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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來動作識別(action recognition)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具有
動作辨識能力的居家照護系統可以減緩高齡化社會家庭的壓力，智
能監控(smart surveillance)能從監視器影像進行異常動作之偵測
，其他像是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自動駕駛
(autonomous driving)、運動分析(sport analysis)，或是網路視
頻搜尋和檢索等許多商業應用也都迫切需要動作識別系統的輔助。
目前的動作識別技術主要採用監督式學習，主流的模型架構有3DCNN或是two-stream CNN，這些深度模型使用大量人工標註的影片進
行學習，被證明在動作識別上表現優異。然而，監督式學習存在一
個主要問題在於過度依賴大規模數據集，且影片的收集和標註需要
耗費大量人力成本，如此繁複的訓練過程難以scale up，且學習到
的視覺表徵也有很大的侷限性。
這個問題在於深度學習模型能否從大量未標記的影片中進行學習變
得非常重要，因此自我監督學習模型(self-supervised
learning)被提出用來解決以上的問題，自我監督學習挖掘訓練資料
之間的相互關係，自動生成語意標註，同時通過輔助型任務來學習
可辨識性高的視覺特徵，這樣的訓練方式因為不依賴人工標註，可
以輕易擴展至其他豐富多元的資料集上，學習到的視覺表徵更可以
遷移到複雜的視覺任務上。
本計畫基於自我監督學習模型，提出一個非監督式特徵學習的動作
辨識框架，不需要大量人工標註的訓練資料，能夠直接從影片中學
習到動作特徵，在此框架之中，融合了對比式學習 (Contrastive
Learning)、實例學習(Instance Learning)來修正以三維卷積神經
網路為基底(backbone)的框架，並且實現進行端到端(End-toEnd)的訓練，經過這樣的學習方式找出的特徵會變很容易擴充
(Scale-up)，而且容易遷移式學習(Transfer-learning)到各種任務
之上。
中 文 關 鍵 詞 ： 動作識別、智能監控、人機互動、自動駕駛、運動分析、深度學習
、自我監督學習、卷積神經網路、對比式學習、實例學習、遷移式
學習
英 文 摘 要 ： In recent years, action recogni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cause home care systems with action
recognition capabilities can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families in an aging society, and smart surveillance can
detect abnormal actions from monitor images. Many other
business applications, such a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utonomous driving, sport analysis, or online video search
and retrieval, also urgently require the assistance of
action recognition systems.
The current ac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mainly uses
supervised learning. The mainstream model architectures
include 3D-CNN and two-stream CNN. These deep models use a
large number of manually labeled videos to learn and have
been proven to perform well in action recognition. However,
a major problem with supervised learning is that it relies
too much on large-scale data sets, and the collection and

labeling of movies requires a lot of labor costs. Such a
complicated training process is difficult to scale up, and
the learn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have great limitations.
The problem is whether deep learning models can learn from
a large number of unlabeled videos, so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excavat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ining data,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semantic
annotations, and learns highly recognizable visual features
through assisted tasks. This training method can be easily
extended to other rich and diverse datasets because it does
not rely on manual annotations. In addition, the learn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can be transferred to complex visual
tasks.
In this project, we have proposed an unsupervis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framework for action recognition
based on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model. It does no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manually labeled training data,
and can learn action features directly from the film. In
this framework, Contrastive Learning and Instance Learning
are combined to modify the framework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his framework
implements end-to-end training. The features found through
this learning method will become very easy to scale-up. And
it is easy to transfer to various tasks through Transferlearning.
英 文 關 鍵 詞 ： action recognition, smart surveillan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utonomous driving, sport analysis, deep
learning,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ntrastive Learning, Instance Learning, Transferlearning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用於動作識別之非監督式視覺表示學習架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9-2221-E-003 -024 執行期間：109 年 8 月 1 日至 110 年 7 月 31 日
執行機構及系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政宏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周柏永、林承憲、蔡旻諺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七 月 卅一 日

一、 中文摘要
近年來動作識別(action recognition)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具有動作辨識能力的
居家照護系統可以減緩高齡化社會家庭的壓力，智能監控(smart surveillance)能從監
視器影像進行異常動作之偵測，其他像是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自動
駕駛(autonomous driving)、運動分析(sport analysis)，或是網路視頻搜尋和檢索等許
多商業應用也都迫切需要動作識別系統的輔助。
目前的動作識別技術主要採用監督式學習，主流的模型架構有 3D-CNN或是twostream CNN，這些深度模型使用大量人工標註的影片進行學習，被證明在動作識別上表現
優異。然而，監督式學習存在一個主要問題在於過度依賴大規模數據集，且影片的收集和
標註需要耗費大量人力成本，如此繁複的訓練過程難以scale up，且學習到的視覺表徵也
有很大的侷限性。
這個問題在於深度學習模型能否從大量未標記的影片中進行學習變得非常重要，因
此自我監督學習模型(self-supervised learning)被提出用來解決以上的問題，自我監
督學習挖掘訓練資料之間的相互關係，自動生成語意標註，同時通過輔助型任務來學習可
辨識性高的視覺特徵，這樣的訓練方式因為不依賴人工標註，可以輕易擴展至其他豐富多
元的資料集上，學習到的視覺表徵更可以遷移到複雜的視覺任務上。
本計畫基於自我監督學習模型，提出一個非監督式特徵學習的動作辨識框架，不需要
大量人工標註的訓練資料，能夠直接從影片中學習到動作特徵，在此框架之中，融合了對
比式學習 (Contrastive Learning)、實例學習(Instance Learning)來修正以三維卷積神經網路
為基底(backbone)的框架，並且實現進行端到端(End-to-End)的訓練，經過這樣的學習方式
找出的特徵會變很容易擴充(Scale-up)，而且容易遷移式學習(Transfer-learning)到各種任務

之上。
關鍵字： 動作識別、智能監控、人機互動、自動駕駛、運動分析、深度學習、自我監督
學習、卷積神經網路、對比式學習、實例學習、遷移式學習

二、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action recogni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cause home care
systems with action recognition capabilities can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families in an aging
society, and smart surveillance can detect abnormal actions from monitor images. Many other
business applications, such a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utonomous driving, sport analysis,
or online video search and retrieval, also urgently require the assistance of action recognition
systems.
The current ac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mainly uses supervised learning. The mainstream
model architectures include 3D-CNN and two-stream CNN. These deep models use a large
number of manually labeled videos to learn and have been proven to perform well in action
recognition. However, a major problem with supervised learning is that it relies too much on
large-scale data sets, and the collection and labeling of movies requires a lot of labor costs. Such
a complicated training process is difficult to scale up, and the learn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have
great limitations.
The problem is whether deep learning models can learn from a large number of unlabeled
videos, so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excavat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ining data,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semantic
annotations, and learns highly recognizable visual features through assisted tasks. This training
method can be easily extended to other rich and diverse datasets because it does not rely on
manual annotations. In addition, the learn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can be transferred to complex
visual tasks.

In this project, we have proposed an unsupervis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framework
for action recognition based on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model. It does no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manually labeled training data, and can learn action features directly from the film. In this
framework, Contrastive Learning and Instance Learning are combined to modify the framework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his framework implements end-toend training. The features found through this learning method will become very easy to scale-up.
And it is easy to transfer to various tasks through Transfer-learning.

Keywords: action recognition, smart surveillan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utonomous driving, sport analysis, deep learning,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ntrastive Learning, Instance Learning, Transfer-learning

三、 計畫緣由與目的
動作辨識任務的應用價值相當的高，因此近年來動作識別(action recognition)越來越受
到重視，如圖1所示，具有動作辨識能力的居家照護(Home Care)系統可以減緩高齡化社會
家庭的壓力，智能監控(Smart Surveillance)能從監視器影像進行異常動作之偵測，提供民
眾安全上的保障，其他像是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自動駕駛(Autonomous
Driving)、運動分析(Sport Analysis)，或是網路視頻搜尋和檢索等許多商業應用也都迫切需
要動作識別系統的輔助，我們可以預期動作識別將在未來人類生活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
目前動作識別採用監督式學習而取得巨大的進步，這可以歸功於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1]和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在近
年來的快速發展，最近有許多基於監督式深度學習的動作識別模型陸續被提出來，主流的
模型架構多為由三維卷積組成而來的三維卷積神經網路(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3D-CNN)[2]，常見的結構則有雙流架構如TSN[3]以及I3D[4]都使用連續彩色圖像(RGB影
像)以及連續雙流圖做為雙流的輸入，也有Slowfast Network[5]可以提取不同時間尺度的特
徵，其他還有如Non-local Network[6]、X3D[7]等架構。這些網路框架在動作辨識資料集上
的表現相當優異，遠遠超過了過去非深度學習方法的成效，換句話說，目前在深度學習的
架構設計上已經發展的非常不錯了，但是上述方法皆為使用監督式學習來訓練，也就是說
需要大量人工標籤的影片來完成學習，缺點是過度依賴大規模的數據集，從這些論文的實
驗中也可以得知，如果使用較少的資料來學習，深度學習架構很有可能會不穩定，甚至學
習不到好的特徵。

圖1、從攝影機讀取連續彩色圖像後輸入至人工智慧模型辨識的應用示意圖
在訓練動作辨識模型的過程中，除了很難蒐集大量的影片之外，動作辨識的資料標籤
起來是非常麻煩的，想像一個動作是拿起杯子，拿起杯子這個動作的開始和結束每個人來
標記時都會有不同的見解，並且這個見解會影響到訓練的效果。如圖2所示，第一種標記
方式(橘色的線所表示)，規則是當手指頭開始運動時開始標記，完全握起時結束，而第二
種標記方式(紅色的線所表示)則是標記一段較為長的時間，這兩種標記方式會造成模型所
辨識的重點不一樣，第一種注重在手部的收縮，而第二種則是注重在「拿起」這件事情上，
學習出的時空間特徵(Spatio-temporal Features)也會截然不同，目前幾個主流的大型動作辨
識資料集，如Kinetics[8]、UCF101[9]、HMDB51[10]等都是使用整段影片中有發生特定動
作的方式來標記，因此即使經過這些資料及的預訓練之後的深度學習模型，目前在連續預
測的任務上，如AVA[11](ActivityNet挑戰: http://activity-net.org/challenges/2016/)，表現也

都不盡理想，這間接地說明了除了影片數量之外，影片的標記質量也很重要。

圖2、拿起杯子的動作示意圖，下標的t0至t5表示的是彩色幀

上面我們敘述了監督式學習的動作辨識所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必須依賴大規模數
據集，且影片的收集和標註需要大量人力以及時間的成本，如此繁複的蒐集資料以及訓練
模型過程使造成第一段中提到優良的模型架構難以被快速擴展至不同任務之中，並且學
習到的時空間特徵也有很大的侷限性。
事實上，每天從網路所能取得的影片數量是非常多的，只是大多是沒有標籤的資料，
如果能從這些大量未標記的影片中進行學習，將會是一個強大且方便的預訓練算法，因此
我 們 注 意 到 的 是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裡 面 的 一 個 領 域 ─ ─ 自 我 監 督 學 習 (Self-Supervised
Learning)[12]，自我監督學習模型被提出用來解決以上的問題，原理是去挖掘訓練資料之
間的相互關係，並且同時通過輔助型任務來學習可辨識性高的視覺特徵，這樣的訓練方式
因為不依賴人工標註，可以輕易擴展至其他豐富多元的資料集上，學習到的視覺表徵更可

以遷移到複雜的視覺任務上，上述優點使自我監督模型成為當下深度學習中最熱門的研
究領域之一，本計畫將基於自我監督學習模型，提出精準且高效率的動作識別模型。

四、 研究方法
4.1 過去研究
在這邊我們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過去動作辨識模型以及自我監督式學習在影像上以
及自我監督式學習在影片上的方法:
I.

動作辨識模型
卷積神經網路被廣泛的應用在圖像辨識、分類上，並且在物件偵測(Object Detection)、

物件切割(Segmentation)任務上面有很優良的效果，現在更是有許多基於卷積網路的深度
架構提出來，像是ResNeXt[13]、Inception[14]等框架，這些架構使得在上述電腦視覺任務
上的精確度大幅提升。但是如果將這些架構直接應用到動作辨識的任務上面，精確率卻沒
有那麼的高，原因是二維卷積神經網路只會學到空間上的特徵，而忽略了時間維度的訊息，

圖 3、從 2D-CNN 到 3D-CNN 的示意圖

但是如果我們將卷積運算中卷積核的維度提升，例如:從3x3提升為3x3x3，那麼這樣的CNN
便能學習到時間維度的特徵，如圖3所示，圖3(a)表示過去二維卷積學習空間訊息的過程，
卷積核會經過長與寬兩個維度。而圖3 (b)代表的是使用二維卷積去學習時間和空間訊息，
把L張frame依照時間順序堆疊，因為同時對所有的frame進行卷積，無法考慮隨時間的變
化情形。圖三(c)代表使用三維度卷積來提取時空間特徵的提取流程，透過三維卷積可以
同時學習時間和空間的特徵，把L張影像依照時間順序堆疊，但是在時間維度上的卷積長
度d會小於L，所以可以把特徵在時間上的變化考慮進去。
II.

自我監督式學習在圖像辨識上的架構
我們歸納出幾種自我監督模型在圖像上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將單一圖像進行一系

列不同圖形轉換(transformation)，得到一組新圖像，使用這組新圖像進行模型訓練，我們
將這組圖像標籤為同一類別(虛擬標籤)，模型因此可以學習圖像中的重要視覺特徵[15]，
這種是屬於圖4(a) 型方法。第二種是去噪自動編碼器(Denoise Autoencoder)，去噪自動編
碼器和自動編碼器(Autoencoder)結構相同，首先會有輸入層和中間的隱藏層，以及最後的
輸出層，編碼器網路會將圖像重要特徵提取出來，儲存在hidden vector，而解碼器網路能
夠將hidden vector還原成原始圖像，而去噪自動編碼器在輸入圖像前，會在圖像上隨機地
加入噪音，模型為了能夠重建出原始圖像(指沒被破壞的資料)，hidden vector學習到的視
覺特徵強健性(Robustness)會更高[16]，這種是屬於圖4(a) 型方法。最後一種是在自然語言
處理中時常用到的預測性編碼(Predictive Coding)，自回歸模型將有時間序列性的資料轉換
到特徵空間，模型需要由時間序列中的過去特徵預測未來的特徵，在圖像上的實現可以想
像成把卷積分解成有序性的執行，如[17]的方法，這種是屬於圖4(b) 型方法。

III.

自我監督式學習在動作辨識上的架構
Geometry[18]使用FlyingChair Dataset先訓練模型，可以由兩張圖像生成對應的光流圖

(optical flow)，再將兩張三維影像送入模型中，學習生成視差圖(Disparity Map)，模型經過
訓練後可以從影片中得到好的視覺特徵，是屬於圖4(c)型方法。而在VCGAN[19]提出的方
法中，一段影片可以由背景和執行動作的人共同組成，使用對抗生成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的架構來學習影片特徵，模型有兩組Generator(一組為三圍卷積
神經網路另一組為二維卷積神經網路)和一組Discriminator(5層C3D架構)所形成，一組
generator生成背景，另一組生成動態的人物，把兩者結合後，交給discriminator判斷是否像
一支真的影片，經過疊代對抗的過程，discriminator可以學習到良好的視覺特徵，最後

圖 4、四種不同種類自我監督模型示意圖

圖 5、使用三維卷積神經網路的自我監督式學習架構圖

discriminator可以做為預訓練模型(pre-trained model)遷移至動作辨識的任務上面，這種是
屬於圖4(d) 型方法。最後我們要介紹PMAS[20]，這個方法中提出由影片的光流圖(optical
flow)，計算其x y 方向的運動邊界(motion boundary)，再依照四種切割方法形成模板 (這
就是影片的虛擬標籤)，之後模型需要預測模板中運動邊界的分布情形，例如:運動邊界最
大值的位置，或是顏色歧異度最大的位置，模型在解決該任務的過程中同時也學習良好的
視覺特徵，這種是屬於圖4(c) 型方法。

而目前最主流的自我監督式學習方法則是透過對比式學習來完成[21][22]，最重要的
物理意義為，將所有訓練樣本視為獨立的，因此訓練目標為要將每筆資料產生的特徵遠離，
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出對下游任務有用的視覺特徵，而本計畫所提出在影片上的自我監督
式方法便是基於此想法，其中實驗的詳細的內容在下段說明。

4.2 本計畫提出之方法
本計畫所提出的方法之目標在於使用自我監督式學習方法來完成動作辨識的預訓
練，並預期透過此預訓練的模型，可以在下游任務上表現良好，在下一段會透過實驗數據
來顯示。
4.2.1 選取策略
本計畫提出的自我監督式學習架構如圖5所式，我們將整段影片輸入至模型中，如圖
5(a)所表示，輸入至模型中的資料以𝑋 ℝ𝜖𝐶,𝑇,𝐻,𝑊 表示，其中C為特徵維度大小，T為時間維度
大小，也就是輸入的幀數，H表示每幀的高的像素數量，W則為每幀的寬像素數量，影片
資料輸入後第一步會先選取固定數量的幀作為模型的輸入，這個步驟稱為選取策略(Select
Strategy)，過去實現選取策略的方法有使用HSV直方圖或是RGB直方圖做聚類分析，選取
出最具代表性的彩色影像幀以及其對應的光流圖幀，又或者是在光流方面找運動量最大
的幀以及和其對應的色彩圖幀的保留下來，但是我們實驗時發現這樣的做法不僅耗費運
算也會讓影片增強的的多樣性降低，並造成收斂不好的情況，因此我們提出的選取策略採
用的是將輸入的連續幀(影片)先切割成64個等大小的區間，接著分別從這64個區間中隨機
選取一幀作為這個時間區段的代表，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讓資料更多樣化，並且在多樣化

的同時可以保有時間順序，透過這樣的選取策略可以將原始一筆資料表達為N種，N的數
量如下式(1)所表示：
N = (T/64)64

(1)

4.2.2 資料強化
接著我們對選取好幀的影片資料做資料強化，資料強化的方式為針對每一個幀都
做同一種強化，採用的強化方式與RandAugment[23]所提出的一樣，指定n以及m來完成資
料強化，n種不同的強化方式，m為資料強化的強度，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在搜尋空間極
小的情況下完成資料強化，並且可以讓資料強化的多樣性保持一定，詳細的推導見[23]，
在這邊將資料強化所用的方法與其範圍列在下表1之中:

表 1、資料強化方法列表
Transformation
Autocontrast

Description
通過設置最暗（最亮）來最大圖像對比
度，設置λ來平衡黑色與白色像素。

Parameter

Range

λ

[0, 1]

Brightness

調整色彩亮度 B，B 如果等於零會回傳黑色
圖像，B 如果等於 1 則是回傳原始圖片。

B

(0,1]

Color

調整色彩平衡，C=0 回傳黑白圖像，C=1 回
傳原始圖像。

C

(0,1]

Contrast

調整圖像對比，C=0 回傳灰階圖像，C=1 回
傳原始圖像。

C

(0,1]

Cutout

將圖像中一個隨機位置的長方形(大小為 L)

L

[0, 0.5]

λ

[0, 1]

設為灰色。
Equalize

將 RGB 的值方圖均衡化，然後混和λ比例
的原始圖像。

Identity

回傳原始圖像。

Posterize

將 RGB 以 B bits 表示。

B

[4, 8]

Rescale

以中心往外大小為 L 比例的圖像切割之後
放大回原圖大小。

L

[0.75, 1]

Rotate

將原始圖像旋轉θ度。

θ

[-20, 20]

Sharpness

將圖片銳利化，銳化程度用 S 表示，S=0 表
示原圖。

S

[0, 1]

Shear_x

將圖片傾斜沿著 x 軸傾斜 R。

R

[-0.15, 0.15]

Shear_y

將圖片傾斜沿著 y 軸傾斜 R。

R

[-0.15, 0.15]

GaussianBlur

高斯模糊。

Solarize

反轉高於閾值 T 的所有像素。

T

[0, 1]

Translate_x

將圖片傾斜沿著 x 軸平移 V。

V

[-0.15, 0.15]

Translate_y

將圖片傾斜沿著 y 軸平移 V。

V

[-0.15, 0.15]

Diff

將後幀減去此幀後回傳圖片

在這邊列出資料強化的表的原因為，資料強化會對自我監督算法造成很大的影響，如
果設置不夠精確會造成收斂至一些不優的位置，進而導致下游任務的表現極差，我們的資

圖 6、三維卷積神經網路架構示意圖

料強化有一個特殊的地方為，計算前後幀的差值的強化方式，過去許多動作辨識架構都會
採用光流圖做為輸入，原因是光流圖提供了強大的動作特徵，但是缺點是需要計算各像素
的前後幀微分值，會花費許多運算時間，因此也有許多方法將光流圖用前後幀相減作為取
代，前後幀相減同樣可以表示動態的變化，我們所提出的這種方式更是可以表示到前後幀
相減，以及前後幀相減之後的相減，也就是可以表達到second-order以及third-order的資訊。
如 圖 5(b) 所 表 示 ， 透 過 資 料 強 化 後 產 生 兩 組 資 料 ， 兩 資 料 我 們 用 𝑋1ℝ𝜖3,64,𝐻,𝑊 以 及
𝑋2ℝ𝜖3,64,𝐻,𝑊 表示，其中3表示紅綠藍3個彩色圖像特徵，64為時間為度大小，就是前面選取
策略出來的64幀，表示每幀的高的像素數量，W則為每幀的寬像素數量。
4.2.3 對比式學習
模型的三維卷積神經網路架構如圖6所示，圖6中的3D-CNN Backbone使用的是3DResnet50[24]，但是沒有使用最後一層全連接層，也就是將3D-Resnet50的分類器拿掉，本
計畫設計的算法可以使用各種3D-CNN Backbone架構，其他如I3D、Slowfat Network等也

都可以，這邊選擇3D-Resnet50主要是希望可以將圖片的自我監督式模型也做為比較對象，
那 麼 接 著 我 們 在 3D-CNN Backbone 的 後 面 銜 接 一 個 非 線 性 的 映 射 模 組 (Non-linear
Projection Module)，此模組包含了兩個全連接層，在這兩個全連接層中間經過一個激勵方
程ReLU，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將時空間特徵映射到一個128維度的單位圓上(128D Unit
Sphere)[25]，在訓練時我們將一個批量(batch)的X1以及一個批量的X2資料輸入至模型中，
模型會輸出一個批量的X1資料的時空間特徵，這邊用F1表示，也會輸出一個批量的X2資
料的時空間特徵，這邊則用F2表示，其中F1以及F2的維度ℝ ϵ B, 128，其中B為批量大小，
我們定義一個對比損失ℒ為下式(2)到式(4):
𝐹1𝑖 ∗ 𝐹2𝑖
)
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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ℒ = ℒ1 + ℒ2

(4)

𝐵

𝑒𝑥𝑝(

(3)

式(2)以及式(3)中的τ為小於1的常數，主要功能是讓機率分布更顯著，可以想像成是將
此機率分布銳利化，式(4)是總損失，透過這個損失來計算參數梯度並實現倒傳遞修正。

我們從圖7來看一下本計畫提出的對比式學習學了甚麼，圖7中左邊為一個批量的X1
資料輸入後產生的特徵F1的，右邊是F2，F11指的是這個批次中的第一個樣本輸出的特徵，
那麼對這個樣本來說，只有F21是正樣本對(Positive Pairs)，如圖7中黑色雙箭頭對應的兩
個樣本，而負樣本對(Negative Pairs)就比較多了，負樣本對可以分成在同一資料產生的
(Intra-data)以及不同資料產生的(Inter-data)，Intra-data的對比會較小，也就是內積出來的數
值都很大，原因是資料來自於相同的資料強化，Intra-data負樣本對提供的排斥力較Interdata來的大，經過實驗，負樣本對越多對於訓練會更有幫助。
由於本方法採用了Diff這項資料強化，我們的模型的對比會有彩色圖與動態圖之間的
對比關係，這樣做的好處是(1)模型可以學習到由兩幀相減得到的動態向量圖、( 2)模型可
以學到彩色的圖，可以說是相對靜態的圖、(3)模型學習到動態跟靜態之間的關係，因為有
這些好處，本計畫提出的方法可以不依賴多流模型，進而減低應用至下游任務時的時間。
4.3 實驗結果

圖 7、對比式學習式意圖

我們將本計畫提出的架構用Kinetics700資料集作預訓練，接著採用線性驗證(linear
evaluation)的方法來驗證所提的方法，線性驗證主要是驗證無標籤的訓練，第一步驟先使
用無標籤訓練模型，接著第二部是訓練一層的全連結層，在這個步驟中，前述模型的權重
已經參數為固定的，並不會計算梯度以及修正，最後透過這個訓練過的線性分類器來驗證
我們的模型能力。
我們將模型預訓練在kinetics700[29]上，kinetics700是DeepMind團隊所發表的大型影
片辨識資料集，是目前最主流的預訓練資料，可以想像成是影片版的ImageNet，含有700
個類別，共有650,317部影片，其中545,317部訓練影片，這些訓練影片就是自我監督學習
的預訓練影片，將模型預訓練好之後使用UCF101和HMDB51這兩個主流的動作辨識資料
集作為下游任務(Down-stream tsak)來驗證我們的算法，實驗結果的如表2所示，這邊測試
的是linear evaluation之top-1準確率：

表 2、與隨機初始化架構、現在主要自我監督式架構以及監督式預訓練架構之比較
Method

Top1-Accuracy(%)
UCF101

HMDB51

Random Initials

46.7

17.1

Shuffle and Learn[26]

50.2

18.1

CoCLR[27]

77.8

52.8

CVRL[28]

90.6

59.7

Supervised Pretrained[24]

89.3

61.0

Ours

89.2

57.2

我們模型的準確率是非常不錯的，如果經過fine tune後面三層卷積層以及全連接層，
我們準確率可以在UCF101上達到89.2%以及在HMDB51上達到57.2%的準確率，這樣的準
確率代表本計畫所提出的方法可以使用無標籤資料有效的訓練模型的時空間特徵，比起
隨機初始化更能夠將模型訓練到好的成果，雖然我們方法準確率低於CVRL的做法，但是
我們在訓練時所需的記憶體是相對較小的，因為我們只需計算兩組不同資料強化的輸出
特徵之間的相似度即可，CVRL則需要計算四組之間兩兩相對的相似度，但是不可否認的
是，CVRL的方法對時間的資料強化比我們更全面，有可能準確率的差異就在此。
除了單純比教育訓練之後的準確率之外，我們還想了解預訓練的影片數量對於最後
結 果 的 是 否 會 有 影 響 ， 因 此 設 計 了 以 下 實 驗 ， 將 模 型 預 訓 練 在 Kinetics400 上 以 及
Kinetics700上，並看此預訓練模型最後fine-tune到20BN-Jester[31]資料集上，20BN-Jester是
一個大型的手部動作資料集，可以用來測試預訓練出來的模型的泛化能力好不好以及夠
不夠強建，我們將實驗結果與其他方法比較，比較結果列出在下表3:

表 3、比較不同大小的預訓練資料對自我監督式學習的影響
Model name

20BN-Jester Accuracy (%)

20BN’s Jester System[31]

82.3

3D-ResNet50 (Kinetics400 Self-Supervised Pretrained)

96.4

3D-ResNet50 (Kinetics700 Self-Supervised Pretrained)

96.7

從表3中我們可以得知在Kintics400的預訓練下，我們的準確率可以達到96.4%，但是
到Kinetics700更可以提升到96.7%，與MoCo的結果一樣，在越大越混亂的資料集下，更可
以顯現自我監督式學習的效果，這種效果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畢竟大部分釋出的影片都
是雜亂無章且沒有人工分類標籤存在的。
最後我們想要驗證過去發表在二維的自我監督式學習以及我們提出的三維自我監督
式學習的成效，在下表4中呈現實驗結果，和SimCLR比較的原因為，本計畫的自我監督式
方法為對比式學習，與SimCLR相同，差異在於多了時間的維度，因此我們比較將SimCLR
預訓練到Kinetics400上，其中為了讓模型可以完成影片訓練，我們將二維卷積堆積成三維
卷積，最後透過linear evaluation來驗證結果，可以發現使用我們的方法會比單純二維的自
我監督式學習在學習影片特徵上更有幫助。

表 4、比較二維卷積的預訓練和三維的預訓練
Method

Pre-trained dataset

SimCLR inflated

Kinetics400

ImageNet inflated

ImageNet

Ours

Kinetics400

Supervised

Kinetics400

Backbone(Parameters)

Accuracy(%)
46.8

30-ResNet-50 (31.7M)

53.5
60.4
76.0

五、 重要執行成果和價值
我們提出一套可以融合時間尺度的的自我監督式學習演算法，此算法可以
在影片辨識上有很好的成果。
六、 結論
我們提出了一種創新的在動作辨識模型上的自我監督式學習架構，不需要
大量人工標註的訓練資料，能夠直接從影片中學習到動作特徵，在此框架之中，
融合了對比式學習 (Contrastive Learning)、實例學習(Instance-Learning)來修正以
三維卷積神經網路為基底(backbone)的框架，並且實現進行端到端(End-to-End)的
訓練，經過這樣的學習方式找出的特徵會變很容易擴充(Scale-up)，而且容易遷
移式學習(Transfer-learning)到各種任務之上。但是這套算法還使有缺點，就是訓
練時間較長，並且調整訓練的超參數相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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