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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能有效地保持原本学习过的知识，又能不断获取新知识？这是增量学习面临的难题。将集
成学习算法移植应用于增量学习，建立了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研究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ａｃｅ

（ＢＫ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ＣＳ）和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ＭＶ）３种集成学习算法应用于增量学习

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算法Ｂ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ＣＳ（ＢｏＤ）．仿真实验表明，ＤＣＳ表现最好，ＢＫＳ和ＭＶ表现次

之，ＢｏＤ很好地提升了ＢＫＳ而与ＤＣＳ完全相当；提出的增量学习模型不但能完全保持以前学习过的知
识，而且能有效地获取当前的新知识（包括概念漂移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ｒｉｆｔ）．
关键词增量学习；知识保持与知识获取；集成学习；模块化；支持向量机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学习能力的计算模型一直是机器学习领域的重要分
１

引

言

支之一．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采集样本的代价或时间
等原因，很难一次性获得全部样本。实际问题也不

人脑具有渐进学习的能力，研制具有类似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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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等到获取全部样本后再进行机器学习．因此只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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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步将获取样本中包含的知识纳入学习系统中，

（３）Ｆｏｒ ｔ＝２，３，…，咒

也就是进行增量学习．然而，目前各种人工学习系

３．１用在时间段［ｔ一１，ｔ］采集的训练集增量块

统的构造算法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当前学习环境而以

ＴＲ。训练得到子分类器Ｃ，，其中的ｔ在下文中被称

尽量保证学习系统推广能力为目的的一个寻优过

做时刻或增量学习步进数（当前增量学习进行的步

程，所以现有的各种机器学习算法本质上都不适应

骤数）；

增量学习．这种不适应【１］体现在：计算模型或者缺

３．２更新验证集Ⅵ＝Ｖ一１ Ｕ

乏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或者不能保持原本获取的知

３．３将子分类器Ｃ。加入增量学习系统，则当前

ＴＲ。；

识．机器学习领域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人

ｔ个训练好的子分类器构成当前增量学习系统．

工神经网络通常通过改变隐层单元数目或控制权值

算法２．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的测试算法．

改变的幅度来实现新知识的获取或减少遗忘［２｜，这

（１）初始化．当前增量步进数ｔ；测试样本ｘ．

显然会使网络的学习能力或网络的知识容量受到限
制．将人工神经网络和决策树结合是解决增量学习

（２）初始化特定分类器组合策略需要的相关参
数．

问题的一种好方法［３］．支持向量机的增量学习通常

（３）Ｆｏｒ ｉ＝１，２，…，ｔ

通过将原有的支持向量与新增加样本合并在一起重

３．１求分类器Ｃ。对ｘ给出的类别判断Ｃｉ（Ｘ）；

新训练Ｈ Ｊ而得到新的支持向量机，但当存在概念漂

３．２计算特定分类器组合策略需要的信息．

移（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ｒｉｆｔ）时该方法效果不佳ｂ

（４）若所有Ｃｉ（ｘ）相同，则Ｃｉ（Ｘ）为ｘ的类别

Ｊ．

集成学习（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一直是机器学习

判断．

（５）如果不是所有的Ｃｉ（ｘ）相同，则根据分类

的一个研究热点［６－１０］．模块化是扩展现有机器学习
算法增量学习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１１］．已有学者尝

器组合策略给出Ｘ的类别输出．

试将两者结合而提出了多种模块化增量学习的算

２．１

法ｕ２’１ ３｜．但是，每增加一批学习样本，这些算法都需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ａｃｅ（ＢＫＳ）分类器组合

方法

要训练多个子学习系统，增量学习系统的规模以超
线性的速度增长．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ＫＳＥ９］方法使用当前全部分类器组合给出分类．
设当前时刻为ｔ，则增量学习系统中有ｔ个子分类
器，则ｔ个子分类器对同一个训练样本的类别判断

２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

构成ＢＫＳ中的一个ｔ维向量．在时刻ｔ，将验证集
ｕ中的训练样本提交给各个子分类器测试将得到

提出的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可用图１描述：

有ＩⅥｌ（Ⅵ中元素的数目）个元素的ＢＫＳ．根据此
向量空间可以计算得到ｋ‘（ｋ表示类别数）个ＢＫＳ
单元．测试时，各个子分类器对同一测试样本给出
的类别判断构成一个ｔ维的查询向量，以此查询向
量去查找对应的ＢＫＳ单元，最后根据相应ＢＫＳ单
元的信息给出该测试样本的类别判断．为了节省计
算时间，可在增量学习的同时，逐步计算并保存每个
增量块的ＢＫＳ单元信息．

图１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

算法１．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的训练算法．
（１）初始化．训练算法相关参数；初始训练数
据集：

ＴＲｌ＝｛｛Ｘｉ，Ｙｉ｝Ｉ墨∈Ｒ“，
Ｙｉ∈｛０，１，２，…，ｃ｝，ｌ≤ｉ≤Ｎｌ｝，
置表示样本，Ｙ；表示样本类别，｛０，１，２，…，ｃ｝表示
类别标志集合．当前验证集Ｖ】＝ＴＲ】．
（２）使用训练数据集ＴＲｌ得到分类器Ｃ，．

２．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ＤＣＳ）分类器组

合方法
在ＤＣＳ方法［ｓ０］中，类别判断置信度最高的一
个子分类器被选中给出测试样本的类别判断．设在
时刻ｔ验证集Ｖ中测试样本ｘ的ｑ个最近邻样本
构成集合Ｑ：．设某个子分类器Ｃｉ将测试样本ｘ判
断为Ｃｉ（ｘ）类，则在时刻ｔ该分类器对该测试样本
ｘ的类别判断置信度为
下吖ｙ、一
ｑ、６

堡！塞垩星！鱼！茎！耋箜壁奎塑旦

７一Ｑ苎中被分类器ｃｉ判断为ｃｉ（ｘ）类的样本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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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２．３

量块，这相当于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１０次样本采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ＭＶ）分类器组合法

在时刻ｔ由所有子分类器对测试样本ｘ的类
别分别给出判断，然后进行多数投票．获票多数的
类别作为ｘ的类别判断．如果出现票数相等情形，

ＢＫＳ ｂａｓｅｄ

系统的性能．

第２类问题中，按照式（１）生成了随着时间延续
有概念漂移的人工数据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ａｔａ．

则进行随机猜测．
２．４

集．在每个增量步，使用共同的测试集测试增量学习

ｏｎ

ＤＣＳ（ＢｏＤ）分类器组合法

Ｐ）２焘ｅｘｐ忪一一㈣
Ａ（Ｘ
Ｎ）２彘ｅｘｐ｜｜ｘ一成㈣
Ａ（ｘｌ

从上面对于ＢＫＳ和ＤＣＳ的描述可以知道，ＢＫＳ

，’

重视模块间合作，而ＤＣＳ重视模块间竞争．本文将
ＢＫＳ和ＤＣＳ的这两个特点组合起来，得到了ＢｏＤ

（１）

其中：Ｏ＇ｐ＝１；靠＝２；ｐ；＝［０，ｏ］Ｔ＋（ｔ一１）×［８，

算法．

算法３．ＢｏＤ算法．

０］Ｔ，ｐ：＝［２，０］Ｔ＋（ｔ一１）×［８，０］Ｔ，ｔ＝１，２，…．Ｐ

（１）预先设置阈值ｅ，０≤ｅ≤１；

表示样本ｘ属于正类，Ｎ表示样本ｘ属于反类．

（２）在时刻ｔ，根据ＤＣＳ方法计算各子分类器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ｄａｔａ的数据分布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对测试样本Ｘ的类别判断置信度丁；（ｘ），１≤ｉ≤ｔ；
（３）寻找置信度最高的分类器：
ｔ

ｉｍａｘ＝ａｒｇ

ｍａｘｚ（ｘ）；
ｉ＝１

（４）求得集合Ｖ＝｛ｉ Ｉ（Ｔｉｔ。。（ｘ）一Ｔ“ｘ））≤
￡，１≤ｉ≤ｔ｝．如果ｆ Ｖ ｆ＝１，则采用ＤＣＳ进行分类

器组合，否则选择分类器Ｃｉ（Ｊ∈Ｖ）采用ＢＫＳ进行
分类器组合．
ＢｏＤ方法如同针对具体问题在专家库中挑选若
干专家进行集体决策．阈值ｅ的设置较为简单，通
常设置为０．００１，这是感觉上认为两个分类器准确
图２存在概念漂移的高斯数据的分布图

率值没有太大区别的一个数值．

在第２类问题的实验中，按照式（１）在第ｔ个时
３仿真实验

刻附近随机采集２０００个样本作为训练集ＴＲ，，
ｔ

本文采用的实验平台为配置２ＧＢ ＲＡＭ和
３ＧＨｚ

ＣＰＵ的ＰＣ；分类器训练算法采用ｌｉｂｓＶＭ；核

２００００个样本作为测试集ＴＳ。．用Ｕ

ＴＳ￡作为时刻

ｆ＝１

ｔ的测试集．由于存在概念漂移，ＭＶ显然不合适作

函数采用ＲＢＦ核函数．针对两类问题共５个数据集

为分类器组合规则，所以只比照研究了采用ＤＣＳ，

进行了仿真实验．一类是当数据分布保持不变时，

ＢｏＤ和ＢＫＳ作为分类器组合规则时增量学习系统

增量学习系统不断学习新样本，能否不断提高自己
的推广能力？另一类是当数据分布随时间渐变，也
就是存在概念漂移的情况下，增量学习系统能否不
断学习新概念，从而具备对新概念的推广能力？
第１类问题中，第１个数据集是机器学习领域

学习新概念的能力问题．
以上所有实验均重复１０次，图’３、图４和图５

中是１０次实验的平均值．上述５个数据集的数据
分布和相关实验参数见表１．

４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著名的双螺旋线问题，第２个是棋盘数据
（ｅｈｅｃｋｂｏａｒｄ）问题［１４］．第３个数据集是来自ＵＣＩｕ

５ｊ

在图３中将ＤＣＳ和ＢｏＤ的测试准确率曲线与

的Ａｄｕｌｔ数据集．第４个数据集采用来自ＵＣＩ中的

使用当前全部训练样本训练得到的单个分类器的测

共有７类数据的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Ｔｙｐｅ数据集，本文抽取

试准确率曲线比较可以知道：ＤＣＳ和ＰｏＤ不但保持

了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Ｔｙｐｅ数据中的分别属于第２类和第
６类的样本．在第１类问题的每个实验中，将整个训

了原本学习到的知识，还能不断获取新样本带来的

练集随机划分成１０等份，每一等份当作一个训练增

量学习系统的增量学习能力较差，且波动性较大．

知识．与ＤＣＳ和ＢｏＤ相比，采用ＢＫＳ和ＭＶ的增

增量学习步进数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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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学习步进数，

（。）在ａｄｕｌｔ数据集上进行的准确率实验
Ｅｃ表示使用当前采集的所有训练样本训练的单个分类器

（ｄ）在ｆｏｒｅｓｔ
ｃ０Ｖｅｎｙｐｅ数据集上进行的准确率实验

……”“８左州丁纣英器
享３表翟：鬈力最好的子分类器．Ｌｃ表示当前推广能力最差的子分类器
图

准确率比较

增量学习步进数ｆ

图：？！概念漂移的高斯数据实验中使用Ｄ（葛，
ＢＯＤ和ＢＫｓ在增量测试集上的准确率琵主～’

增量学习步进数‘

图三。。芦仑颦篡算法第５步，＆ｏ中参与分类器组合
给出一个测试样本类别判断的平均分妥菇茹ｉ。

从图４可知，Ｂｃ）Ｄ和Ｄｃｓ的测试准确率曲线与
使用当前全部训练样本训练的单个分类器的测试准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５，４２（增刊）

２２６

确率曲线几乎完全重合，这说明ＢｏＤ和ＤＣＳ能非常

的分类器减少．这完全相当于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在

有效地获取因概念漂移产生的新知识．显然，如果

专家群体中选择一部分权威专家进行集体决策．所

将分布改变的数据当做产生的新类别，ＢｏＤ和ＤＣＳ

以，在硬件软件实现时，ＢｏＤ将比ＤＣＳ更具有可靠

就能处理新类别信息．在图４中由于存在概念漂

性，因为ＤＣＳ可以看成ＢｏＤ中只有一个分类器没有

移，增量学习系统的各个子分类器均不能掌握全部

失效时的情形．

训练样本中的全部知识．图４还说明ＢＫＳ学习能力
严重依赖于它的组成模块的学习能力．

后续的工作包括：如何选择性地“遗忘”ｕ中的
部分样本；基于ＢｏＤ和ＤＣＳ的模块化增量学习系统

通过比较ＢｏＤ与ＤＣＳ的测试准曲率曲线还可

与前述模块化增量学习模型［１２，１３］的比较；ｑ值的设

以看出：ＢｏＤ完全与ＤＣＳ相当．其中的原因可以从

置规则和模块化增量学习系统的增量学习能力与增

图５给出解释．可以看到：在ＢｏＤ中，采用ＤＣＳ排

量块大小的关系等．

除了一些类别判断置信度低的分类器，使参与ＢＫＳ
表１五个数据集的数据分布和相关实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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