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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
于明1 , 李学博1 , 郭迎春1†
(1. 河北工业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天津 300400)
摘

要: 域泛化的行人再识别能够在源数据集训练并在目标数据集进行测试，具有更广泛的实际应用意义。现

有域泛化模型往往由于专注解决光照和色彩变化问题而忽略对细节信息的有效利用，导致识别率较低。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模型。该模型首先通过叠加卷积层的瓶颈
层(Bottleneck Layer)设计提取出包含不同视野域的多尺度特征，并利用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对多尺度特征进行
加权动态融合；然后通过多层次注意力模块挖掘细节特征的语义信息；最后将包含丰富语义信息的细节特征输
入到判别器进行行人再识别。此外，设计了风格正则化模块(Style Nomalization Module)用于降低不同数据集图
像明暗变化对模型泛化能力的影响。在Market-1501和DukeMTMC-reID数据集上进行的对比和消融实验，证明
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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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Generalization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Based On Attention
Mechanism
YU Ming1 , LI Xue-bo1 , GUO Ying-chun1†
(1.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0，China)
Abstract: Domain generalization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models can be trained in the source dataset and tested in
the target dataset, which has wid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The existing domain generalization models tend
to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llumination and color change, and ignoring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etailed
inform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low recognition rate. In this paper, a domain generalized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model is
propos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attention mechanism. Firstly, the model extracts multi-scale features with different visual
fields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bottleneck layer superimposed on the convolutional layer, and a feature fusion attention
module is used to perform dynamic fusion of multi-scale features and assign weights. Then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of
refinement features is mined by the multilevel attention module. Finally, the feature containing rich semantic information
is input to the discriminator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In addition, a style regularization modul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image light and shade changes on model generalization ability. Abundant comparison and ablation
experiments conducted on market-1501 and Dukemtmc-Reid datase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Attention mechanism；Multi-scale；Person re-identification；Style nomalization；Domain generalization；
Bottleneck layer

0 引

言

自从深度卷积网络出现并在多个领域证明其有

行人再识别旨在匹配出现在不同场景中的同一

效性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深度卷积网络来

个人，因其在刑侦、智慧城市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应

解决行人再识别问题。 一些研究人员主要聚焦于

用前景，所以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然而行人识别面

有监督的行人再识别，一些方法从特征提取角度入

临着行人姿态、光照条件差别大以及存在遮挡等严

手[2-3] ，通过学习更有效的特征表达使得模型学习到

峻的挑战，所以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1] 。

更有判别力的特征表达，以此来提升模型性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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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方法从度量学习角度入手[4-5] ，通过提出更有效

基于聚类的无监督行人再识别不使用任何目标

的度量方法监督模型学习到更合理的参数，更准确

域的标签信息，利用源域的有标签图像对模型进行

地找到不同场景下的同一个目标行人。另有一些研

预训练后，通过对目标域中无标签的图像进行聚类

究者致力于无监督的行人再识别[6] ，不使用任何源

来生成伪标签， 以此来指导模型的训练。 基于聚

域的标签信息，通过对源域图像进行聚类来生成伪

类的无监督行人再识别算法虽然不需要目标域的标

标签，以此来指导模型的训练。为了更贴近实际应

签信息，但是仍然需要目标域的类别总数信息来指

用条件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域自适应方法

导聚类簇参数的设定，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目标域依

[7-9]

，把

一个模型在源数据集上做预训练，使用目标域的图

赖[14] 。

像对预训练好的模型进行微调。比域适应更具实际

域自适应的跨域行人再识别是把一个模型在源

意义的是域泛化方法，强调把在源数据集上预训练

数据集上做预训练，然后使用目标域的图像对预训

好的模型直接应用于目标数据集，完全不需要任何

练好的模型进行微调，使得模型更适应目标域的图

目标域的图像或者标注

像风格，微调过程中只使用目标域的图像，而不使

[10]

。

现有域泛化模型往往由于专注解决光照和色彩
变化问题而忽略对细节信息的有效利用。行人再识

用目标域的行人标签[15-17] 。域自适应方法的缺点是
仍然没有摆脱对目标域图像信息的需求[18-20] 。

别的数据集里存在广泛的相似行人，他们拥有着相

域泛化的跨域行人再识别完全不需要任何目标

似的衣着和姿态，仅从解决光照及色彩变化问题入

域的图像或者标注，强调把在源数据集上预训练好

手不能有效提升模型针对这些图像的判别能力。然

的模型直接应用于目标数据集， 但是不经过在不

而，这些图像细节信息并不相同，通过这些细节信

同域之间微调的操作， 如何保证模型的学习效果

息可以轻易辨识出这些行人的类别。如果模型可以

并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成为重要的解决难点[21-23] 。

学习到这些细节特征，获得对细节特征的捕捉能力，

Liu等人[18] 专注于利用有判别力的信息来提升模型

则能够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

的泛化和适应能力，基于ResNet-50提出了两种注意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域泛化方法，着重解决现有

力机制，其中一种是基于长域依赖的注意力，另一

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方法中存在的忽略对细节信息的

种是基于直接生成的注意力。通过简单的整合注意

有效利用问题。本文提出了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域泛

力的方式，作者发现注意力的恰当使用能够显著增

化行人再识别模型，主要创新和贡献如下：

强高层和中层的语义特征，从而增加模型的泛化能

1. 本文利用卷积层叠加的方式构建多尺度特征

力。 Jin等人[24] 认为不同行人图像在照明、 色调以

提取模块，并设计了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对提取出

及色彩对比度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风格差异，于是

的多尺度特征进行动态融合。

提出了一个可以实现即插即用的风格归一与恢复模

2. 本文提出了多层次注意力模块，用于提取特

块SNR(Style Normalization and Restitution module)。

征的多层次信息，进一步挖掘行人图像中不同部分

SNR分为风格归一化部分和风格恢复部分，风格规

更复杂的细微差别，提取到更强力的行人图像特征

范化部分主要利用IN层做归一化来减少特征在不同

表达。

域之间的差异，风格恢复部分负责从被删除的信息

3. 本文设计了风格正则化模块来降低不同数据

中提取出与身份相关的特征， 并将其恢复到网络

集图像明暗变化对模型泛化能力的影响。

中。 Wang等人[22] 认为已有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泛

1 相关工作

化能力依然较差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目前仍然缺乏大

研究人员最初聚焦于有监督的行人再识别，随
着越来越多优秀算法的提出，有监督的行人再识别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有监督的行人再识别需要
大量的额外标注，这些费时费力的工作需求始终制
约着行人再识别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11-13] 。因此无
监督行人再识别成为研究的热点，无监督行人再识
别根据实现方式不同可分为基于聚类的无监督行人
再识别方法和跨域行人再识别方法，跨域行人再识
别方法又可细分为域自适应方法和域泛化方法。

规模和多样性的训练数据。 由此， 作者提出了一
种随机自动产生大量三维人物模型的方法，并在游
戏环境里模拟真实监控进行渲染，得到了一个大规
模的虚拟行人数据集RandPerson。Chen[25] 等人认为
现在有很多方法选择用多个源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
练，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不同数据集之间某些图
像的相似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
双分布对齐网络，它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对齐多个源
域的图像分布将图像映射到一个跨域不变的特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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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体流程图

间。这种具有双重约束的对齐网络，实现了一种新

设计提取出包含不同视野域的多尺度特征，并利用

颖的域对抗性特征学习和身份相似性增强，有效提

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对多尺度特征进行加权动态融

高了跨域行人再识别模型的泛化能力。域泛化方法

合；然后通过多层次注意力模块挖掘细节特征的语

因为其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空间，吸引了越来

义信息。

越多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兴趣。然而，现有域泛化模

瓶颈层通过卷积层叠加提取出包含不同视野域

型往往由于专注解决光照和色彩变化问题而忽略对

大小的多尺度特征，将瓶颈层的输出作为残差与输

细节信息的有效利用，所以本文提出融合注意力机

入相加，作为下一层的输入，如公式(1)所示：

制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模型，通过对图像细节信息
的提取利用，进一步提升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模型的

fˆ = f + f¯,

s.t.

f¯ = Θ (f )

(1)

性能。

其中f 为瓶颈层的输入， Θ (·)代表瓶颈层的操
作， fˆ为瓶颈层的输出与输入之和，作为下一阶段

2 模型提出

的输入。

本文模型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 模型主要由卷

2.2 多尺度特征提取及融合

积层和瓶颈层组成，行人图像首先经过卷积层和最

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模型由有判别力的特征表示

大池化层获得图像特征向量，然后通过两组瓶颈层

和有效的度量学习保障性能[26-27] ，不仅应该考虑解

和风格正则化模块的组合，提取到图像的多尺度特

决光照及色彩变化问题，而且应该考虑对细节信息

征并融合，且降低特征的风格特殊性；再依次通过

的利用。所以本文通过提取出包含更多细节信息的

两组卷积层，平均池化层和瓶颈层的组合，细化图

特征来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这就需要提取出不同

像的细节特征；最后经过卷积层、平均池化层，全

视野域大小的特征[28-29] 。行人图像包含多种多样的

连接层，将Softmax函数预测的分类结果作为模型的

特征信息，不同视野域大小的多尺度特征不仅可以

输出。 其中每一个瓶颈层中包含多尺度特征提取、

提取出图像中的全局特征，也可以提取出局部特征，

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和多层次注意力模块。

使模型对图像整体信息学习的同时，学习到图像的

2.1 问题定义及模型流程

细节信息，而这种对细节信息的提取能力可以有效

行人再识别旨在检索出跨摄像头条件设定下的
同一个行人。

增加模型的泛化能力。
叠加卷积层可以改变视野域的大小， 提取出

给定一个源域S={Xs , Ls },包含P 个行人的Ns 张

包含不同视野域大小信息的特征[30] 。 为了减少参

图像，其中Xs 代表行人图像，Ls 代表图像的标签信

数的数量我们采用了轻量级的卷积块[31-32] ， 通过

息，xis 和lsi 分别代表源域中第i幅图像以及该图像的

轻量级卷积块的叠加提取不同视野域大小的多尺

标签信息，每一个xis 对应着一个lsi 。

度特征。对于第m个提取的多尺度特征，采用m个

给 定 一 个 目 标 域T={Xt }包 含 着 与 源 域S无 重

轻量级3×3卷积块叠加， 提取视野域为(2m + 1) ×

叠的Nt 张图像。 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方法是使用源

(2m + 1)大小的特征信息，不同视野域大小的特征

域S={Xs , Ls }对初始化参数为θ的模型进行训练，然

融合使用，如公式(2)所示：
M
X
fe =
Fm (f ) , s.t.

后将训练完成的参数为θt 的模型应用在T={Xt }上进
行测试。
本文模型设计使用了瓶颈层，瓶颈层的具体细
节流程如图2所示， 瓶颈层首先通过叠加卷积层的

M ≥1

(2)

m=1

其中， fe代表融合后的特征，M 代表不同视野
域大小的多尺度特征总数，f 代表多尺度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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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瓶颈层细节图

的输入， Fm (·)代表对每一尺度特征进行的卷积操

注意力模块对不同尺度的特征进行了动态融合。多

作。

尺度特征包含了不同视野域大小的信息，具有一定
为了有效利用不同视野域大小的多尺度特征，

的辨别力。然而域泛化行人再识别问题面临着视角，

本文利用注意力机制代替多尺度特征直接相加的融

姿态差异等巨大挑战，单一层次的特征不能很好的

合方式。注意力机制可以动态赋予不同特征不同的

捕捉行人图像之间的细微差别，很难提供足够丰富

权重，使得重要的特征权重增大，不重要的特征权

的辨别信息。而图像的多层次信息可以挖掘行人图

重减小

像不同部分的高维联系，增强特征的丰富性和判别

[33-35]

。由此本文提出了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

对多尺度特征进行动态融合。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

力。

由全局平均池化层、全连接层、ReLU激活层和另一

为了充分利用特征的层次信息， 进一步挖掘

个全连接层依次组成，使用残差连接的方式使当前

行人图像中不同部分更复杂的细微差别， 提取到

瓶颈层学习到的多尺度特征能够在下一层网络中保

更强力的行人图像特征表达， 本文设计了多层次

留，避免网络深度增加带来的网络退化隐患。每一

注意力模块提取特征的多层次信息。 多层次注意

尺度的特征先经过融合注意力模块，然后输出与输

力模块由卷积层和ReLU层组成，层次数设置为K，

入进行Hadamard乘积作为这一尺度的输出，不同尺

第k层提取部分由k + 1个卷积层和一个ReLU层组

度的特征经过融合注意力模块加权后相加，作为下

成。首先将输入通过1 × 1卷积降低维度，然后对于

一阶段的输入，如公式(3)所示：
M
X
fe =
A (fm ) ⊗ fm , s.t. fm = Fm (f )

第k层提取部分，特征将分别经过k个1 × 1卷积后进
行Hadamard乘积， 然后依次通过一个ReLU层和一
(3)

m=1

个1 × 1卷积层，如图4所示。

其中，A (·)代表特征融合注意力模块进行的操
作，⊗代表Hadamard乘积。为了减少参数，使参数
量与M 无关， 对不同尺度特征的融合注意力模块
进行了参数共享。 多尺度特征提取及融合流程如
图3所示。

图 4 多层次注意力模块

将K个层次的特征信息相加作为该模块的输出，
如公式(4)所示：
f¯ =
图3

多尺度特征提取及融合

2.3 多层次注意力模块
在3.2中本文提取出了多尺度特征，并利用融合

K
X

 
Fk fe

(4)

1

其中Fk (·)代表k次信息提取的操作， K为层次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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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数据；测试集有750人，包含19732张图像，平

在跨域行人再识别方向，尤其在域泛化问题上，

均每个人有26.3张测试数据。该数据集提供的固定

因为模型没有任何目标数据集的信息可以学习，所

数量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均可以在single-shot或multi-

以泛化能力受到了更大的考验。基于减少从源数据

shot测试设置下使用。

集上学习的特征的风格特殊性，可以有效提升模型
的泛化能力的设定

[24]

，本文设计了风格正则化模块

DukeMTMC-reid：DukeMTMC-reid是行人跟踪
数据集DukeMTMC的行人再识别子集,并且提供了
人 工 标 注 的bounding box。 DukeMTMC数 据 集 是

来降低特征的风格特殊性。
风 格 正 则 化 模 块 由 一 个IN层 和 一 个Relu层 简

一个大规模标记的多目标多摄像机行人跟踪数据

单 构 成， 首 先 由IN层 计 算 归 一 化 统 计 量， 然 后

集。 DukeMTMC-reid从DukeMTMC视 频 中 每120帧

由ReLU函数增加特征的非线性。不同于BN层跨样

采样一张图像，得到了36411张图像。一共有1404个

本在单通道上计算归一化统计量，也不同于LN层在

人 出 现 在 大 于 两 个 摄 像 头 下， 有408个 人 只 出

单样本上跨通道计算归一化统计量，IN层在单通道

现 在 一 个 摄 像 头 下。 其 中bounding box test下 是

单样本数据上计算归一化统计量，所以不受通道数

用于测试集的702人， 包含随机采样的17661张图

和batchsize的影响，过程公式(5)如下：
  
fsn = ReLU IN fe
 


fˆ − µ fˆ
  + β
= ReLU γ
σ fˆ

像； bounding box train下 是 用 于 训 练 集 的702人，
包含16522张图像；query下为测试集中的702人在每
个摄像头中随机选择一张图像， 共有2228张图像；
(5)

其中，fˆ为风格正则化模块的输入，µ (·)表示均

剩下的图像加入gallery，并且将之前的408人作为干
扰项，也加到gallery中。
表 1 Duke到Market1501消融实验

值，σ (·)表示标准差，γ和β是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学
R1

习到的参数。
本文通过Softmax函数计算输入图像属于每一
类别的概率，对应概率值最大的类别就是模型最终
预测的结果：
Rj = argmax

exp (Wj · F )
PC

c=1

!

exp (Wc · F )

(6)

MFEM
MFEM + SNM
MFEM + Attention
MFEM + SNM + Attention

类别总数。之后将预测结果输入到交叉熵损失函数
中， 计算预测标签与该行人真实标签之间的距离，
利用随机梯度下降法反向传播更新模型各层网络的
参数，损失函数如公式(7)所示：
C
X
Loss = −
Lj log (Rj )

54.8
56.2
55
59.4

72.4
72.7
71.1
76.8

78.2
78.9
77.4
82.5

83.3
84.4
82.4
86.9

25.4
25.3
25.2
28.2

表 2 Market1501到Duke消融实验
Market1501 → Market1501
R1
R5 R10 R20 mAP

其中F 表示模型最终提取到的行人特征，W 是
用作分类的全连接层的权重，C代表目标域T中行人

Duke → Market1501
R5 R10 R20 mAP

MFEM
MFEM + SNM
MFEM + Attention
MFEM + SNM + Attention

46.1
46.6
46.7
49.9

62.1
62.1
62.5
64.6

67.6
67.5
68.9
69.5

73.0
72.5
73.3
74.2

26.1
26.2
27.0
28.4

3.2 实验设置
ResNet-50在越来越多的分类问题中证明了其先

(7)

j

其中，Lj 代表第j个行人的真实标签。

进性，所以本文采用在ImageNet上预训练的ResNet50作为模型的Baseline， 并使用一个线性全连接层
和softmax函数作为分类器，利用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3 实验分析

监督模型的训练直到收敛。本文选择了带有标签平

3.1 数据集介绍

滑的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全模型的损失。在实验过

Market-1501：Market-1501数据集是在清华大学

程中，将所有数据集中的图片设置到256 × 128大小，

校园中夏季拍摄采集， 并在2015年构建和公开的。

设置初始学习率为0.0015并训练150个epochs，学习

它包括由5个高清摄像头和1个低清摄像头拍摄到

率每60个epochs衰减0.1。 在前十个epochs中， 固定

的1501个行人、 32668个检测到的行人矩形框。 数

预训练网络的参数并只训练分类器，之后开始对模

据 集 里 每 个 行 人 至 少 由2个 摄 像 头 捕 获 到， 并 且

型和分类器的联合训练。为了提高模型的性能，本

在一个摄像头中可能具有多张图像。 其中训练集

文使用了一些常见的数据扩充方法，包括随机裁剪

有751人， 包含12936张图像， 平均每个人有17.2张

和随机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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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与主流方法对比
Target : Duke
R5
R10

方法

出处

Source

R1

MMFA[15]
SPGAN[8]
TJ-AIDL[16]
ATNet[17]
CamStyle[36]
HHL[37]
ECN[38]
Jia[21]
OSNet[30]
Wang[22]
Luo[23]
Ours

arXiv’18
CVPR’18
CVPR’18
CVPR’19
TIP’19
ECCV’18
CVPR’19
arXiv’19
ICCV’19
ACMMM’20
ECCV’20
Proposed

M+D(U)
M+D(U)
M+D(U)
M+D(U)
M+D(U)
M+D(U)
M+D(U)
M
M
M
M
M

45.3
46.4
44.3
45.1
48.4
46.9
63.3
39.2
48.5
34.6
30.0
49.9

(M:Market-1501

59.8
62.3
59.6
59.5
62.5
61.0
75.8
62.3
44.9
64.6

66.3
68.0
65.0
64.2
68.9
66.7
80.4
67.4
50.9
69.5

D:DukeMTMC-reid

Target : Market1501
R5
R10
mAP

mAP

Source

R1

24.7
26.2
23.0
24.9
25.1
27.2
40.4
21.5
26.7
18.1
15.0
28.4

D+M(U)
D+M(U)
D+M(U)
D+M(U)
D+M(U)
D+M(U)
D+M(U)
D
D
D
D
D

56.7
57.7
58.2
55.7
58.8
62.2
75.1
52.5
57.7
44.9
48.9
59.4

75.0
75.8
74.8
73.2
78.2
78.8
87.6
73.7
65.1
76.8

81.8
82.4
81.1
79.4
84.3
84.0
91.6
80.0
71.8
82.5

27.4
26.7
26.5
25.6
27.4
31.4
43.0
24.6
26.1
19.0
19.8
28.2

U: 只使用行人图像)

3.3 实验结果及消融实验
本文采用两个行人再识别领域常用的主流评价
指标来衡量模型的性能，一个是Rank-n准确率，另
一个是mAP。Rank-n准确率代表的是搜索结果中最
靠前的n张图里有正确结果的概率， 一般通过实验
多次来取平均值。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用于
衡量算法的搜索能力，它代表的是通过精准率和召
回率绘制出来的P-R曲线下的面积。AP是计算某一
类P-R曲线下的面积，mAP则是计算所有类别P-R曲

图5

参数M 的选取

线下面积的平均值。
在Market-1501和DukeMTMC-reid两 个 常 用 行
人 数 据 集 上 进 行 实 验， 为 了 验 证 本 文 各 个 模
块 的 有 效 性， 这 里 进 行 了 消 融 实 验， 结 果 如
表1和 表2所 示。 其 中MFEM(Multi-scale

Feature

Extract Module)为 多 尺 度 特 征 提 取 及 融 合 模 块，
SNM(Style Normalization Module)为风格正则化模
块，Attention为多层次注意力模块。通过消融实验
结果可以看到当多尺度特征提取及融合模块、多层
次注意力模块和风格正则化模块共同使用时，模型
取得了最佳性能，验证了各模块的有效性。

图 6 参数K的选取

本文与主流的方法进行了对比， 所对比方法
均 为 近 三 年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方 法， 实 验 结 果 从 期

本文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超参数，一个是多尺

刊 原 文 中 直 接 摘 录。 以DukeMTMC-reid数 据 集 为

度特征的不同尺度总数M ；另一个是多层次注意力

训练集， Market-1501数据集为测试集， 本文取得

模块的层次数K。对于M ，如果设置过大会导致参

了59.4%的rank-1准确率以及28.2的mAP；以Market-

数量过多，如果设置过小则不能提取到丰富的多尺

1501数 据 集 为 训 练 集， DukeMTMC-reid数 据 集

度特征， 经过实验验证， 当M 取值4时模型性能最

为 测 试 集， 本 文 取 得 了49.9%的rank1准 确 率 以

佳，如图5所示，故本文设置M 为4；对于K，如果

及28.4的mAP。具体准确率结果以及与其他方法对

设置过大不仅会导致太高层信息失去实际意义，也

比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M代表Market-1501数据集，

会导致参数过多使得模型难以训练，如果设置过小

D代表DukeMTMC-reid数据集， U代表只使用行人

则不能提取出有效的多层次信息， 经过实验验证，

图像而不使用行人标注。对比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

随着K取值增大，模型识别率提升效果逐渐放缓后

来的融合注意力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算法超过了大

下降，如图6所示，且随着K取值增大，模型训练时

多数现有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方法，和一些使用了

间显著增长，综合考虑本文设置K为4。

目标数据集信息的域自适应算法以及一些使用了多

于明 等: 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域泛化行人再识别
个数据集训练的域泛化算法相比，本文的方法仍然
展现了一定的竞争力。

4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注意力机制的域泛化行
人再识别模型， 通过多尺度特征提取， 特征融合
注意力模块， 多层次注意力模块以及风格正则化
模块， 进一步提高了域泛化行人再识别的准确率。
在Market-1501和DukeMTMC-reid上进行实验，实验
结果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后续将改进风格正
则化模块，针对风格正则化模块设计损失函数，进
一步增强本文方法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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