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２２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程技术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Ｊｕｎｅꎬ２０２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２９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０

长尾识别研究进展
张

明１ꎬ２ ꎬ翟俊海１ꎬ２ ꎬ许

垒１ꎬ２ ꎬ高光远１ꎬ２

(１.河北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ꎬ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２.河北大学河北省机器学习与计算智能重点实验室ꎬ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要]

长尾识别是目前深度学习领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ꎬ长尾识别的工作重点是解决长尾分布数据的

计算机视觉识别任务. 长尾分布的显著特征为 ２－８ 分布ꎬ即 ２０％的类占据 ８０％的样本. 将少数几个类占据了大
部分数据的类称之为头部类ꎻ而大多数类占据了很少部分数据的类称之为尾部类. 首先ꎬ列举解决长尾识别问题
的各种方法. 然后ꎬ将其划分为重采样、重加权、迁移学习、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以及其它方法进行阐述.
最后ꎬ阐述对相关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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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深度学习在图像分类 [１] 、目标检测 [２] 、人脸识别 [３] 等计算机视觉任务中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 然而ꎬ当深度学习模型遇到长尾分布数据时ꎬ往往会表现不佳. 这是因为长尾分布数据集的头部少数
类占据了大多数数据ꎬ而尾部多数类却占据了很少的一部分数据. 深度学习模型在处理长尾分布数据集
时会偏向头部类ꎬ但对其期望是可以在所有类上都表现良好ꎬ而不是偏向头部类. 长尾识别的本质便是这
两者之间的不匹配问题 [４] .

由于尾部类也是整个长尾分布数据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所以仅仅为了获得均匀的分布而将其去除是

不可取的. 但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和具有先进性能的深度模型对长尾分布建模是具有挑战性的.

将长尾学习困难的本质分为以下 ３ 个方面:一是长尾分布数据集中尾部类样本太少ꎬ整个数据集的不

平衡程度太高. 二是深度模型的损失由头部类主导ꎬ使分离的超平面严重偏离尾部类. 三是尾部类数据太
少ꎬ类内多样性太低.

我们并以这些困难作为解决方案的线索将现有的解决方案分为 ５ 类:一是重采样ꎬ其策略是试图构造

出平衡的数据集. 二是重加权ꎬ其策略是在损失函数中给小的类别分配大的权重. 三是迁移学习ꎬ分别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３１.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计划重点研发项目(１９２１０３１０Ｄ)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Ｆ２０２１２０１０２０) .

通讯作者:翟俊海ꎬ博士ꎬ教授ꎬ研究方向:机器学习、云计算与大数据处理、深度学习. Ｅ￣ｍａｉｌ:ｍｃｚｊｈ＠ １２６.ｃｏｍ

— ６３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程技术版)

第 ２２ 卷第 ２ 期(２０２２ 年)


头部类和尾部类建模ꎬ将学到的头部类的信息、表示、知识迁移给少数类使用. 四是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

器学习ꎬ由于类别重新平衡方法( 重采样和重加权) 都会损害深度网络学习到的深度特征的表示能力ꎬ该
方法把不平衡学习分为两个阶段ꎬ在特征学习阶段正常采样ꎬ在分类器学习阶段平衡采样ꎬ以此来克服类
别重新平衡方法的缺点. 五是其它方法ꎬ是一些长尾学习在其它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
本文针对已经提出解决长尾识别的方法进行综述ꎬ并对这些方法按照重采样、重加权、迁移学习、解耦
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方法以及其它方法进行分类. 对每一种方法的创新点、优缺点进行论述ꎬ这为从事
相关研究的人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１

相关工作
长尾识别问题涉及数据不平衡问题和少样本问题. 下文分 ５ 类介绍ꎬ包括重采样、重加权、迁移学习、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以及其它方法.

１.１

重采样
数据重采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拥有小部分数据的类别进行过采样 [５－７] . 由于随机过采样这

种重复采样方法往往会导致严重的过拟合ꎬ所以现在主流的过采样方法是数据合成 [８－１０] . 即通过某种方
式人工合成一些少数类样本ꎬ从而达到类别平衡的目的. 经典方法 Ｓｍｏｔｅ [１１] 的思路就是选取任意的少数类
样本ꎬ用 Ｋ 近邻 [１２] 选取其相似样本ꎬ通过对样本线性插值得到新样本. 生成对抗网络 [１３] 在最近几年中取
得了显著的进步. 然而ꎬ增加具有高多样性的样本仍然具有挑战性.

另一种是对于拥有大部分数据的类别进行欠采样 [１４－１５] . 随机欠采样是从多数类样本中随机选取一些

样本去除掉.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被去除的样本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信息ꎬ这样会导致学习出来的模型效
果不好. 而 Ｅａｓｙ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１６] 便是采用集成学习的机制来处理传统随机欠采样中的信息
丢失问题.

１.２

重加权
经典的重加权方法 [１７－２０] 通常在目标函数上对尾部类的训练数据施加较大惩罚ꎬ借此克服不平衡问

题. 一般而言ꎬ损失函数中的惩罚权重与类别对应样本数成反比. 但最近ꎬＣｕｉ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有效样本
数来重新加权损失的方法ꎬ替代了之前根据样本数目比例确定惩罚权重的做法 [２１] .

除了上述在类别上调整权重的方法外ꎬ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在样本上重新加权损失 [２２－２４] . 这些方法

通过提高难学样本的权重和降低易学样本的权重ꎬ来进行重新加权损失.

目前ꎬ重加权方法还包括对已有损失函数的改进 [２５] 和提出新型的损失函数 [２６] . 其中ꎬ对分类器做正

则化 [２７] 和修改损失函数来为不同的类施加不同的惩罚的方法都有局限性. 分类器权重正则化与优化器的
选择有关ꎬ修改损失函数大多不能满足损失函数在降到最低时ꎬ错误率也要达到最小. 因此ꎬＭｅｎｏｎ 等 [２８]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ｌｏｇｉｔ 的训练方法来克服重加权方法带来的不稳定影响.

１.３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 [２９－３２] 通常分别对头部类和尾部类建模ꎬ将学到的头部类的信息、表示、知识迁移给少数类使

用. Ｗａｎｇ 等 [３３] 构造了一个元网络ꎬ学习如何逐步将元知识从头部类迁移到尾部类. Ｍｏｓｔａｆａ 等 [３４] 提出了
一种长尾信息网络模型ꎬ使用元数据驱动的方法在网络发布的数据集之间建立语义信息网络ꎬ改善了跨学
科的信息可重用性.

１.４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方法是把不平衡学习分为两个阶段ꎬ在特征学习阶段正常采样ꎬ在分类器

学习阶段平衡采样ꎬ这样可以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ꎬ这也是我目前认为最优的长尾识别方法.

Ｚｈｏｕ 等 [３５] 提出了一种具有特定累积学习策略的双边分支网络ꎬ彻底改善了长尾识别的性能. Ｋａｎｇ

等 [３６] 提出了一个解耦的训练模式ꎬ首先联合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ꎬ然后通过使用类别平衡采样方法重
新训练分类器来获得平衡分类器ꎬ这样有助于模型更好的学习尾部类特征.

１.５

其它方法
此外ꎬ还有一些其它类型的方法 [３７－３８] 来解决长尾识别问题. Ｍａ 等 [３９] 提出了一种新的聚合 － 分散训练

方式ꎬ从而实现了对每个类别的准确分类. Ｔｏｎｇ 等 [４０] 提出了一种低复杂度的大规模多标签学习算法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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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通过自适应地修剪尾部标签来促进模型的快速预测.

以上都是用来解决长尾识别问题的ꎬ有些方法虽然不是专门为解决长尾问题而设计的ꎬ但是也可以部
分解决. 下面对其中的一些方法进行详细的论述ꎬ并对每一类方法的创新点、优缺点进行讨论.

２

主要方法

２.１

数据重采样

２.１.１

Ｓｍｏｔｅ

过采样中的数据合成方法是利用已有样本生成更多样本ꎬ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为 Ｓｍｏｔｅ [１１] ꎬ它利用

少数类样本在特征空间的相似性来生成新样本. 对于少数类样本 ｘ ｉ ∈Ｓ ｍｉｎ ꎬ从它属于少数类的 Ｋ 近邻中随
机选取一个样本点 ｘ＾ ｉ ꎬ生成一个新的少数类样本 ｘ ｎｅｗ ꎬ
式中ꎬδ∈[０ꎬ１] ꎬ是一个随机数.

ｘ ｎｅｗ ＝ ｘ ｉ ＋( ｘ＾ －ｘ ｉ ) ∗δ.

(１)

Ｓｍｏｔｅ 为每个少数类合成相同数量的新样本ꎬ这样就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增加了类别之间

重叠的可能性ꎬ另一方面是生成一些没有提供有益信息的样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 Ｈａｎ 等 [８] 提出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ｍｏｔｅ 方法.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ｍｏｔｅ 为每个少数类样本计算 Ｋ 近邻ꎬ但只为其中 Ｋ 近邻中有一半以上多数类样本的少数

类样本生成新样本. 直观地讲ꎬ只为那些周围大部分是多数类样本的少数类样本生成新样本ꎬ因为这些样
本往往是边界样本. 在确定了为哪些少数类样本生成新样本后再利用 Ｓｍｏｔｅ 生成新样本.

２.１.２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本质上是一种原型选择方法ꎬ即从多数类样本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用于训练ꎬ主要是为

了缓解随机欠采样中的信息丢失问题.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采用一些启发式的规则来选择样本ꎬ根据规则的不同可分
为 ３ 类:

(１)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 １:选择到最近的 Ｋ 个少数类样本平均距离最近的多数类样本.
(２)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 ２:选择到最远的 Ｋ 个少数类样本平均距离最近的多数类样本.

(３) 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 ３:对于每个少数类样本选择 Ｋ 个最近的多数类样本ꎬ目的是保证每个少数类样本都被

多数类样本包围.

总的来说ꎬ重采样就是在已有数据不平衡的情况下ꎬ人为地让模型学习时接触到的训练数据是类别平
衡的. 不过由于尾部类的少量数据往往被反复学习ꎬ缺少足够多的样本差异ꎬ鲁棒性较差. 而头部拥有丰
富多样性的大量数据又往往得不到充分学习. 因此ꎬ重采样在非平衡程度相对较小的长尾分布数据集上
往往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在极端失衡的长尾分布下ꎬ这种方法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ꎬ所以重
采样也并非是个真正完美的解决方案.

２.２

重加权

２.２.１

基于有效样本数的重加权方法

在直觉上ꎬ我们认为数据越多越好ꎬ但是由于数据之间存在信息重叠ꎬ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ꎬ模型可以

从数据中提取的有益信息逐渐减少. 基于此观察ꎬＣｕｉ 等 [２１] 提出了一种考虑数据重叠来帮助量化有效样
本数的方法ꎬ它与每个类别的有效样本数成反比来重新加权损失.
给定一个类ꎬ将其特征空间中所有可能的数据集合表示为 Ｓ. 我们假设 Ｓ 的体积为 ＮꎬＮ≥１. 将每个样

本表示为 Ｓ 的一个子集ꎬ其单位体积为 １ꎬ并且可能与其他样本重叠. 本文定义样本的有效数量是样本的
期望体积. 将样本的有效数量( 期望体积) 表示为 Ｅ ｎ ꎬ其中 ｎ 是样本数量.
Ｅ ｎ ＝ (１ －β ｎ ) / (１ －β) .

式中ꎬβ∈[０ꎬ１] ꎬβ ＝ ( Ｎ － １) / Ｎ 是一个超参数.

(２)

当 Ｎ 较大时ꎬ有效样本数与样本数 ｎ 趋近相同. 这时唯一的原型数 Ｎ 较大ꎬ因此不存在数据重叠ꎬ每
个样本都是唯一的. 在另一个极端ꎬ如果 Ｎ ＝ １ꎬ这意味着只有一个原型ꎬ所以这个类中的所有数据都可以
通过数据扩充、转换等由这个原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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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不平衡数据的训练问题ꎬ文中还提出了一种类别平衡损失. 引入一个与有效样本数成反比
的加权因子ꎬ该因子与 ｉ 类样本的有效样本数量成反比:α ｉ ＝ １ / Ｅ ｎ ｉ . 类别平衡损失为:
L( ｐꎬｙ) ＝

１
１ －β
L( ｐꎬｙ) ＝
L( ｐꎬｙ) .
Ｅ ｎｙ
１ －β ｎｙ

(３)

式中ꎬｎ ｙ 是真实类别 ｙ 中的样本数. β ＝ ０ 对应没有重新加权损失ꎬ而 β →１ 对应通过相反的类别频率重新
加权损失.
失

文中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进行了对比实验ꎬ证实了类别平衡损失比 Ｓｏｆｔｍａｘ 损失、Ｓｉｇｍｏｉｄ 损失、Ｆｏｃａｌ 损

[２３]

等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但是该方法还做不到给每个类别都找到超参数. 下面通过在数据分布中纳

入合理的假设或设计ꎬ用基于自适应的方法来扩展当前方法的框架.

２.２.２

均衡损失

当某个类别的样本用于训练时ꎬ模型对其它类别的预测参数就会受到副作用梯度的影响ꎬ使得对其它

类别的预测概率变低. 由于稀有类别的样本几乎不会出现ꎬ因此在网络参数更新期间ꎬ起副作用的梯度会
严重影响这些类别的预测参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Ｔａｎ 等 [２５] 提出了一种均衡损失函数ꎬ它忽略了尾部类的梯度. 在网络参数更新过
程中ꎬ保护了模型对尾部类的学习能力.
示为

在原始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 交叉熵损失函数中引入权重项 ｗꎬ以减少负样本对尾部类的影响. 均衡损失可以表
Ｃ

LＳＥＱＬ ＝ － ∑ ｙ ｊ ｌｇ( ｐ
ｊ).

(４)

ｊ＝１

式中ꎬ

＝
ｐ
ｊ
并且权重项 ｗ 为

Ｃ

ｅ ｚｊ

ｗｅ
∑
ｋ＝１

(５)

.
ｚｋ

ｗ ＝ １ －βＴ λ( ｆ ｋ ) (１ －ｙ ｋ ) .

(６)

式中ꎬβ 是一个随机变量ꎬ用于维护负样本的梯度. ｆ ｋ 是类别 ｋ 在数据集中出现的频率. Ｔ λ( ｘ) 是阈值函数ꎬ
当 ｘ<λ 时输出 １ꎬ否则输出 ０. 对于数量频率低于阈值的稀有类别ꎬ忽略负样本的副作用梯度. 文中利用 λ
将尾部类别与所有其他类别区分开来.

通过大规模数据集进行了对比实验ꎬ 证实了均衡损失比 Ｆｏｃａｌ 损失 [２３] 、 Ｃｌａｓｓ￣ａｗａｒｅ 采样 [６] 、 Ｒｅｐ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 采样 [４１] 和类别平衡损失 [２１] 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这种方法简单而有效ꎬ在目标检测和图像分类方
面效果显著.

２.３.３

距离损失

Ｚｈａｎｇ 等 [４２] 在研究了长尾数据对神经网络训练的影响时ꎬ提出了一种新的距离损失函数ꎬ以便在训

练过程中有效地利用尾部数据.

距离损失与中心损失 [４３] 很类似ꎬ都是增大了类别间的距离ꎬ减小了类别内的距离. 但是距离损失还可
以减小尾部部分数据对识别率的影响.
距离损失可以表示为
LＲ ｉｎｔｒａ 表示类别内损失

LＲ ＝ αLＲ ｉｎｔｒａ ＋βLＲ ｉｎｔｅｒ .
LＲ ｉｎｔｒａ ＝

LｉＲ
∑
ｉ⊆Ｉ

ｉｎｔｒａ

＝

∑
ｉ⊆Ｉ

(７)
ｋ

ｋ

∑
ｊ＝１

１
Ｄｊ

.

(８)

文中利用调和平均值来解决类别内的距离ꎬ其中 ｋ 的值ꎬ按照经验设置为 ２.
LＲ ｉｎｔｅｒ 表示类别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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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损失函数可以表示为

L ＝ LＳ ＋λLＲ .

式中ꎬLＳ 是 Ｓｏｆｔｍａｘ 交叉熵损失函数. 为了在提高模型分类能力ꎬ联合采用距离损失和 Ｓｏｆｔｍａｘ 损失.

(１０)

在 ＬＦＷ 和 ＹＴＦ 数据集上进行了对比实验ꎬ证实了距离损失比 Ｓｏｆｔｍａｘ 损失、中心损失[４３] 、ＤｅｅｐＦａｃｅ [４４]

等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ꎬ为解决长尾识别问题提供了新方法.

通过对损失函数的改进来解决长尾识别问题. 大部分实现简单ꎬ往往只需修改下损失函数ꎬ就可以取
得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结果. 但重加权方法也是具有局限性的ꎬ因为其以牺牲深度网络的特征学习模块的
性能为代价ꎬ显著提升了深度网络的分类器学习模块的性能ꎬ所以重加权也并非是个真正完美的解决
方案.

２.３

２.３.１

迁移学习
开放长尾识别

２０１９ 年ꎬ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的研究人员们深入研究了视觉识别问题的背景和设定ꎬ重新定义了开放长尾识

别问题ꎬ通过融合不平衡分类、少样本学习和开放集识别三方面ꎬ大幅度提升长尾数据识别的表现 [４５] .

长尾识别不仅要处理封闭世界中的不平衡分类和少样本学习ꎬ而且还要处理开放集识别. 基于此观

察ꎬＬｉｕ 等 [４５] 提出了一种集成的长尾识别模型ꎬ来处理开放集识别.

如图 １ 所示ꎬ提出的长尾识别模型主要由两个模块组成:动态元嵌入和调节注意力. 前者在头部类和

尾部类之间建立联系并传递知识ꎬ而后者则在头部类和尾部类之间保持区别.

图１
Ｆｉｇ １

长尾识别模型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由于长尾分布的头部类数据足够丰富ꎬ因此特征提取器一般可以很好地提取出头部类的特征. 而尾
部类严重缺乏数据ꎬ导致特征提取器无法很好地提取出这些类别的特征.
为了解决尾部类问题ꎬ文中引入了一个记忆模块ꎬ里面存储着每个类的原型. 通过类似中心损失的方
式考虑了类别内与类别间信息构造出来的. 当用特征提取器提取特征时ꎬ会从记忆模块中借鉴一些有用
的信息来扩充当前的特征表示. 另外ꎬ提出了用概念选择器来控制融合特征的数量和种类. 由于头部类别
已经具有丰富的数据ꎬ只需小部分特征用于针对它们的融合. 而对于尾部类别来说ꎬ数据较少所以记忆特
征中对它们有着较大的提升作用.
通过实验发现ꎬ对特征图添加空间注意力可以进一步增强特征的判别能力. 对于不同类别的图像ꎬ具
有判别能力的信息往往分布在图片的不同位置上ꎬ如果能自适应地给出一个注意力更关注这些位置ꎬ或许
会使最终学到的特征更适合分类这样. 所以为了让模型能具备这种自适应的提取判别特征的效果ꎬ文中
提出了调节注意力ꎬ它由图像上的自注意力和空间注意力构成.

将这一模型应用到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ＬＴ、Ｐｌａｃｅｓ￣ＬＴ 数据集上ꎬ比 Ｆｏｃａｌ 损失 [２３] 、距离损失 [４２] 、Ｐｌ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４６] 等

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基于开放长尾识别问题的视觉任务更适合于数据的自然分布ꎬ能够更准确贴切地描述真实状况ꎬ将会
为目标检测、分割和强化学习带来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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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为尾部类样本构造特征云

２０２０ 年ꎬＬｉｕ 等提出了一种为尾部类样本构造特征云的方法ꎬ在训练过程中来扩展尾部类的分布ꎬ在

特征空间中将头部类的类内分布转移到尾部类 [４７] . 目标是使尾部类在训练中实现与头部类相似的类内角
度变化.

首先ꎬ计算头部类特征与其对应类中心之间的夹角分布. 然后平均所有头部类的角方差ꎬ就得到了头
部类的总体方差. 然后ꎬ考虑将头部类的方差传递给每个尾部类. 文中提出在每个尾部类实例的深层特征
空间中增加一定的扰动. 随着特征向量的增加ꎬ一个特定的特征向量变成一组散布在其周围的可能特征ꎬ
这被称为特征云.
特征云的本质是一个概率模型. 既然尾部类自身由于样本数量稀少ꎬ导致类内多样性不足ꎬ那么就要
向头部类学习ꎬ将头部类的类内多样性迁移到尾部类用特征云来填充尾部类的特征空间.
每个具有相应特征云的实例都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分布范围ꎬ使得尾部类与头部类具有相似的角度
分布. 因此ꎬ它减轻了学习到的特征空间的失真ꎬ并改善了对长尾数据的深度表示学习.

大规模进行了对比实验ꎬ证实了文中方法比 Ａｄｖｅｓａｒｉａｌ [４８] 、ＡＡＣＮ [４９] 等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ꎬ为解决

长尾识别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２.３.３

ＩＥＭ

通常用一个原型表示一个类别ꎬ但是长尾数据有更高的类内方差ꎬ导致学习起来更困难. 因此ꎬＺｈｕ

等 [５０] 引入膨胀片段记忆( ｉｎｆｌａｔｅｄ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ꎬＩＥＭ) 来存储每个类别最具判别性的特征. 同时ꎬＩＥＭ 各
个类的参数是独立更新的ꎬ不会受到多数类的影响.

ＩＥＭ 遵循键值存储格式. ＩＥＭ 中的每个键存储器都对应一个值存储器. ＩＥＭ 通过查找与键存储器中

相关关键字之间的相似性度量来生成权重. 当进行读取操作时ꎬ可以获得检索到的预测值ꎬ使用均方差损
失(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ꎬＭＳＥ) 来评估检索到的预测值与真实标签之间的距离.

提出一种新的区域自注意力机制(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ꎬＲＳＡ) ꎬ来从特征图中提取局部特征. 在训练

过程中ꎬ在分类前的最后一个卷积块插入 ＲＳＡ. 然后聚合区域统计信息ꎬ在每个尺度上为区域生成一个特
征. 为所有类别提供了更强大的区分功能ꎬ从而提高了识别能力.

模型的整体损失为分类的交叉熵损失和 ＩＥＭ 的 ＭＳＥ 损失.
L ＝ ＣＥ( ｙꎬｙ′) ＋ＭＳＥ( ＲＥＡＤ( Ｍ ｙ ) ꎬ１) ＋ＭＳＥ( ＲＥＡＤ( Ｍ ｙ) ꎬ０) .

式中ꎬＲＥＡＤ 是 ＩＥＭ 的读取操作.

(１１)

大规模进行了对比实验ꎬ证实了 ＩＥＭ 比 Ｆｏｃａｌ 损失[２３] 、距离损失[４２] 、ＯＬＴＲ 等有了显著的性能提升[４５] .

通过引入 ＩＥＭ 来存储每个类别最具判别性的特征ꎬ加快了尾部类的学习速度ꎬ同时也加强了模型的识别
能力ꎬ但模型的泛化性能不高.

对于迁移学习方法而言ꎬ从头部类中学习通用知识ꎬ然后迁移到尾部类中的这种理念和实际效果都非
常好. 但是这类方法实现起来比较困难ꎬ因为往往还需要设计额外比较复杂的模块. 不过目前的偏好也并
非绝对ꎬ也许未来可以设计出简单有效的迁移模型.

２.４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
２.４.１ 双边分支网络(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ＢＢＮ)

２０２０ 年ꎬＺｈｏｕ 等 [３５] 首次揭示了重采样和重加权这类类别重新平衡方法ꎬ其奏效的原因在于它们显著

提升了深度网络的分类器学习的性能. 但是ꎬ也损害了所学习的深层特征的表示能力.

基于这一观察ꎬ如图 ２ 所示ꎬＺｈｏｕ 等提出了一个 ＢＢＮꎬ以同时兼顾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 将深度模

型的这两个重要模块进行解耦ꎬ从而保证两个模块互不影响ꎬ共同达到优异的收敛状态ꎬ协同促进深度网
络在长尾数据分布上的泛化性能.

ＢＢＮ 主要由 ３ 部分组成:常规学习分支、再平衡分支、累计学习策略. 常规学习分支和再平衡分支分

别用于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 这两个分支使用了同样的残差网络结构ꎬ除最后一个残差模块ꎬ两个分支
的网络参数是共享的. 为这两个分支分别配备均匀采样器和逆向采样器ꎬ得到两个样本( ｘ ｃ ꎬｙ ｃ ) 和( ｘ ｒ ꎬｙ ｔ )

作为输入数据ꎬ其中前者用于常规学习分支ꎬ后者用于再平衡分支. 然后ꎬ将这两个样本送入各自对应的
分支后ꎬ通过残差网络和全局平均池化( ｇｏｂａｌ 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ｏｌｉｎｇꎬＧＡＰ) 得到特征向量 ｆ ｃ 和 ｆ ｒ . 最后ꎬ通过使用
— 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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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Ｆｉｇ ２

双边分支网络的框架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一个自适应权衡参数 α 来控制 ｆ ｃ 和 ｆ ｒ 的权重ꎬ将加权特征向量 αｆ ｃ 和( １ － α) ｆ ｒ 分别发送到分类器 Ｗ ｃ 和
Ｗ ｒ ꎬ再通过逐元素累加的方式将其输出整合到一起.

经实验验证ꎬＢＢＮ 在多个长尾分布的标准数据集 ( 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ＣＩＦＡＲ － １０ － ＬＴ 和 ＣＩＦＡＲ －
１００ －ＬＴ) 上均取得了目前最佳的视觉识别性能ꎬ彻底改善了长尾任务的识别性能.

２.４.２

一种辅助学习方法

Ｚｈａｎｇ 等 [５１] 提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辅助学习方法. 其核心思想与 ＢＢＮ 相同ꎬ也是将深度模型的分类

器和特征提取两部分进行解耦ꎬ然后对每个部分采用不同的训练策略.

为了避免训练过程被头部类主导ꎬ采用类别平衡采样方法( ｃｌ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ＣＢＳ) 对整个网络

进行训练. 为了避 免 过 拟 合 的 风 险ꎬ 对 于 特 征 提 取 部 分ꎬ 提 出 了 一 个 辅 助 训 练 方 法ꎬ 在 常 规 随 机 采 样
(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ＲＲＳ) 方法下训练一个分类器.

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分解为特征提取器 φ() 和分类器 ｈ() . 分类器 ｈ() 使用 ＣＢＳ 方案进行训练ꎬ在

原分类器 ｈ() 之外构造了另一个分类器 ｈ ａ() . ｈ() 和 ｈ ａ() 都附加到相同的特征提取器 φ() 上ꎬ进行
联合训练.

训练 ｈ ａ() 时不使用 ＣＢＳꎬ而是使用 ＲＲＳ. 这样分类器只受 ＣＢＳ 训练的影响ꎬ而特征提取器是从 ＣＢＳ

和 ＲＲＳ 方案中学习的. ＣＢＳ 损失的头部类信息可以通过 ｈ ａ() 来恢复. 因此ꎬ特征提取器可以充分利用整
个数据集的信息ꎬ从而避免了过拟合问题.

通过实验证明ꎬ此方法比 Ｆｏｃａｌ 损失 [２３] 、距离损失 [４２] 和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 [５０] 具有更好的性能.

在深度学习中ꎬ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通常被耦合在一起进行端到端的模型训练. 但在长尾分布数
据的极度不平衡因素影响下ꎬ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的效果均会受到不同程度干扰.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
类器学习这类方法ꎬ将深度模型这两个模块进行解耦ꎬ从而保证两个模块互不影响ꎬ共同达到优异的收敛
状态ꎬ协同促进深度网络在长尾数据分布上的泛化性能. 该方法简单有效ꎬ易于实现ꎬ是目前最优的长尾
识别解决方法.

２.５

其它方法
长尾的方法ꎬ一般以牺牲头部类的性能为代价ꎬ提升了尾部类的性能. Ｗａｎｇ 等 [５２] 设计了一种能同时

提高头部类和尾部类性能的模型融合方法. 首先ꎬ训练多个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这些 ｅｘｐｅｒｔｓ 共享一部分模
块ꎬ再对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进行差异性地训练. 然后ꎬ设计了 ｅｘｐｅｒ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模块来处理难学样本. 对难学
样本特殊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新鲜ꎬ比如 Ｆｏｃａｌ Ｌｏｓｓ [２３] . 但文中设计的模块可以动态调整ꎬ而不是像 Ｆｏｃａｌ
Ｌｏｓｓ 依赖先验的统计进行加权.

因为设计了多个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而一些简单样本显然不需要这么多的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所以就根据样本难易

程度进行动态分配.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个路由模块ꎬ去动态地决定哪些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ｘｐｅｒｔ 应该参与分类ꎬ
这样可以更高效地对难学和易学样本ꎬ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 之后对多个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ｘｐｅｒｔｓ 的输出取几何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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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在包括 ＣＩＦＡＲ１００ －ＬＴ、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ＬＴ 和 ｉＮａｔｕｒｉｓｔ 的数据集上测试ꎬ表现明显优于 Ｆｏｃａｌ 损失 [２３] 、

ＯＬＴＲ [４５] 等方法. 但是此方法跟长尾分布似乎没有太大关系ꎬ对于多个模型的融合很明显会提升分类性
能. 而且模型融合似乎对尾部类性能的提升更明显.

３

结论
本文对解决长尾识别问题的若干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讨论ꎬ一些传统的非平衡学习方法也可以用来解

决长尾识别问题. 例如ꎬ重采样和重加权方法ꎬ可以直接影响深度网络中分类器权重的更新ꎬ从而促进了
分类器的学习. 但是ꎬ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所学习深层特征的表示能力. 另外ꎬ还介绍了一些迁移学
习、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的方法. 迁移学习方法通过从头部类中学习通用知识ꎬ然后迁移到尾部类
中的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它们往往还需要设计额外比较复杂的模块ꎬ并且还存在领域偏移问
题. 解耦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将深度模型的特征学习和分类器学习两部分进行解
耦ꎬ然后对每个部分采用不同的训练策略. 这类方法简单有效ꎬ易于实现ꎬ是我目前认为最优的长尾识别
方法. 关于长尾识别的研究仍然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ꎬ例如ꎬ面向大数据环境的长尾可视识
别研究、面向开放环境的长尾识别研究等ꎬ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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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ꎬＦＬꎬＵＳＡꎬ２００３:４３５.

[１９] ＭＩＫＯＬＯＶ ＴꎬＳＵＴＳＫＥＶＥＲ ＩꎬＣＨＥＮ Ｋ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２０１３:３１１１－３１１９.

[２０] ＨＵＡＮＧ ＣꎬＬＩ Ｙ ＮꎬＴＡＮＧ Ｘ Ｏꎬ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６:５３７５－５３８４.

[２１] ＣＵＩ ＹꎬＪＩＡ Ｍ ＬꎬＬＩＮ Ｔ Ｙꎬ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ｌｏ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９:９２６８－９２７７.

[ ２２] ＬＩ ＢꎬＬＩＵ ＹꎬＷＡＮＧ Ｘ.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 / / 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ꎬ
Ｈａｗａｉｉ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９ꎬ３３(１) :８５７７－８５８４.

[２３] ＬＩＮ Ｔ ＹꎬＧＯＹＡＬ ＰꎬＧＩＲＳＨＩＣＫ Ｒꎬｅｔ ａｌ. Ｆｏ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ｎ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ｅｎｉｃｅꎬＩｔａｌｙꎬ２０１７:２９８０－２９８８.

[２４] ＤＯＮＧ ＱꎬＧＯＮＧ Ｓ ＧꎬＺＨＵ Ｘ Ｔꎬ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ｅｎｉｃｅ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７:１８６９－１８７８.

[２５] ＴＡＮ Ｊ ＲꎬＷＡＮＧ Ｃ ＢꎬＬＩ Ｂ Ｙꎬｅｔ 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ꎬＵＳＡꎬ２０２０:１１６５９－１１６６８.

[２６] ＣＡＯ Ｋ ＤꎬＷＥＩ Ｃ ＬꎬＧＡＩＤＯＮ Ａꎬ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ｌｏｓｓ[ Ｃ] / /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ꎬＣａｎａｄａꎬ２０１９:１－１８.

[ ２７] ＺＨＯＵ Ｙ ＣꎬＨＵ Ｑ Ｈ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ｓｕｐｅｒ￣ｃｌａ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８ꎬ８０:１１８－１２８.

[２８] ＭＥＮＯＮ Ａ ＫꎬＪＡＹＡＳＵＭＡＮＡ ＳꎬＲＡＷＡＴ Ａ Ｓꎬ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ｏｇｉ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 / ａｂｓ /
２００７.０７３１４.

[２９] ＭＡＨＡＪＡＮ ＤꎬＧＩＲＳＨＩＣＫ Ｒꎬ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ｗｅａｋｌ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ｕｎｉｃｈꎬＧｅｒｍａｎｙꎬ２０１８:１８１－１９６.

[３０] ＹＩＮ ＸꎬＹＵ ＸꎬＳＯＨＮ Ｋꎬｅｔ 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ꎬ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９:５７０４－５７１３.

[３１] ＰＡＮ Ｓ ＪꎬＹＡＮＧ Ｑ.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０ꎬ２２(１０) :
１３４５－１３５９.

[３２] ＺＡＭＩＲ Ａ ＲꎬＳＡＸ ＡꎬＳＨＥＮ Ｗ. Ｔａｓｋｏｎｏｍｙ: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８.

[３３] ＷＡＮＧ Ｙ ＸꎬＤＥＶＡ ＲꎬＭＡＲＴＩＡＬ Ｈꎬ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ｔａｉｌ[ Ｃ]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７:７０３２－７０４２.

[３４]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Ｍ ＥꎬＰＲＡＶＥＥＮ ＫꎬＬＵＩＧＩ 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ꎬ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１１.

[３５] ＺＨＯＵ Ｂ ＹꎬＣＵＩ ＱꎬＷＥＩ Ｘ Ｓꎬｅｔ ａｌ. ＢＢ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ꎬＵＳＡꎬ２０２０:９７１６－９７２４.

[３６] ＫＡＮＧ Ｂ ＹꎬＸＩＥ ＳꎬＲＯＨＲＢＡＣＨ Ｍꎬ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ꎬＵＳＡꎬ２０２０.

[３７] ＺＨＵ Ｘ ＸꎬＡＮＧＵＥＬＯＶ ＤꎬＲＡＭＡＮＡＮ Ｄꎬ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４:９１５－９２２.

[３８] ＳＩＮＨＡ ＳꎬＥＢＲＡＨＩＭＩ ＳꎬＤＡＲＲＥＬＬ Ｔꎬ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ｏｕｌꎬＫｏｒｅａｎꎬ２０１９:５９７２－５９８１.

[３９] ＭＡ Ｙ Ｈꎬ ＫＡＮ Ｍ Ｎꎬ ＳＨＡＮ Ｓ Ｇ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ｆａｃ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２０２０ꎬ１３３:４８－５４.

[４０] ＴＯＮＧ ＷꎬＬＩ Ｙ Ｆ. Ｄｏｅｓ ｔａｉｌ ｌａｂｅｌ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ｂｅ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２０２０ꎬ３１(７) :２３１５－２３２４.

[４１] ＧＵＰＴＡ ＡꎬＤＯＬＬＡＲ ＰꎬＧＩＲＳＨＩＣＫ Ｒ. ＬＶＩＳ:Ａ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 / /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ＵＳＡꎬ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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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ＺＨＡＮＧ ＸꎬＦＡＮＧ Ｚ ＹꎬＷＥＮ Ｙ Ｄꎬｅｔ 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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