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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生成模型概述

⚫像素RNN和像素CNN

⚫自动编码机、变分自动编码机

⚫生成对抗网络

第03讲生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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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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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

数据： (x, y)

x 是数据， y 是标签

目标：学习一个函数，将x映射为y，

即：y = f (x)

例子：分类，回归，目标检测，语

义分割，图像加标题等。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分类
Classification

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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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

数据： (x, y)

x 是数据， y 是标签

目标：学习一个函数，将x映射为y，

即：y = f (x)

例子：分类，回归，目标检测，语

义分割，图像加标题等。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狗，狗，猫

对象检测
Objec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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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草地，猫，树，天空

语义分割
Semantic Segmentation

数据： (x, y)

x 是数据， y 是标签

目标：学习一个函数，将x映射为y，

即：y = f (x)

例子：分类，回归，目标检测，语

义分割，图像加标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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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A cat sitting on a suitcase on the floor
一只猫坐在一个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

图像加标题
Image Captioning

数据： (x, y)

x 是数据， y 是标签

目标：学习一个函数，将x映射为y，

即：y = f (x)

例子：分类，回归，目标检测，语

义分割，图像加标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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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督学习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K-means 聚类
K-means clustering

数据：x

只有数据 x， 没有标签

目标：学习数据中隐含的结构

例子：聚类，降维，特征学习，

密度估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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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督学习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PCA主成分分析（降维）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数据：x

只有数据 x， 没有标签

目标：学习数据中隐含的结构

例子：聚类，降维，特征学习，

密度估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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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督学习

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2维密度估计 建模 p(x)

数据：x

只有数据 x， 没有标签

目标：学习数据中隐含的结构

例子：聚类，降维，特征学习，

密度估计，等。

1维密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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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督学习学无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数据：x

只有数据 x， 没有标签

目标：学习数据中隐含的结构

例子：聚类，降维，特征学习，

密度估计，等。

监督学习

数据： (x, y)

x 是数据， y 是标签

目标：学习一个函数，将x映射为y，

即：y = f (x)

例子：分类，回归，目标检测，语

义分割，图像加标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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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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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生成模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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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模型

生成算法：给定训练数据，按照训练数据相同的分布生成新的样本。

2. 生成模型

Pmodel(x)

训练数据 ~ Pdata(x)

学习 生成

目标：

1. 学习一个概率分布Pmodel(x)，该分布接近于真实数据的概率分布Pdata

2. 从学习到的概率分布Pmodel(x)生成新的样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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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模型 – 概率密度估计

生成算法：给定训练数据，按照训练数据相同的分布生成新的样本。

2. 生成模型

Pmodel(x)

训练数据 ~ Pdata(x)

学习 生成

将其看成概率密度估计问题时：

⚫ 显式密度估计：显式定义和求解概率密度函数Pmodel(x)

⚫ 隐式密度估计：学习一个模型，该模型不需要显式定义，从该模型可以生成新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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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生成模型？

⚫ 关于艺术品、超分辨率和着色图等的仿真样本

⚫ 学习有用的特征用于后续的任务，例如：分类、识别

⚫ 从高维数据（物理学图像，医学影像图像，等）获取insights

⚫ 建模物理世界用于仿真和规划（机器人和基于增强学习的应用）

⚫ 等等

2. 生成模型

大多是难以获得大
量真实样本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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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模型的分类

2. 生成模型

生成模型

显式密度 隐式密度

可处理密度 近似密度

变分 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

直接 (端到端)

GAN生成对抗网络

GSN

变分自编码机 玻尔兹曼机

完全可见的置信网络
• NADE

• MADE

• PixelRNN/CNN

• NICE/RealNVP

• Glow  

• Ffjord

本课程讨论3种最流
行生成模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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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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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像素RNN(PixelRNN)和像素CNN(PixelCNN)

（A very brief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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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分自动编码机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VAE)

生成模型的分类

生成模型

显式密度 隐式密度

可处理密度 近似密度

变分 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

直接 (端到端)

GAN生成对抗网络

GSN

变分自编码机 玻尔兹曼机

完全可见的置信网络
• NADE

• MADE

• PixelRNN/CNN

• NICE/RealNVP

• Glow  

• Ff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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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见置信网络(FVBN)

显式密度模型

1. 使用链式法则将图像x的似然（likelihood）分解为1维概率的乘积。

𝑝 𝑥 =ෑ

𝑖=1

𝑛

𝑝(𝑥𝑖|𝑥1, … , 𝑥𝑖−1)

2. 然后最大化训练数据的似然likelihood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图像x的似然
给定前面所有的像素，

第i个像素值的概率

复杂分布上的像素值

=》使用神经网络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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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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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RNN [van der Oord et al. 2016]

⚫ 从一个角落开始生成图像像素。

⚫ 构建一个RNN（LSTM）来生成新

的像素值，并且每次生成新像素时

都依赖于之前的像素值。

⚫ 缺点：序列生成过程无论是训练还

是推理阶段都很慢。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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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CNN [van der Oord et al. 2016]

⚫ 与PixelRNN一样，从一个角落开始生成图像

像素。

⚫ 构建一个基于上下文区域的CNN（遮罩卷积）

来生成新像素值，每次生成新像素时都依赖

于之前的像素值。

⚫ 训练速度比PixelRNN更快（训练样本中，上

下文信息是已知的，因此可以进行并行计算）

⚫ 生成过程依然很慢。（对于一个32×32的图

像，需要进行1024次前向传输）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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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样本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Xinyu Ou | ouxinyu@alumni.hust.edu.cn Yunnan Open University                                                                                                       26/79

总结

⚫ 优点：

 能够隐式计算似然(likelihood)概

率p(x)

 易于优化

 生产样本质量较高

⚫ 缺点：

 序列生成速度太慢

3. PixelRNN and PixelCNN

⚫ 改进PixelCNN性能的方法

 门卷积层

 捷径(short-cut)连接

 多尺度

 离散逻辑回归

 其他训练技巧

⚫ See：

 Van der Oord et al. NIPS2016

 Salimans et al. 2017 (Pixel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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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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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变分自动编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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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分自动编码机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VAE)

生成模型的分类

生成模型

显式密度 隐式密度

可处理密度 近似密度

变分 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

直接 (端到端)

GAN生成对抗网络

GSN

变分自编码机 玻尔兹曼机

完全可见的置信网络
• NADE

• MADE

• PixelRNN/CNN

• NICE/RealNVP

• Glow  

• Ff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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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变量z的导入…

到目前位置，

⚫ PixelCNN/PixelRNN定义可处理的密度函数，并优化基于训练数据的似然函数

𝑝 𝑥 =ෑ

𝑖=1

𝑛

𝑝(𝑥𝑖|𝑥1, … , 𝑥𝑖−1)

⚫ 变分自动编码机（VAEs）定义了一个难以求解的密度函数（隐含变量z）

𝑝𝜃 𝑥 = න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𝑧 𝑑𝑧

该函数无法直接进行优化，只能通过求导优化似然的下限来替代直接求解似然。

为什么要用隐含变量z ？

4. 变分自动编码机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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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 ）的背景知识

Autoencode又称为自动编码机，使用无监督方法从没有标

签的训练数据中学习低维特征表达。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𝒙

𝒛

编码器

解码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重构的数据 ෝ𝒙
z通常比x更小(降维)

Q：为什么要降维？

A：期望特征能够捕

捉到数据中更有意义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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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encode又称为自动编码机，使用无监督方法从没有标

签的训练数据中学习低维特征表达。

关于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 ）的背景知识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𝒙

𝒛

编码器

解码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重构的数据 ෝ𝒙
如何学习这些特征表达？

通过重构原始数据实现

特征学习(z)，该过程是

一个“编码-解码”的

过程。

输入数据

重构数据

编码：4层卷积
解码：4层反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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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 ）的背景知识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𝒙

𝒛

编码器

解码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重构的数据 ෝ𝒙

训练这些特征可

以被用来重构原

始数据

输入数据

重构数据

编码：4层卷积
解码：4层反卷积

L2 损失函数：

𝑥 − ො𝑥 2

不需要使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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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 ）的背景知识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𝒙

𝒛

编码器

解码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重构的数据 ෝ𝒙

训练完成后将获
得一个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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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动编码机的监督任务-分类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预测的标签ෝ𝒚

𝒛

编码器

分类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真实的标签𝒚

损失函数
（Softmax，等）从大的，无标注的数

据集迁移到小的，有
标注的数据集。

编码器可以被用
来初始化一个监
督模型。

联
合
分
类
器
一
起
微
调
编
码
器

最终的训练任务
（通常是小数据）

鸟 飞机
狗 鹿 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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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 ）的背景知识

自动编码机可以重构数据，并且通过学习特征来初始化一

个监督模型。

这些特征可以捕捉训练数据中包含的不同因素。

但是无法使用自动编码机生成新的图像，因为我们不知道 z

的空间分布情况，并且z可能并不连续，这意味着对其空间

的紧凑表示进行简单的插值都是不允许的。

即Autoencoders可以还原指定样本，但无法生成新样本。

如何使用自动编码机创造一个生成模型？

4.1 自动编码机

𝒙

ෝ𝒙

𝒛

编码器

解码器

输入数据 𝒙

特征 𝒛

重构的数据 ෝ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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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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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

Autoencoders的概率转移，让我们能够使用模型去生成数据。

假设训练数据 x(i)
i=1

N
由不可见分布 z 生成。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z

ෝ𝒙
从真实的条件概
率𝑝𝜃∗(𝑥|𝑧

(𝑖))生
成

满足真实的先验概
率𝑧(𝑖) ~𝑝𝜃∗(𝑧)生成

直觉（来自于autoencoders）：

x 是一幅图像，z 是隐藏因子(属性，方

向，坐标等)用于生成 x。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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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z

ෝ𝒙
从真实的条件概率
𝑝𝜃∗(𝑥|𝑧

(𝑖))生成

满足真实的先验概
率𝑧(𝑖) ~𝑝𝜃∗(𝑧)生成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目标：根据给定的训练数据x，估计真实的

参数𝜽 ∗

如何表示这个模型？

1. 选择一个简单的先验概率p(z)，例如：高

斯分布，包含合理的潜在属性，例如，姿态，

有多少是微笑？

2. 则，得到复杂的条件概率p(x|z)，用于生

成图像。条件概率由神经网络获产生。

解码器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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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z

ෝ𝒙
从真实的条件概率
𝑝𝜃∗(𝑥|𝑧

(𝑖))生成

满足真实的先验概
率𝑧(𝑖) ~𝑝𝜃∗(𝑧)生成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目标：根据给定的训练数据x，估计真实的

参数𝜽 ∗

如何训练该模型？

通过学习模型参数最大化训练数据的似然

𝑝𝜃 𝑥 = න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𝑧 𝑑𝑧

Q：这种求解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难以求解！

解码器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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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难以求解

数据似然： 𝑝𝜃 𝑥 = 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𝑧 𝑑𝑧

后验密度： 𝑝𝜃 𝑧|𝑥 = 𝑝𝜃 𝑥|𝑧 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简单的高斯先验概率 解码器神经网络

很难获得关于每一个z的
条件概率p(x|z)

难以求解的数据似然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Xinyu Ou | ouxinyu@alumni.hust.edu.cn Yunnan Open University                                                                                                       42/79

变分自动编码机：难以求解

数据似然： 𝑝𝜃 𝑥 = 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𝑧 𝑑𝑧 难以求解

后验密度： 𝑝𝜃 𝑧|𝑥 = 𝑝𝜃 𝑥|𝑧 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难以求解

解决办法：除了建模后验概率𝑝𝜃 𝑥|𝑧 ，还需要学习一个后验概率的近似概率𝑞𝜑 𝑧|𝑥

我们发现近似后验概率允许我们去获得一个数据似然的下限𝜑(参数𝜃的下限)，这个下限

是可以通过优化求解的。

变分推理，从已知的数据x去近似求解未知的后验概率。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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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数学推导

VAE的数学推导相对比较复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1. 教材P188页

2. 作 者 的 原 始 论 文 ：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Kingma and Welling, “Auto-Encoding Variational Bayes”, ICL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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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隐变量的导入

变分自动编码机在自动编码机的基础上引入

了“高斯噪声”，使编码器能够容忍高斯噪声，

同时也让编码器的空间从离散变为了连续。具体

而言，

1. 将隐层数据转换为两个大小为n的统计分布参

数向量：均值向量μ和标准差向量σ。

2. 根据两个参数生成新的正态分布；

3. 在新的分布中进行随机采样，得到隐变量

4. 解码器根据隐变量进行重构。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z

ෝ𝒙

解码器网络
𝒑𝜽 𝒙|𝒛

σ𝒙|𝒛μ𝒙|𝒛

从正态分布𝒙|𝒛~𝓝(μ𝒙|𝒛, σ𝒙|𝒛)中生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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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

变分自动编码机在自动编码机的基础上引入了“高斯噪声”，使编码器能够容忍高

斯噪声，同时也让编码器的空间从离散变为了连续。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F
C

-1
0
0

F
C

-6
0

F
C

-6
0

F
C

-1
0
0

μ-20

σ-20

采样-20

编码器 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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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生成效果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微
笑
程
度

头的姿态

变
化
z1

变化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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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自动编码机生成效果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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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概率自旋到传统autoencoders =》允许生成数据

定义一个难以求解的密度=》导出和优化出一个（变分）下界

⚫ 优点：

✓ 生成模型的原理方法=》可解释性

✓ 可解释的潜在空间

✓ 允许条件概率q(z|x)的推导，生成的特征可以被用到其他的任务

⚫ 缺点：

✓ 可以最大化似然的下界，但其效果不如PixelRNN/PixelCNN

✓ 和目前较好的系统（SOTA: GANs）比，生成的样本较模糊，质量较差。

4.2 变分自动编码机（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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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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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生成对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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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对抗模型

生成模型的分类

生成模型

显式密度 隐式密度

可处理密度 近似密度

变分 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

直接 (端到端)

GAN生成对抗网络

GSN

变分自编码机 玻尔兹曼机

完全可见的置信网络
• NADE

• MADE

• PixelRNN/CNN

• NICE/RealNVP

• Glow  

• Ff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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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变量z的导入…
到目前位置，
⚫ PixelCNN/PixelRNN定义可处理的密度函数，并优化基于训练数据的似然函数

𝑝 𝑥 =ෑ

𝑖=1

𝑛

𝑝(𝑥𝑖|𝑥1, … , 𝑥𝑖−1)

⚫ 变分自动编码机（VAEs）定义了一个难以求解的密度函数（隐含变量z）

𝑝𝜃 𝑥 = න𝑝𝜃 𝑧 𝑝𝜃 𝑥 𝑧 𝑑𝑧

该函数无法直接进行优化，只能通过求导优化似然的下限来替代直接求解似然。

如果我们放弃显式地建模密度，仅仅只是使用生成数据的功能？

GAN：没有建立任何显式的密度函数。

5. 生成对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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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如何从复杂的、高维度的训练集分布中生成样本？

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简单分布中生成样本。例如，随机噪声。关键是如何从

训练分布中学习变化。

5.1 生成对抗模型概述

Ian Goodfellow et 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NIPS 2014

没有直接的方法

Q：我们能用什么来表示这种复

杂的变化？

A：神经网络

z

生成器网络

输入：随机噪声

输出：从训练分
布中生成样本

但是无法知道哪一个特征 z 能够

映射到哪一个训练图像 =》无法

通过重建训练图像来进行学习

判别器
网络

真？
假？

梯度回传解决方法：使用一个判别器网络

来判断生成的图像是否符合训练

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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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器网络：尽力而为地区分真实和虚假的图像

生成器网络：尽力而为地生成看起来很真的虚假图片以欺骗判别器网络。

5.2 训练GANs：双方博弈的游戏

z

生成器网络

判别器网络

真 or 假

虚假图像
(由生成器生成)

真实图像
(来自于训练集)

随机噪声

生成器学习信号

判别器学习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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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器网络：尽力而为地区分真实和虚假的图像

生成器网络：尽力而为地生成看起来很真的虚假图片以欺骗判别器网络。

GAN可以看作是：联合训练极大极小的博弈游戏（minimax game）

minimax 目标函数：

min
𝜃𝑔

max
𝜃𝑑

𝔼𝒙~𝒑𝒅𝒂𝒕𝒂 log 𝐷𝜃𝑑(𝑥) +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5.2 训练GANs：双方博弈的游戏

生成器
目标函数

判别器
目标函数

判别器对真实数
据x输出的概率值

判别器输出真实图像的似然(0, 1)

判别器对虚假数据
G(z)输出的概率值

⚫ 判别器(𝜽𝒅) 的目标是最大化目标函数，使D(x)接近于1(真实)，D(G(z))接近于0(虚假)

⚫ 生成器(𝜽𝒈) 的目标是最小化目标函数，即D(G(z))接近于1（尽力而为地欺骗判别器，

使其认为生成器生成的虚假样本G(z)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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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ax 目标函数：

min
𝜃𝑔

max
𝜃𝑑

𝔼𝒙~𝒑𝒅𝒂𝒕𝒂 log 𝐷𝜃𝑑(𝑥) +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 交替执行：

1. 判别器：梯度上升

max
𝜃𝑑

𝔼𝒙~𝒑𝒅𝒂𝒕𝒂 log𝐷𝜃𝑑(𝑥) +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2. 生成器：梯度下降

min
𝜃𝑔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5.2 训练GANs：双方博弈的游戏

实践中，优化这个生成器目标效果并不理想！！！

当生成数据看起来像是
假的时，仍然期望它能
够改进生成器。

但梯度在这个区域相对
平缓。

梯度信号由那些
真实的数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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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ax 目标函数：

min
𝜃𝑔

max
𝜃𝑑

𝔼𝒙~𝒑𝒅𝒂𝒕𝒂 log 𝐷𝜃𝑑(𝑥) +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 交替执行：

1. 判别器：梯度上升

max
𝜃𝑑

𝔼𝒙~𝒑𝒅𝒂𝒕𝒂 log𝐷𝜃𝑑(𝑥) + 𝔼𝒛~𝒑 𝒛 (1 −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

2. 替代：使用不同的目标函数实现生成器：梯度上升

max
𝜃𝑔

𝔼𝒛~𝒑 𝒛 log𝐷𝜃𝑑 𝐺𝜃𝑔 𝑧

5.2 训练GANs：双方博弈的游戏

⚫ 使用最大化判别错的似然去替代最小化判别对的似然
⚫ 同样是欺骗判别器，但是对于坏样本能获得更高的梯度信号 =》

实践中，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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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GAN训练算法

5.2 训练GANs：双方博弈的游戏

输入：训练集Data, mini-batch=N, 训练对抗迭代总次数K，每次对抗迭代中判别器网络迭代次数KD

for k1 in range(K):  % 训练对抗网络

% 训练判别器网络

for k2 in range(KD):

1. 从训练集中采样N个样本x

2. 从正态分布中采样N个样本z

3. 计算判别器网络参数的梯度

4. 使用随机梯度上升更新参数𝜃𝐷
end 判别器训练

% 训练生成器网络

1. 从正态分布中采样N个样本z

2. 计算判别器网络参数的梯度

3. 使用随机梯度上升更新参数𝜃𝐺
输出：生成网络G(z, 𝜃𝐺)

⚫ 相比于单任务的优化任务，GAN包
含两个相反方向的优化目标。所以
训练生成对抗网络比普通网络更难，
是一件非常技巧性的工作。

⚫ 后续有很多工作都致力于缓解缓解
训练不稳定问题，例如：
WassersteinGAN, BEG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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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样本生成

z

生成器网络

判别器网络

真 or 假

虚假图像
(由生成器生成)

真实图像
(来自于训练集)

随机噪声

训练结束之后，就可以使用
生成器网络去生成新样本了。

判别器网络：尽力而为地区分真实和虚假的图像

生成器网络：尽力而为地生成看起来很真的虚假图片以欺骗判别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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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样本生成

MNIST训练集 LFW训练集

训练集的近邻样本——生成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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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样本生成

CIFAR-10 训练集

训练集的近邻样本——生成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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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抗网络的体系结构

⚫ 生成器是一个带有微步卷积的上采样网络

⚫ 判别器是一个卷积神经网络（CNN）

5.4 生成对抗网络：基于卷积的体系结构

Radford et al,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CLR 2016

稳定的深度卷积GAN体系结构指南

⚫ 使用卷积层代替池化层，生成器中使用微步卷积（Fractional Convolution）实

现上采样，判别器中使用步长卷积（Stride Convolution）实现下采样。

⚫ 生成器（除最后一层）和判决器（除第一层）中都是用BN层

⚫ 使用较深的模型时去掉全连接层

⚫ 在生成器中，除最后一层使用Tanh，其余层都是用ReLU激活函数

⚫ 在判别器中，使用LeakyReLU激活函数，而不要使用Sigmoid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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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抗网络的体系结构

5.4 生成对抗网络：基于卷积的体系结构

Radford et al,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CLR 2016

使用DCGAN

模 型 生 成 的

图 片 ， 看 起

来 效 果 好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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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抗网络的体系结构

5.4 生成对抗网络：基于卷积的体系结构

Radford et al,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CLR 2016

在 隐 藏 空 间

的 随 机 点 之

间进行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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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生成对抗网络：可解释的向量数学

Radford et al,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CLR 2016

从模型
中生成
的样本

微笑的女性 自然的女性 自然的男性

基于特征z

的算数运算

微笑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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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生成对抗网络：可解释的向量数学

眼镜男 自然男 自然女

眼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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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生成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基于拉普拉斯金字塔的LAP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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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转换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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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修复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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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率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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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预测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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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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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图生成

给定图的元素 ，生成

包含元素的图片

5.6 基于GAN的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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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N Zoo

5.6 爆发式发展的GANs 

https://github.com/hindupuravinash/the-gan-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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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s的优缺点

⚫ 优点：

 不需要显式地定义密度函数

 形式优美，利用博弈论方法，通过“2-Player game”从训练集分布中生成数据，

可以获得state-of-the-art级别的样本！

⚫ 缺点：

 技巧性过强 / 训练不稳定

 无法解决推理查询问题，例如：概率p(x), 条件概率p(z|x)

5.7 GANs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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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Link

http://deeplearning.ouxinyu.cn/Html/Interactions/Lecture00GuidanceAssign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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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只为最好的修炼

QQ：14777591 (宇宙骑士）

Email：ouxinyu@alumni.hust.edu.cn

Tel：1868784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