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视觉计划
三大方向、六大课题
带您走进CV新时代
华为云EI 谢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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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谢凌曦，现任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学习/工作经历
>2006年9月–2010年7月，清华大学，本科

>2010年9月–2015年7月，清华大学，博士

>2015年10月–2019年1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
>图像分类、物体检测、物体分割、动作识别、……

>业界最早提出网络架构搜索的学者之一

• 60+顶级会议/期刊论文，谷歌学术引用3800+



3

演讲提纲

•《华为视觉计划》全景

>AI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洞察和解法

•《华为视觉计划》进展

>年度进展总览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总结和展望

>未来发展方向

>精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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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全景 进展 总结

• AI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 洞察和解法

AI短
期

替代重复劳动
解放生产力

长
期

突破智力极限
发现新知识

数据敏感
难以适应长尾分布

模型敏感
通常需求巨大算力

缺乏知识
算法可解释性较差

可复制性弱
开发成本居高不下



5

洞察：三大方向，一个平台
全景 进展 总结

• AI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 洞察和解法

AI短
期

替代重复劳动
解放生产力

长
期

突破智力极限
发现新知识

数据高效
 定义：给定模型时，

使算法达到尽可能高
的性能-数据量平衡

模型高效
 定义：给定数据时，

使算法达到尽可能高
的性能-复杂度平衡

知识高效
 定义：寻求独立于数

据标注和模型设计、
可泛化的训练范式

高效开发平台
 定义：用户仅提供数

据和成本需求，平台
自动完成开发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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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六大课题
全景 进展 总结

• AI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 洞察和解法

AI短
期

替代重复劳动
解放生产力

长
期

突破智力极限
发现新知识

数据高效
• 数据魔方：跨模态数

据提供更丰富信息
• 数据冰山：少量标注

撬动海量无标签数据

模型高效
• 模型摸高：不惜代价

训练更强骨干模型
• 模型瘦身：受限算力

下的高效模型设计

知识高效
• 万物预视：从无标签

数据中抽取通用知识
• 虚实合一：虚拟场景

辅助真实学习任务

高效开发平台
• 超强预训练模型
• 高效数据扩增和生成
• 模型按需抽取
• 自动优化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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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视觉计划》年度大事记

• 2020年3月，华为云人工智能领域首席科学家田奇教授发布《华为视觉计划》

• 2020年3月，团队发布CAKD算法，登顶ImageNet-1K无额外训练精度榜

• 2020年5月，团队在nuScenes三维物体检测竞赛中夺冠

• 2020年6月，团队在MS-COCO物体检测竞赛中夺冠

• 2020年6月，团队在WebVision网络图像分类竞赛中夺冠

• 2020年7月，团队在COCO-LVIS长尾物体分割竞赛中夺得最佳创新奖

• 2020年9月，团队提出全流程工具链EI-Backbone

• 2020年11月，团队发布SCAN算法，首次论证监督信号对于自监督学习的作用

• 2020年12月，团队发布HSA算法，登顶ImageNet-1K自监督线性验证精度榜

• 2021年3月，基于华为视觉计划的算法，已经落地20余项实际业务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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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数据魔方
nuScenes三维物体检测竞赛冠军

全景 进展 总结

 技术路线
• 提出基于多模态特征融合的3D目标检测方法：将点云投影到三维

空间，获取对应的RGB/分割信息，并与原始点云进行特征融合，
显著提升了目标检测精度

• 提出自适应数据增强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因数据增强生成的样本
空间与原输入样本空间之间差异过大所导致的性能损失，进一步的
提升数据增强的效率

 测试结果
• 在自动驾驶数据集nuScenes 2020挑战赛中获得冠军（mAP超过

64%，NDS超过69%），其中mAP超越上届冠军11个百分点，领
先第二名CenterPoint（UT Austin）3个百分点

• 在自动驾驶场景高实时性的要求下，仅使用RGB或者延时图像分
割能够大大提升现有检测性能；适用于手机终端、GTS等深度摄像
头生成的伪点云3D检测任务，能够高效、准确地完成3D点云标注

标准结果 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方法排名第一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9

更强大的模型摸高
结合知识蒸馏和数据扩增的图像识别算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技术路线
• 提升识别性能的需要训练超大规模神经网络；但大网络容易过拟合，因此需要使用较强的数据扩增策略

• 数据增强容易造成语义混淆；我们提出使用知识蒸馏的方法，削弱增强数据中的歧义

• 训练开销增加1/3，推理开销不变，在各类分类数据集上取得稳定精度提升

测试结果
• 在ImageNet-1K分类数据集上，打破谷歌3年垄断，占据ImageNet精度榜第一（无额外训练数据）

• 结合渐进式训练技巧，能够从头训练近1亿参数量的超大神经网络，并且将训练开销降低85%以上

算法名称 精度 公司 时间

Gpipe 84.3% 谷歌 2018年11月

EfficientNet 84.4% 谷歌 2019年4月

EffNet+RandAug 85.0% 谷歌 2019年9月

EffNet+AdvProp 85.5% 谷歌 2019年11月

EffNet+CAKD 85.8% 华为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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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万物预视
基于层次化语义对齐的图像预训练方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为什么使用自监督预训练？

• 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无标签数据

• 适配到无标签的domain，应用范围更广

• 不容易过拟合到特定的分类场景，迁移能力更强

我们的解决方案：层次化语义聚合算法

方法 精度 时间 公司

Super. 76.5 - -

MoCo V2 71.1 2020.03 Facebook

SimCLR 69.3 2020.03 Google

InfoMin 73.0 2020.04 MIT

BYOL 74.3 2020.06 Google

SwAV 75.3 2020.06 Facebook

HSA 76.6 2020.11 Huawei

Methods 1% labeled 
(Top-1/Top-5)

10% labeled
(Top-1/Top-5)

Supervised 25.4/48.4 56.4/80.4

Methods using 
RA & label

propagation

UDA - 68.8/88.5

FixMatch - 71.5.89.1

Methods based 
on self-

supervision

SimCLR (Google) 48.3/75.5 68.8/89.0

BYOL          (Google) 53.2/78.4 68.8/89.0

SwAV (Facebook) 53.9/78.5 70.2/89.9

HSA 66.7/87.7 75.1/92.1

小样本学习任务线性分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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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万物预视
利用语义标签调节表观特征的图像预训练方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首次论证了自监督学习中语义标签的正面作用

实验证实了语义特征和表观特征的冲突

提出了局部调节机制，语义标签使得表观特征更加强大

预训练模型在下游迁移的优势：小样本、节省算力、灵活部署

10+项目落地，平均提升精度10%以上，减少工作量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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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半监督学习中的消极模仿现象

学生模型倾向于模仿教师模型，包括其中的噪声监督信号

提出了异步优化算法，阻断噪声监督的传播

将参考数据集拆分成两个子集，交叉传递伪标签

算法在典型的医疗影像和自然图像上取得了显著提升

在仅使用10%训练数据场景下，相较基线提升超5%

更便捷的数据冰山
异步的教师-学生优化算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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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的模型瘦身
资源高效驱动的网络架构搜索算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技术路线
• 在限制算力的条件（如推理计算量在600M以内）下，需要减小网络规模，同时保持网络的识别能力

• 我们构建了网络架构搜索→网络架构调整→知识蒸馏的完整流程，能够输出各种不同复杂度的网络架构

• 其中的网络架构调整算法，能够计算每一层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更合理地分配神经网络的计算开销；在网
络复杂度不变的情况下，提升网络的识别精度

测试结果
• 在ImageNet-1K分类数据集的移动设定上，首次达到80%以上分类精度

• 在其他识别任务（如检测、分割）上得到验证，并且落地多项实际业务

算法名称 精度 公司 时间

ShuffleNet-v2 74.9% 矿视 2018年6月

MobileNet-v3 76.6% 谷歌 2019年5月

MixNet 78.9% 谷歌 2019年9月

OFA-Net 80.0% MIT 2020年2月

EffN+NAdj+CAKD 80.0% 华为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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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的模型瘦身
超大空间下的网络架构搜索算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更高效的网络架构搜索算法，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 搜索空间太小、搜索算法无法兼顾硬件需求

我们的方案：全空间、硬件友好的网络架构搜索

• GOLD-NAS：扩展搜索空间，使用单阶段渐进式搜索算法

• LA-DARTS：将硬件约束引入可微分搜索算法，提升搜索结果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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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的虚实合一
结合虚拟和真实数据的行人重识别方法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以行人重识别为代表的任务，数据标注成本高，难以复制

• 标注每个个ID所需要的成本大约为10元（商业级应用需要十万级ID），且难以在场景间迁移

 利用虚拟场景生成数据，结合真实数据，高效迁移至不同场景

• 可以生成任意数量的ID，完全不需人工标注（免费），且下游迁移性能达到业界领先

• 可以面向困难场景针对性地生成样本，满足极端条件下的训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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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支撑交付，助力客户成功

AI开发
工作流

客户痛点 小样本问题
训练数据不够怎么办

模型选择问题
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

算力成本问题
没有足够的预算怎么办

版本迭代问题
模型如何快速迭代更新

学术研究
成果丰硕

世界学术第一梯队
ECCV 2020：14篇论文
CVPR 2020：34篇论文
ICCV 2019：19篇论文
CVPR 2019：29篇论文

学术竞赛
战果累累

ImageNet分类领跑

WebVision分类竞赛冠军

MS-COCO检测竞赛冠军

ImageNet小模型领跑

LVIS检测竞赛最佳创新奖

nuScenes-3D检测竞赛冠军

预训练线性分类任务领跑

预训练下游检测任务领跑

方案敲定阶段

 数据生成算法：利用虚
拟环境或GAN，零成本
生成训练数据

 应用方案分析：好算法
不如好用法，以行业经
验提供高效落地方案

模型选择阶段

 预训练大模型：千亿级
参数量，覆盖图像、视
频、文本等多种模态

 自动搜索算法：根据客
户需求，从预训练大模
型中抽取合适的模型

模型优化阶段

 快速微调算法：在预训
练模型上，快速微调进
行POC，成本降低80%+

 超参优化算法：自动选
取合适的超参，省去调
参困扰，性能稳定提升

模型部署阶段

 终身学习算法：难例快
速响应，自动调优，算
力节约90%+

 持续学习算法：无需重
新训练，适应新类或新
场景，算力节约90%+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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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交付场景分析
全景 进展 总结

• 年度进展总览
• 更强大、更便捷、更通用

例：某零售商品识别项目，给定装盘商品图像，要求自动识别结账，以整盘商品识别准确为目标

问
题

方
案

方案敲定阶段 模型选择阶段 模型优化阶段 模型部署阶段
× 缺乏合理的性能评估策略，验

证数据集合划分过于简单，无
法评估算法有效性

× 整体开发流程待优化，现有算
法远达不到交付要求

 针对当前评估数据集过小，模
型精度不具有代表性问题，重
新定义模型评估标准

 结合流程化开发策略，快速提
升识别准确率

× 现有算法采用公开预置模型，
可迁移性差，迭代收敛缓慢，
模型优化调参困难，与期望精
度差距较大

 以检测预训练大模型为核心，
提供不同参数规模模型，能够
快速部署到下游检测任务

 提供超参自动优化功能，自动
适配最优参数

× 现有数据存在类别不均衡，导致
难例类别识别精度低

× 整体检测流程希望能够控制在200
毫秒以内

 提供类别不均衡解决方案，减小
稀缺样本识别性能

 提供自动模型蒸馏，在不增加推
理复杂度情形下，提升结账成功
率5.1%（89.4% -> 94.5%）

× 客户希望模型具有快速迭代能力，满足新品快速上
市；

× 具备新品数据采集高效标注能力，提升采集标注效
率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实现高质量数据挖掘，极大
减少数据标注性能

 支持持续学习，能够通过网络微调快速适配新品种，
防止模型灾难性遗忘

商业模式：Function-as-a-Service

交付流 普通工程师 百亿级图像大模型 微调后的中/小模型
提升模型在难例的精度

模型能够适应新类别

下游迁移学习
难例挖掘+数据生成

终身学习+持续学习

AI开发
工作流

方案敲定阶段

 数据生成算法：利用虚
拟环境或GAN，零成本
生成训练数据

 应用方案分析：好算法
不如好用法，以行业经
验提供高效落地方案

模型选择阶段

 预训练大模型：千亿级
参数量，覆盖图像、视
频、文本等多种模态

 自动搜索算法：根据客
户需求，从预训练大模
型中抽取合适的模型

模型优化阶段

 快速微调算法：在预训
练模型上，快速微调进
行POC，成本降低80%+

 超参优化算法：自动选
取合适的超参，省去调
参困扰，性能稳定提升

模型部署阶段

 终身学习算法：难例快
速响应，自动调优，算
力节约90%+

 持续学习算法：无需重
新训练，适应新类或新
场景，算力节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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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大模型
全景 进展 总结

• 未来展望
• 精彩内容预告

GPT-3：175B模型复杂度
（#参数）

17B

 大模型成为应对AI领域应用碎片化的一种方式

• 提高模型泛化能力，减少对于领域数据标注的
依赖和模型微调

• 模型复杂度（参数个数）持续爆发：过去半年
增长10倍，达到1750亿

 大模型有可能收编高度定制化的小模型，导致市场
向大公司集中

• 资金门槛高：大模型开发和训练一次~460万
USD

• 技术门槛高：对AI框架深度优化和超强的并行
计算能力

 大模型在改变AI产业的规则与格局

• 通过大模型成为AI产业的定义者、规则制定者
和领导者

• 牵引AI产业快速收敛，构建AI产业的底座

• 汇聚和沉淀行业生态及开发者生态，形成产业
生态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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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多模态
全景 进展 总结

• 未来展望
• 精彩内容预告

猫，属于猫科动物，分家
猫、野猫，是全世界家庭中
较为广泛的宠物。

C罗以精湛的球技晃过了对
方球员，直奔对方禁区…

 从单模态到多模态：图像文本、视频语音文本等

• CV的发展是从单模态到多模态的融合，大模型也
将会是从单模态到多模态的融合

• 图像文本：商业中，我们希望客户可以通过文本
语音等多种方式实现与华为云更精准、更便利的
交互

• 视频语音文本：通过大模型，实现多种模态直接
按的无缝转换

 从图像、文本到更多领域：视频、生物、搜索等

• 视频领域：视频审核、视频分类、视频监控等碎
片化场景中，大模型将会逐步统一视频处理的
Backbone，最终大幅度提升视频处理效率

• 生物领域：分子属性预测、药物关联性预测、新
药物研发等碎片化场景中，大模型将会从海量数
据中学习统一的Backbone来处理下游任务

• 搜索推荐：探索搜索推荐新范式，寻求现有搜索
引擎和推荐系统的下一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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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预告

•我们为所有AI开发者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精彩内容，请关注4月25日的主旨报告

全景 进展 总结

• 未来展望
• 精彩内容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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