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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挑战
将深度学习网络从训练环境部署到嵌入式平台进行推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带来了
许多技术挑战：


业界广泛使用了许多深度学习框架，例如 Caffe *、TensorFlow*、MXNet*
和 Kaldi* 等。



深度学习网络的训练通常在数据中心或服务器群内执行，推理可能在面向
性能和功耗优化的嵌入式平台内执行。从软件角度（编程语言、第三方依
赖关系、内存消耗、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硬件角度（不同的数据类型、有
限的功耗）来看，此类平台一般都存在限制，因此通常不建议（有时甚至
不可能 ）使用原始训练框架进行推理。一种替代解决方案是使用面向特定
硬件平台优化的专用推理 API。



部署工作包括支持各种越来越复杂的层和网络，这进一步增加了难度。显
然，确保转换网络的准确性并非易事。

部署工作流程
该流程假定您拥有使用其中一种支持框架进行训练的网络模型。以下方案展示了部
署经过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的典型工作流程：

步骤包括：
1. 针对特定框架（用于训练模型）配置模型优化器。
2. 运行模型优化器，根据经过训练的网络拓扑、权重和偏差值以及其他可选
参数，生成模型的中间表示 (IR)文件。
3. 使用目标环境中的推理引擎和提供的推理引擎示例应用，测试 IR 格式的模
型。
4. 将推理引擎集成到您的应用中，在目标环境中部署模型。

模型优化器
模型优化器是一种跨平台命令行工具，可促进训练和部署环境之间的过渡，执行静
态模型分析并自动调整深度学习模型，以在端点目标设备上实现最佳执行。
模型优化器旨在支持多种深度学习支持框架和格式。
运行模型优化器时，您无需考虑要使用的目标设备，可以在所有目标中使用相同的
MO 输出。

模型优化器工作流程
该流程假定您拥有使用其中一种支持框架进行训练的网络模型。模型优化器的工作
流程可描述如下：


为用于训练模型的其中一个支持的深度学习框架配置模型优化器。



以经过训练的网络作为输入，该网络包括特定的网络拓扑以及调整后的权
重和偏差（带有一些可选参数）。



运行模型优化器，以执行特定的模型优化（例如，某些网络层的水平融
合）。优化是针对特定框架的，请参考相应的文档页面：转换 Caffe 模型，
转换 TensorFlow 模型，转换 MXNet 模型，转换 Kaldi 模型，转换 ONNX
模型。



模型优化器生成网络的中间表示 (IR)文件作为输出，用作所有目标上的推理
引擎的输入。

支持的框架和格式


Caffe*（大多数公共分支）



TensorFlow*



MXNet*



Kaldi*



ONNX*

支持的模型
如欲获取支持模型的列表，请参见面向特定框架或格式的页面：


支持的 Caffe* 模型



支持的 TensorFlow* 模型



支持的 MXNet* 模型



支持的 ONNX* 模型



支持的 Kaldi* 模型

中间表示
描述深度学习模型的中间表示在连接 OpenVINO™ 工具套件组件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IR 是一对文件：


.xml：拓扑文件 - 一种描述网络拓扑的 XML 文件



.bin：训练数据文件 – 一种包含权重和偏差二进制数据的 .bin 文件

可以使用推理引擎读取、加载和推理中间表示 (IR) 文件。推理引擎 API 在许多支
持的英特尔® 平台上提供了一个统一的 API。训练后优化工具还可以使用、修改和
写入 IR，该工具可提供量化功能。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有关中间表示和操作集的专用描述。

nGraph 集成
OpenVINO 工具套件基于 nGraph 功能，用于图形构建 API、图形转换引擎和 Res
hape，可替代以前的 NN Builder API 产品。nGraph 函数用作 CNNNetwork API
下运行时模型的中间表示。如果使用某些常规 API 方法时要求向后兼容，则 CNN
网络的常规表示形式仍然可用。请参见nGraph Flow 概述，详细了解 nGraph 与推
理引擎的集成以及与传统表示形式的共存。

推理引擎
推理引擎是一种提供统一 API，将推理和应用逻辑集成起来的运行时。


以模型作为输入。该模型以模型优化器生成的特定形式的中间表示 (IR)来
表示。



优化目标硬件的推理执行。



提供推理解决方案，节省嵌入式推理平台的空间。

推理引擎支持多种图像分类网络的推理，包括 AlexNet、GoogLeNet、VGG 和 Re
sNet 网络系列，用于图像分割的完全卷积网络（如 FCN8）以及对象检测网络
（如 Faster R-CNN）。
如欲获取受支持硬件的完整列表，请参见支持的设备部分。
推理引擎包包含头文件、运行时库和示例控制台应用，这些示例演示了如何在应用
中使用推理引擎。

另请参阅


推理引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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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声明
如欲了解有关编译器优化的更多完整信息，请参见优化声明。

有关编译器优化的更多完整信息，请参阅我们的优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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