达到了设定的优化目标。
1.3 自定义计算逻辑
首先需要根据 如何基于 Paddle 自定义 DataLoader 章节定义测试数据集 test_dataloader 。
‘‘‘python
### 定义包含几个固定输入的测试函数。def eval_function(exe, program, feed_name_list, fetch_targets):
results = [] ### 遍历数据集 for data in test_dataloader():

9.2. 静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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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集中提取出 label labels = data.pop(‘label’) ### 传入实际数据，运行
计算图，得到输出 outputs = exe.run(program, feed=data, fetch_list=fetch_targets)
### 根据输出结果和 label 信息计算当前批次数据指标 result.append(metric(outputs,
labels))
### 返回 float 类型的整体指标 return np.mean(resul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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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FAQ

10.1 量化 FAQ
1. 量化训练或者离线量化后的模型体积为什么没有变小？
2. 量化训练或者离线量化后的模型使用 paddle 加载为什么没有加速？怎样才能加速？
3. 该怎么设置适合的量化配置？
4. 离线量化出现’KeyError: ‘报错
5. 离线量化或者量化训练时出现 CUDNN 或者 CUDA 错误
6. 量化训练时 loss 是 nan
7. cpu 上跑量化后的模型出 nan

10.1.1 1. 量化训练或者离线量化后的模型体积为什么没有变小？
答：这是因为量化后保存的参数是虽然是 int8 范围，但是类型是 float。这是因为 Paddle 训练前向默认的
Kernel 不支持 INT8 Kernel 实现，只有 Paddle Inference TensorRT 的推理才支持量化推理加速。为了方便
量化后验证量化精度，使用 Paddle 训练前向能加载此模型，默认保存的 Float32 类型权重，体积没有发生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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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2. 量化训练或者离线量化后的模型使用 paddle 加载为什么没有加速？怎样才能
加速？
答：这是因为量化后保存的参数是虽然是 Int8 范围，但是类型是 Float32。Paddle 训练前向默认的 Kernel
并不具备加速量化模型的能力。量化模型必须配合使用支持 Int8 计算的的预测库才能加速。
• 如果量化模型在 ARM 上线，则需要使用Paddle Lite.
– Paddle Lite 会对量化模型进行模型转化和优化，转化方法见链接。
– 转化之后可以像非量化模型一样使用Paddle Lite API进行加载预测。
• 如果量化模型在 GPU 上线，则需要使用Paddle-TensorRT 预测接口.
– 和非量化模型的区别在于以下参数设置：
config->EnableTensorRtEngine(1 << 20

/* workspace_size*/,

batch_size

/* max_batch_size*/,

3

/* min_subgraph_size*/,

AnalysisConfig::Precision::kInt8 /* precision*/,
false

/* use_static*/,

false

/* use_calib_mode*/);

• 如果量化模型在 x86 上线，需要使用INT8 MKL-DNN
– 首先对模型进行转化，可以参考脚本
– 转化之后可使用预测部署 API 进行加载。比如c++ API

10.1.3 3. 该怎么设置适合的量化配置？
• 首先需要考虑量化模型上线的平台
• 部分层跳过量化
如果量化后精度损失较大，可以考虑跳过部分对量化敏感的计算不量化，比如最后一层或者 attention
计算。

10.1.4 4. 离线量化出现’KeyError: ‘报错
答：一般是 reader 没写对，导致离线量化是前向一次没跑，没有收集到中间的激活值。

10.1.5 5. 离线量化或者量化训练时出现 CUDNN 或者 CUDA 错误
答：因为离线量化或者量化训练并没有涉及到对 cuda 或者 cudnn 做修改，因此这个错误一般是机器上的
cuda 或者 cudnn 版本和 Paddle 所需的 cuda 或者 cudnn 版本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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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6. 量化训练时 loss 是 nan
答：需要适当调小学习率。如果小学习率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则需要考虑是否某些层对量化敏感，需要跳过
量化，比如 attention.

10.1.7 7. cpu 上跑量化后的模型出 nan
答：可查看使用的 paddle 版本是否包含pr，该 pr 修复了在对几乎是 0 的 tensor 进行量化时的 bug。

10.1. 量化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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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模型库

11.1 1. 图像分类
数据集：ImageNet1000 类

11.1.1 1.1 量化
分类模型 Lite 时延 (ms)

11.1.2 1.2 剪裁
PaddleLite 推理耗时说明：
环境：Qualcomm SnapDragon 845 + armv8
速度指标：Thread1/Thread2/Thread4 耗时
PaddleLite 版本：v2.3

11.1.3 1.3 蒸馏
注意：带”_vd”后缀代表该预训练模型使用了 Mixup，Mixup 相关介绍参考mixup: Beyond Empirical Risk
Min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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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1.4 搜索
数据集: ImageNet1000
数据集: Cifar10 | 模型 | 压缩方法 | Acc | 模型参数（MB）| 下载 | |:—:|:–:|:–:|:–:|:–:| | Darts | - | 97.135% |
3.767 | - | | Darts_SA(基于 Darts 搜索空间) | SANAS | 97.276%(+0.141%) | 3.344(-11.2%) | - |
Note: MobileNetV2_NAS 的 token 是：[4, 4, 5, 1, 1, 2, 1, 1, 0, 2, 6, 2, 0, 3, 4, 5, 0, 4, 5, 5, 1, 4, 8, 0, 0].
Darts_SA 的 token 是：[5, 5, 0, 5, 5, 10, 7, 7, 5, 7, 7, 11, 10, 12, 10, 0, 5, 3, 10, 8].

11.2 2. 目标检测
11.2.1 2.1 量化
数据集：COCO 2017
数据集：WIDER-FACE

11.2.2 2.2 剪裁
数据集：Pasacl VOC & COCO 2017
PaddleLite 推理耗时说明：
环境：Qualcomm SnapDragon 845 + armv8
速度指标：Thread1/Thread2/Thread4 耗时
PaddleLite 版本：v2.3

11.2.3 2.3 蒸馏
数据集：Pasacl VOC & COCO 2017

11.2.4 2.4 搜索
数据集：WIDER-FACE
Note: 硬件延时时间是利用提供的硬件延时表得到的，硬件延时表是在 855 芯片上基于 PaddleLite 测试的
结果。BlazeFace-NASV2 的详细配置在这里。

11.3 3. 图像分割
数据集：City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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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3.1 量化
图像分割模型 Lite 时延 (ms), 输入尺寸 769x769

11.3.2 3.2 剪裁
PaddleLite 推理耗时说明：
环境：Qualcomm SnapDragon 845 + armv8
速度指标：Thread1/Thread2/Thread4 耗时
PaddleLite 版本：v2.3

11.3. 3. 图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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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版本更新

12.1 最新版本信息
12.1.1 v2.0.0(02/2020)
• 新增支持动态图剪枝、量化
• 新增 OFA 压缩策略
• 修复若干剪枝相关问题

12.2 历史版本信息
12.2.1 v1.2.0
• 新增 PACT 量化训练功能，提升 PaddleSlim 在图像目标检测、图像语义分割、OCR 等模型上的量化
训练效果。
• 新增 DML(互蒸馏功能)，提升部分模型的蒸馏效果。
• 修复部分剪裁 bug，加强对 depthwise_conv2d 的剪裁能力。
• 优化剪裁和量化 API 的易用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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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v1.1.0(05/2020)
• 量化
– 增加无校准数据训练后量化方法，int16 精度无损，int8 精度损失低于 0.1%。
– 增强量化功能，完善量化 OP 的输出 scale 信息，支持 CPU 预测端全面适配量化模型。
• 剪裁
– 新增 FPGM 和 BN scale 两种剪裁策略, 在 MobileNetV3-YOLOV3-COCO 任务上，同等压缩率
下精度提升 0.6%。
– 新增自定义剪裁策略接口，方便开发者快速新增压缩策略。
– 剪裁功能添加对新增 Operator 的默认处理逻辑，扩展支持剪裁更多复杂网络。
• NAS
– 新增 DARTS 系列搜索算法，并提供扩展接口，方便用户调研和实现新的模型结构搜索策略。
– 模型结构搜索添加早停机制，提升搜索功能易用性。
– 新增一种基于强化学习的模型结构搜索策略，并提供扩展接口，为用户调研实现新策略提供参考。

12.2.3 v1.0.1
• 拆分 PaddleSlim 为独立 repo。
• 重构裁剪、量化、蒸馏、搜索接口，对用户开放底层接口。
– 量化:
* 新增基于 KL 散度的离线量化功能，支持对 Embedding 层量化。
* 新增对 FC 的 QAT MKL-DNN 量化策略支持
* 新增 PostTrainingQuantization，完整实现训练后量化功能：支持量化 30 种 OP，支持灵活
设置需要量化的 OP，生成统一格式的量化模型，具有耗时短、易用性强、精度损失较小的优
点。
* 量化训练支持设定需要量化的 OP 类型。
– 裁剪: 重构剪裁实现，方便扩展支持更多类型的网络。
– 搜索:
* 支持 SA 搜索，增加更多的搜索空间，支持用户自定义搜索空间。
* 新增 one-shot 搜索算法，搜索速度比上个版本快 20 倍。
• 新增大规模可扩展知识蒸馏框架 Pantheon
– student 与 teacher 、teacher 与 teacher 模型之间充分解耦，可分别独立运行在不同的物理设备
上，便于充分利用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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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teacher 模型的单节点多设备大规模预测，在 BERT 等模型上测试加速比达到线性；
– 用 TCP/IP 协议实现在线蒸馏模式的通信，支持在同一网络环境下，运行在任意两个物理设备上
的 teacher 模型和 student 模型之间进行知识传输；
– 统一在线和离线两种蒸馏模式的 API 接口，不同的 teacher 模型可以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
– 在 student 端自动完成知识的归并与知识数据的 batch 重组，便于多 teacher 模型的知识融合。
• 模型库:
– 发布 ResNet50、MobileNet 模型的压缩 benchmark
– 打通检测库，并发布 YOLOv3 系列模型的压缩 benchmark
– 打通分割库，并发布 Deepabv3+ 系列分割模型的压缩 benchmark
• 完善文档：
– 补充 API 文档；新增入门教程和高级教程；增加 ModelZoo 文档，覆盖分类、检测、分割任务。
所有文档包含中、英文。

12.2. 历史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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