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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年龄是人的固有属性, 在人的社会交往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因此人脸图像的年龄估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非受限条件下人脸图像年龄估计困难的问题, 提出一种非受限条件下的多级残差网络人脸
年龄估计方法. 首先针对高分辨率图像数据集构建多级残差神经网络模型; 然后采用 ImageNet 数据集对多级残差网
络进行预训练, 以获得图像的基本特征表达; 最后在非受限人脸年龄数据集上结合随机深度算法对网络模型进行微
调. 在非受限的 Adience 人脸年龄分类数据集上进行年龄分类对比实验的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明显地提高非受限
条件下人脸年龄估计的准确率, 并在提高网络学习能力的同时有效地抑制小规模数据集带来的过拟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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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Estimation with Multilevel Residual Networks in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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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 is the inherent attribute of human, and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age estim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e estimation in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a new CNN based method for age estimation
in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leveraging multilevel residual networks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multilevel residual
neural network is constructed for the high-resolution image datasets. Secondly, the multilevel residual network
is pre-trained by ImageNet dataset to obtain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image. Thirdly, the multilevel residual
network model is fine-tuned by combining the stochastic depth algorithm on the unconstrained face dataset.
Finally,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for age estimation are performed on the unconstrained Adience dataset.
Excell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age estimation
in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over-fitting problem caused by small-scale datasets
while improving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network.

Key words: multilevel residual networks; age estimation; unconstrained conditions; stochastic depth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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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是极为丰富的信息源, 人们能够从人脸

数据集上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Levi 等 [22]采用 DCNN

图像中获得大量有用信息, 如身份、性别、年龄以

在非受限条件下的 Adience 数据集上进行年龄以

及表情等. 作为人脸的关键信息之一, 年龄在人的

及性别分类, 发现 DCNN 较已有方法更适合非受

社会交往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因此依靠人脸图

限条件下的人脸年龄估计; Ekmekji[23] 提出一种链

像实现年龄的自动估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问

式的性别及年龄分类方法, 在 Adience 数据集上针

题之一. 目前, 人脸年龄估计在基于年龄阶段的人

对不同性别分别训练 DCNN. 以上方法所采用的

机交互、访问控制、视觉监控、市场营销以及法律

DCNN 均仅包含少量的卷积层和全连接层, 限制

[1]

执行等多个智能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 人脸

了 DCNN 在年龄估计方面的学习能力. 为了进一

图像年龄估计的主要思路是从人脸图像中提取主

步提高模型的学习能力, 进而提高年龄估计的准

要特征, 然后采用分类或回归方法实现年龄估计;

确率, Hou 等 [24]采用深层近似 VGG-16 的网络结构

其中, 年龄分类用于估计人的年龄分组, 年龄回归

以及平滑适应激活函数(smooth adaptive activation

则是估计人的准确年龄. 已有的绝大部分人脸年

functions, SAAF)在 Adience 数据集上进行年龄估

龄估计方法采用人工设计的特征进行估计, 最初,

计,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Rothe 等[25]提出了深度期望

Kwon 等 [2]通过计算人脸特征点之间的距离比例获

模型(deep expectation, DEX), 其使用 VGG- 16 网络

[3]

取人脸的几何特征用于年龄估计; Cootes 等 在人

作为基础模型, 采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进

脸几何特征基础上加入全局纹理特征, 提出了主

行预训练, 然后利用大规模人脸图像数据集

动外观模型; 随后, Gabor[4] 、局部二值模式(local

IMDB-WIKI 对网络进行微调, 最后在不同的人脸

[5]

[6]

binary pattern, LBP) 、空间柔性块 以及生物启发
[7]

数据集上进行微调, 均取得了当时最好的结果, 但

特征 分别被用来作为年龄估计的人脸特征. 基于

在非受限条件下的 Adience 数据集上仍难以达到

这些人工设计的特征, 回归和分类方法被用于估

人的年龄估计水平.

计人脸年龄, 基于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的方法

[7-8]

被用于年龄组分类, 针对年
[9]

龄回归, 则主要包括支持向量回归 、偏最小二乘
[10]

研究主要呈现 3 个特点: (1) 在非受限条件下的年
龄估计效果较差, 需要设计学习能力更强的

等方法. 这些人工提取特征

DCNN 网络提高年龄估计能力; (2) 由于年龄组分

的方法在受限条件下的人脸数据集上(如人脸年龄

类能够满足一般应用的要求, 非受限数据集通常

法

、典型相关分析

[11]

从人脸年龄估计的研究现状可知, 目前相关

数据集 FG-NET

[12]

和 MORPH

[13]

)获得了不错的结

仅包含年龄组标注, 因此当前的重点研究对象是

果; 但在非受限条件下的人脸年龄估计任务中显

非受限条件下的年龄组人脸图像数据集; (3) 由于

得差强人意, 例如, 近几年公开的非受限条件下的

人脸数据集图像规模通常较小, 造成训练 DCNN

[8]

人脸年龄数据集 Adience 中的人脸图像均通过手

网络时过拟合问题严重, 因此需要采用抑制过拟

机相机采集, 没有经过人工过滤和调整, 图像中包

合的技术手段.

含各种不同的变化, 如噪声、光照、姿势、表情等,
这些变化为年龄估计带来了新的挑战.

针对以上特点, 本文提出一种非受限条件下
多级残差网络人脸图像年龄估计方法. 为了提高

近年来,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模型学习能力, 该方法采用深度多级残差网络(re-

neural network, DCNN)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

sidual networks of residual networks, RoR)作为基础

[14-15]

的热点

[16]

. 从 5-conv+3-fc 的 AlexNet
[17]

到 16-conv+

练; 然后在 Adience 数据集上对模型进行微调, 在

, 无论是网络的学习能力

微调过程中采用随机深度(stochastic depth, SD)算

3-fc 的 VGG-19 网络 和 21-conv+1-fc 的 GoogleNet ,
再到上千层的 ResNets

[19]

模型, 首先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对模型进行预训

[18]

还是深度都得到显著提高. 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

法抑制过拟合. 通过大量对比实验, 验证了本文方

开始尝试采用 DCNN 解决年龄估计问题, 并证明

法的有效性.

了其在非受限条件下能够获得明显优于已有方法
的结果. Yi 等 [20]最先提出了多尺度 DCNN 年龄估

1

多级残差网络人脸图像年龄估计

1.1

多级残差网络模型框架
随着 DCNN 层数越来越深, He 等[19]提出了残差

计方法, 并在 MORPH 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 Wang
等 [21]采用 DCNN 提取脸部特征, 然后采用支持向
量回归方法进行年龄估计, 在 FG-NET 以及 MO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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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residual networks, ResNets)结构, 采用残差块

作用. 实验表明, RoR 在 CIFAR-10, CIFAR-100 和

作为基本组成单元,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SVHN 等数据集上均取得了较 ResNets 更好的分类

DCNN 随着深度增加而带来的网络退化问题. 如

结果.

图 1 所示, ResNets 在原始卷积层外部加入越层连

为了提高年龄估计的准确率, 本文采用 RoR

接(shortcut)支路构成基本残差块, 使原始的映 射

作为基础模型构建用于年龄估计的 DCNN 模型.

H  X  被表示为 H  X   F  X   x , 其中, F  X  被

不同于 CIFAR-10 等数据集, Adience 数据集中的图

称为残差映射, x 为输入信号. ResNets 通过残差

片像素大小为 256×256 的高分辨人脸图像, 所以

块结构将卷 积层对 H  X  的学习转化为对 F  X 

本文在构建 RoR 时采用了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预

的学习, 文献[19]假定采用相同的非线性层(卷积

训 练 的 ResNets-34 模 型 [19] 作 为 基 础 模 型 . Res-

层)去拟合 F  X  较直接拟合 H  X  更为简单. 如

Nets-34 共包括 4 组残差块, 每个残差块组分别包

图 2[26]所示, 蓝色曲线表示需要学习的原始映射函

含数量为 3, 4, 6 和 3 的残差块, 并且每组中的残差

数 H  X  , 绿色曲线表示 shortcut 支路(即输入信号

块输出维度相同, 分别为 64, 128, 256 和 512. 图 3

x 本身), 红色曲线表示残差映射 F  X  ; 因为绿色
曲线与蓝色曲线基本一致, 而红色曲线接近于零[19],
所以采用相 同的卷积层 拟合 F  X  较拟合 H  X 
更容易. 基于残差块更易学习的假设, ResNets 成功
地通过顺序累加残差块缓解了 DCNN 的退化问题.

所示为 34 层 3 级 RoR(RoR-3-34)的基本结构, 并描
述了基于 ResNets 的 RoR-3 构建过 程. 首先在
ResNets-34 模型的所有残差块外部加入 shortcut 支
路, 称为第 1 级 shortcut 支路; 然后在每个残差块
组基础上加入越层连接支路, 称为第 2 级越层连接
支路; 原始残差块中的越层连接被称为最后一级
(第 3 级)越层连接支路. 新加入的第 1 级、第 2 级
越层连接支路均采用了卷积核为 1×1 的卷积层作
为通道转换接口.

图1

图2

残差块的结构

H(X), F(X)和 x 函数曲线示意图

为了进一步提高 ResNets 的学习能力, Zhang
等 [26] 假设如果残差映射更易学习, 则残差映射的
残差映射应更容易学习; 其在 ResNets 基础上逐级
加入 shortcut 支路, 建立了 RoR. RoR 将原始残差
块中的 H  X  也转化为残差映射, F  X  则为残差
映射中的残差映射, 进而降低了学习难度. 另外,

图3

RoR-3-34 示意图

RoR 通过加入多级 shortcut 支路, 使低层残差块可

图 3 中, 第 1 级或第 2 级 shortcut 支路与残差

以向高层残差块传递信息, 起到抑制梯度消失的

块组的输出叠加形成了新的残差块, 并与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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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块共同组成了嵌套形式的残差块结构. 这些

低在 ImageNet 上训练所花费的时间, 并获得优于

叠加过程可用式(1)表示. 其中 xl 与 xl 1 表示第 l 个

ResNets-34 的分类效果.

残差块的输入和输出, F 表示残差映射函数,

1.3

h  xl   xl 表示恒等映射, g  xl  表示第 1 级或第 2

随机深度算法
RoR 在加入额外越层连接支路的同时加宽了

网络, 并加入了更多训练参数, 可能导致在小规模

级 shortcut 支路的卷积映射.
 x31  g ( x1 )  h( x3 )  F ( x3 , W3 )
x
 3 4 1  g ( x31 )  h( x3 4 )  F ( x3 4 , W3 4 )
 x3 4  61  g ( x3 41 )  h( x3 4 6 )+
(1)

 F ( x3 4  6 , W3 4  6 )
 x3 4  631  g ( x1 )  g ( x3 4  61 )  h( x3 4 6 3 )+

 F ( x3 4  63 , W3 4  63 )

数据集条件下过拟合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在发挥
RoR 优势的同时克服其缺陷, 需要选取有效的抑
制过拟合的方法. 目前常用的抑制过拟合方法主
要包括 Dropout[28]和 Drop-path[29]2 类. Dropout 方法
通常用于全连接层, 而用于卷积层效果较差, 因为
RoR 网络主要由卷积层组成, 所以 RoR 不采用 Dropout 方法抑制过拟合. Drop-path 方法在每轮训练时

ImageNet 预训练
因为人脸年龄估计 Adience 数据集图像规模

到抑制过拟合以及梯度消失问题的目的. Huang 等[30]

相对较小, 直接采用深层的 RoR-3-34 进行训练时

基于 Drop-path 方法的思想提出用于 ResNets 网络

易产生过拟合的问题, 所以本文采用 ImageNet 数

的随机深度算法, 在训练时随机断开残差映射支

据集训练 RoR-3-34 网络, 以获得基本的特征表达

路而不是 shortcut 支路, 这是由于 shortcut 支路是

模型. ImageNet 2012 分类数据集有 1 000 个对象类,

信息的主要传递通路, 随机断开 shortcut 支路会造

共包括 128 万幅高质量训练集图像, 5 万幅验证集

成训练不收敛的结果. SD 算法令 pl 表示 ResNets

图像, 通过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上的预

中第 l 个残差块的残差映射支路畅通的概率, L 为

训练, RoR-3-34 能够学习到表达图像基本特征的

残差块的个数,

参数, 利用训练好的 RoR-3-34 模型在 Adience 数

l
(1  pL )
(2)
L
其中, 表示 pl 随残差块位置线性递减, pL 表示最

1.2

据集上进行微调, 可缓解直接训练 Adience 数据集
带来的过拟合问题.

随机断开一些网络通路来改变信息传递路径, 达

pl  1 

本文通过实验发现, 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直

后一个残差块残差映射支路畅通的概率. 图 4[30]所

接采用 RoR-3-34 网络进行训练时, 收敛速度较

示为当 L  5, pL  0.5 时, 随机深度 ResNets(简称

ResNets-34 慢很多, 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理想的

为 ResNets+SD)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 fl 表示残差

效果. 为了节约训练时间, 本文采用已训练好的

映射函数, xl 表示第 l 个残差块的输入, pl 控制参

ResNets-34 模型对 RoR-3-34 进行初始化, 即原始

差映射 fl 的连通和闭合.

残差块中的卷积层和 BN 层均由 ResNets-34 模型进

本文将 SD 算法引入到 RoR-3-34 网络中, 以抑

行初始化, 第 1 级和第 2 级 shortcut 支路上的卷积

制 RoR-3-34 网络在 Adience 数据集下的过拟合问

层则采用文献[27]中的初始化方法进行初始化. 基

题, 随机深度 RoR-3-34(简称为 RoR-3-34+SD)在训

于 ResNets-34 对 RoR-3-34 进行初始化能够大大降

练过程中以一定概率随机断开 RoR-3-34 第 3 级残差

图4

SD 算法示意图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350

第 30 卷

映射支路. 此时, pl 表示 RoR-3-34 中第 3 级第 l 个

更新网络的权重, batch 大小为 128. 当在 ImageNet

残差块的残差映射支路畅通的概率, L 则为

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时, 训练的最大 epoch 数为 10,

RoR-3-34 中第 3 级残差块的个数(L=34), pL 表示

初始学习率为 0.001, 5 个 epoch 之后学习率降为

RoR-3-34 中第 3 级最后一个残差块残差映射支路

0.000 1. 当在 Adience 数据集上进行微调时, 需要

畅通的概率.

将预训练获得的模型中的全连接层 fc-1000 替换为
fc-8, Softmax 分类器的输出类别数由 1 000 改为 8,

2

训练的最大 epoch 数为 160, 初始学习率为 0.01, 80

实验细节

个 epoch 之后学习率降为 0.001, 120 个 epoch 之后
为了进行非受限条件下人脸图像年龄估计,

学习率降为 0.000 1. 当在 Adience 数据集上对模型

本文选择 Adience 数据集进行实验. Adience 数据集

进行初始训练时, 训练的最大 epoch 数为 160, 初

共包含 26 580 幅分辨率为 256×256 的彩色人脸图

始学习率为 0.1, 80 个 epoch 之后学习率降为 0.01,

像, 并被标注为 8 类年龄组(0~2 岁, 4~6 岁, 8~13

120 个 epoch 之后学习率降为 0.001. 由于 ImageNet

岁, 15~ 20 岁, 25~32 岁, 38~43 岁, 48~53 岁, 60~100

数据集规模大, 如果采用 SD 算法会影响训练收敛

岁), 2 类性别(男, 女). 其中选取 19 487 幅作为

速度, 所以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的过

Adience 年龄数据集, 17 603 幅作为 Adience 性别数

程 中 不 采 用 SD 算 法 , 即 令 p0=1, pL=1; 当 在

据集. 本文根据文献[8]将 Adience 年龄数据集划分

Adience 数据集上进行训练时, 采用 SD 算法抑制

为 5 组, 每组中的图像是不同的. 在训练和测试中

过拟合问题, 令 p0=1, pL=0.5. 另外, 为了抑制过拟

采用交叉验证方法, 令其中 1 组作为测试集, 剩余

合, 本文在实验中还采用了文献[31]中的尺度与宽

4 组作为训练集, 共构成 5 种划分方式, 分别对每

高比数据扩张技术增大数据集规模.

种划分方式进行训练和测试, 计算 5 次测试结果的
平均准确率和均方差作为最终的人脸年龄估计评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价结果. 另外, 因为非受限条件下人脸年龄估计难
度较大, 所以本文采用了单一分类准确率和 1-off

和 ResNets-34 网络构建 RoR-3-18 和 RoR-3-34 网

准确率 2 种人脸年龄估计评测指标.
预测正确类别图像数
测试集总数
预测正确或相邻类别图像数
1-off准确率 =
测试集总数
单一分类准确率=

(1) 本文分别采用 18 层和 34 层的 ResNets-18
络, 并基于第 1.2 节的方法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进

(3)
(4)

行预训练, ImageNet 数据集分类结果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 采用 RoR-3 网络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
进行预训练, 所获得的 Top-1 和 Top-5 分类准确率

单一分类准确率表示人脸年龄估计的单一类

均高于同层数的 ResNets 网络分类准确率. 表明在

分类准确率, 1-off 准确率不但将预测类别与实际

ImageNet 这类大规模图像数据集上, RoR-3 网络较

类别一致认为预测正确, 而且将预测类别与实际

原始的 ResNets 网络表现出更好的学习能力.

类别相邻的 2 类一致也认定为预测正确, 所以
1-off 准确率降低了预测的难度. 1-off 准确率符合
部分低精度人脸年龄估计应用的需要, 如成年人

表1

ImageNet 数据集分类结果
错误率/%

网络结构
Top-1

Top-5

[31]

28.22

9.42

RoR-3-18

27.84

9.22

ResNets-34[19]

24.52

7.46

256 和 512 个卷积核(特征滤波器)的残差块组成.

ResNets-34[31]

24.76

7.35

RoR-3-34 网络共包含 16 个第 3 级残差块, 4 个第 2

RoR-3-34

24.47

7.13

准入认证等.
本文选取的 RoR-3-34 网络由 4 组结构相同的
第 3 级残差块组组成, 每一组分别由包含 64, 128,

ResNets-18

级的残差块(每一个分别包括 3, 4, 6 和 3 个第 3 级
残差块), 1 个第 1 级残差块(包含 4 个第 2 级残差块),

(2) 分别采用 34 层的 ResNets-34 以及 RoR-

基本结构如图 3 所示. 模型采用 Titan X GPU 训练,

3-34 在 Adience 数据集上进行人脸年龄分类训练和

运行环境为 Torch 7, 在每次迭代中一次输入一批

测试. 每种网络结构均采用 3 种不同的训练方式进

(batch)图片进行批处理, 采用随机梯度下降方法

行 训 练 : 直 接 训 练 方 式 (ResNets-34, RoR-3-34),

第2期

张

珂, 等: 非受限条件下多级残差网络人脸图像年龄估计

351

ImageNet 预训练方式(ResNets-34(预训练), RoR-

RoR-3-34+SD(预训练)模型与现有在 Adience 数据

3-34(预训练))以及 ImageNet 预训练与 SD 算法结合

集上进行年龄分类的方法进行比较, 各种方法的

的方式(ResNets-34+ SD(预训练), RoR-3-34+SD(预

年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因为文献[23]和文献[24]

训练)), 以上 6 种情况的人脸年龄分类测试结果如表

中未给出均方差值, 所以在表 3 中本文也未写出均

2 所示. 可以看出, ResNets-34(预训练)和 RoR-3-

方差值. SVM-Dropout[8]采用 LBP 特征并引入 Dr-

34(预训练)的分类准确率分别优于 ResNets-34 和

opout 的 SVM 分类器对年龄进行分类, 分类准确率

RoR-3-34, 表明相同网络结构下, 在 ImageNet 数

只有 45.1%, 说明传统人工提取特征的方法在非

据集上进行预训练可以明显提高年龄分类准确率,

受 限 条 件 下 的 人 脸 年 龄 估 计 中 效 果 较 差 ; 4c2f-

说明 ImageNet 预训练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CNN[22]首次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在 Adience 数据集

因 Adience 数据集规模小而易产生过拟合的问题;

上进行年龄分类, 分类准确率为 50.7%, 明显优于

随着 SD 算法的引入, 模型的分类准确率得到进一

传统方法, 但该方法仅包括 6 个参数层; Chained

步提高, 表明 SD 算法能够进一步缓解网络过拟合

gender-age CNN[23] 先 将 数 据 集 按 性 别 进 行 划 分 ,

以及梯度消失问题. 图 5 所示为 RoR-3-34, RoR-3-

然后在男、女 2 个数据集上分别用 4c2f-CNN[22]

34(预训练)以及 RoR-3-34+SD(预训练)在 Adience

进行年龄分类, 平均分类准确率提升至 54.5%, 但

年龄数据集(某一种划分方式上)训练过程中的人

该方法引入了性别先验知识; R-SAAFc2[24]采用了

脸年龄单一分类准确率变化曲线图. 可以看出,

16 层的 VGG-16 网络以及 SAAF 激活函数, 取得了

RoR-3-34(预训练)的曲线较 RoR-3-34 的曲线收敛

高 于 浅 层 网 络 的 分 类 准 确 率 ; DEX w/o IMDB-

快、准确率高, 这是由于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的

WIKI[25]采用 VGG-16 模型并在 ImageNet 数据集上

预训练已经获得了表达图像基本特征的参数, 能

进行了预训练, 提高了分类准确率, DEX w/IMDB-

够有效地抑制过拟合问题; 而 RoR-3-34+SD(预训

WIKI[25] 进一步引入大型人脸年龄数据集 IMDB-

练)的曲线明显优于 RoR-3-34(预训练)的曲线, 说

WIKI 进行预训练, 获得了当时在 Adience 数据集

明 SD 算法的引入进一步抑制了过拟合问题.

上最高的年龄分类准确率 64.0%. 本文方法的年龄

( 3 )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将最优的
表2

有年龄分类算法, 尤其较同为在 ImageNet 数据集

Adience 数据集年龄分类结果

网络结构

分类准确率远优于除 DEX w/IMDB-WIKI 外的所
上进行预训练的 DEX w/o IMDB-WIKI 方法年龄分

准确率/%

类准确率提高了 6.74%. 尽管 DEX w/IMDB-WIKI

单一分类

1-off

ResNets-34

59.394.45

91.981.57

ResNets-34(预训练)

61.154.53

92.901.98

除 ImageNet 数 据 集 外 更 大 的 人 脸 年 龄 数 据 集

ResNets-34+SD(预训练)

61.475.17

93.391.95

IMDB-WIKI, 该数据集包含 523 051 幅已标注具体

RoR-3-34

60.294.25

92.441.45

RoR-3-34(预训练)

61.734.31

92.971.55

RoR-3-34+SD(预训练)

62.344.53

93.641.47

方法能够取得优于本文方法的结果, 但其采用了

年龄的人脸图片, 在如此大规模人脸年龄数据集
上进行预训练, 能够极大地提高模型的学习效果;
而本文方法在未引入大规模人脸年龄数据集的前
提下达到了接近 DEX w/ IMDB-WIKI 方法的效果,
足以证明其有效性.
表3

7 种方法的年龄分类结果比较

网络结构与方法
SVM-Dropout
4c2f-CNN

[8]

[22]

Chained gender-age CNN[23]
R-SAAFc2

[24]

DEX w/o IMDB-WIKI[25]
DEX w/ IMDB-WIKI

图5

不同训练方式下的年龄分类准确率曲线图

本文

[25]

准确率/%
单一分类

1-off

45.12.6

79.51.4

50.75.1

84.72.2

54.5

84.1

53.5

87.9

55.66.1

89.71.8

64.04.2

96.60.9

62.344.53

93.6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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