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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Ｋ类多标号问题，首先采用“一对
其他”的问题分解方法将原问题分解为Ｋ个两类问题；然后按照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Ｍ３．
ＳＶＭ）的“部分对部分”问题分解方法，再对这些两类问题进一步分解．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能将大规模、
训练样本极不平衡的两类问题分解成用户希望的任意大小的相对平衡的两类问题，并能容易地实现并
列学习．对读卖新闻日文数据集和路透社英文数据集进行了文本分类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
统的方法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和更短的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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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如读卖新闻数据集，一个文本最多同时属于３个类
１

引

言

别，即有３个标号，平均一个文本大约有１．７５个标
号．通常把这种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称之为多标号

文本分类是指根据文档的内容和属性，将大量

文本分类．

的文档自动归到不同的文档类别的过程．在大多数

目前，对于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处理，主要采

情况下，一个文档可能同时属于多个文档类别．比

用的是“一对其他”的问题分解方法…，即将一个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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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标号问题分解为Ｋ个两类问题，每个两类问题

标号；ｔ。是样本ｚ。的标号集；ｚ－。是ｚ。标号集中标

可以采用传统的模式分类器进行处理，比如朴素贝

号的个数；ｚ是总训练样本个数．

叶斯、神经网络、最近邻法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ｔ２Ｊ

“一对其他”方法把一个Ｋ类多标号问题丁分

等．由于ＳＶＭ具有比其他模式分类器更好的学习

解为Ｋ个两类问题Ｔｉ，ｉ＝１，…，Ｋ，其训练样本

和泛化能力，本文将采用ＳＶＭ作为多标号文本分

集为

类系统的子模式分类器．对于一个测试文本，Ｋ个

ｚｉ＝｛（ｚ２，＋１）｝刍：ｌ Ｕ｛（ｚｉ。－，一１）｝刍：１，

模式分类器可以回答出该文本到底属于哪几个文档
类别．

（２）

其中，ｌ？是两类问题ｔ的正样本个数；ｚｆ是负样

但是，这种“一对其他”的问题分解方法主要存
在两个问题：①每个子模式分类器的问题规模与原

问题相同，而传统的ＳＶＭ其训练时间和训练样本
个数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对于大规模多标号文本分

本个数；ｚ，＋ｌｆ＝ｚ，ｚ０∈｛Ｘ。Ｊ（ｚ。，ｔ。）∈ｘ，ｃｌ∈
ｔ。｝是Ｔｆ的正类样本；ｚｉ。－∈｛ｚ。ｌ（ｚ。，ｔ。）∈Ｘ，
Ｃｉ每ｔ。｝是其负类样本，即Ｔｉ的正类训练样本是拥

类问题，训练时间将很长；②这种问题分解方法使每

有类标号Ｃｉ的样本，而负类样本是不拥有类标号

个两类问题的正负样本极不平衡，即正样本数远少

Ｃｉ的样本．
这样，就将一个Ｋ类多标号问题分解成Ｋ个两

于负样本数，因此，将降低训练后的ＳＶＭ的泛化

类问题，可以使用Ｋ个模式分类器进行并行学习．

能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

２．２“部分对部分”策略
“部分对部分”策略［３］是一种将两类问题细分

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方法，即在进行“一对其他”
任务分解之后，再利用“部分对部分”的问题分解策

的方法，它按照最小最大模块化（Ｍ３）神经网络的问

略．也就是说，在将原问题分解为Ｋ个两类问题之

题分解策略［５｜，将一个多类问题分解为一系列规模

后，采用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３］来解决每个

两类问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仅可以使子问题规
模可控，提高并行性，而且可以使问题的平衡度得到

较小的两类问题．对于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我们
的主要任务是在完成“一对其他”的问题分解后再对
两类问题进行分解。因此，下面对两类问题的分解
过程进行详细描述．

提高，最终提高整个分类器的泛化能力．

对于一个两类问题ｔ，Ｚ ｚ表示其正的训练样

本文内容按下列顺序组织：第２节描述多标号

文本分类问题的分解策略；第３节简要介绍最小最
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第４节对路透社和读卖新闻

两大数据集进行文本分类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

本集，疋ｉ表示其负的训练样本集：
ｚ；＝｛（ｚ嚣，＋１）｝。Ｉｉ：ｌ，Ｘｉ＝｛（ｚ乞，一１）｝蠹：１．
（３）

分析、比较；第５节给出结论．
根据文献［３］，样本集Ｚｉ和Ｚｉ又可以分别被
２

分解为Ｎ，和Ｎｆ个子样本集：

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分解

）［母＝｛（ｚ二，＋１）｝磐；ｌ，且Ｊ＝ｌ，…，Ｎ；，（４）
解决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原问

ｚ巧＝｛（ｚ二，一１）｝托ｌ，且歹＝１，···，Ｎｉ，（５）

题分解成一系列等价的、ＳＶＭ可以直接处理的子问
题．本文使用了两种问题分解策略，首先是“一对其
他”策略，然后对两类问题使用“部分对部分”策略．

其中，ｚｊ和ｚｉ分别是样本集ｚ巧和ｚ巧中的样本个数
Ｎ：

。

Ｎｊ

．

２．１“一对其他”策略
“一对其他”问题分解方法是一种传统的解决多
类支持向量机的方法［４｜．给定一个Ｋ类多标号问

一

一

Ｕ ｘ；＝ｘｉ。，ｌ≤Ｎｊ≤￡？，和Ｕ疋巧＝ｘｉ，１≤
ｊ＝１

ｊ＝１

Ｎ：≤１：．
将正负样本集ｚｉ和ｘｉ分别分解为Ｎ，和
Ｎ＿个子样本集后，最初的两类问题ｔ被分解为

题Ｔ，其训练样本集为

ｚ＝Ｕ｛（ｚ。，ｔ。）｝三：１，ｔ。＝Ｕ￡乞，ｋ＝１，…，ｒ。，
（１）

其中，ｚ。∈Ｒ“是输入样本；￡乞是样本ｚ。的第ｋ个

Ｎｊ×Ｎｆ个相对较小、并且比较平衡的两类子问题
矸”：
Ｔ？一＝Ｘｉ”Ｕ

Ｘｉ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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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

策略，一种是随机分解，另一种是超平面分解．

且“２１，…，Ｎ，，口２１，…，Ｎ＿．
采用“部分对部分”任务分解策略将两类问题细

随机分解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问题分解方

分之后，所有两类子问题在学习阶段是相互独立的．

法．它随机地从正负训练样本集中抽选出给定数量

因此可以采用Ｍ３．ＳＶＭ对子问题进行并行学习．图

的样本，组合成一系列规模较小且正负样本相对平

１给出了用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解决Ｋ类

衡的子问题集作为Ｍ３一ＳＶＭ系统的任务集．这种方

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分类器结构．

法的特点是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且不需要样本集的
先验知识．但是，分解会改变子样本集的分布属性．
特别是当两类问题被分解成很多很小的两类问题
时，系统的泛化能力会有所下降．本文把使用这种
问题分解方法的Ｍ３．ＳＶＭ称为Ｒ．Ｍ３．ＳＶＭ．
一个合理的问题分解方法应该使分解后的问题
尽可能不改变原训练集的样本分布属性．基于这种
考虑，我们提出了超平面分解方法№Ｊ．超平面分解
的主要思想是引入一个特定的超平面／－／：Ａｚ＝０，这
Ｃｌ

ｃ２

里，Ａ＝［ａ１＇．一，ａ。］是超平面Ｈ的法向量．然后利
用一系列和该超平面平行的超平面集将正负样本集
按照需要分解成一系列子集，再两两组合成子问题
集．本文把使用这种问题分解方法的Ｍ３一ＳＶＭ称为
Ｈ．Ｍ３－ＳＶＭ．为了实现上述超平面分解方法，我们
采用的是样本排序法，且选用Ａ＝［１，１，…，１ｒ１．

图１利用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解决Ｋ类

４

仿真实验

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分类器结构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在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中的
有效性，本节在下列两个数据集上进行了一系列仿

３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

真实验．
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将一个复杂的多类

读卖新闻（Ｙｏｍｉｕｒｉ Ｎｅｗｓ）数据集【８ Ｊ：该数据集

分类问题，分解成许多规模小的、各自独立的两类子

包含了２１９０５１２篇日文新闻文档（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１

问题，对于每一个两类子问题训练出一个支持向量

年）．我们选取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９１３１１８篇文

机．然后根据两个模块组合规则，即最小化规则和

档作为训练集，选取２００１年７月到１２月的１８１８６３

最大化规则，将所有模块组合成一个Ｍ３ＳＶＭ．

篇文档作为测试集．采用ＣＨＩ（Ｚ。）特征提取方法将

＇

对于两类问题Ｌ，采用第２．２节的“部分对部

样本向量的维数降为５０００维．该数据集包含的类

分”策略将问题分解后，可使用并行方式对所有子问

别数为７５类，本文只选用其中的前１０类进行仿真

题进行学习，然后根据下面两个模块组合规则［３’５］，

实验．

利用Ｎ，个ＭＩＮ单元和一个ＭＡＸ单元，将Ｎ，ｘ

路透社（ＲＣＶ－ｖ２）数据集【９Ｊ：该数据集总共包含

Ｎ＿『个支持向量机组合成一个Ｍ３ＳＶＭ．

８０４４１４篇英文文档，我们同样按照年代顺序将该数

Ｎｊ

据集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包含２３１４９篇文

Ｎｊ

矸（ｚ）＝ｍｉｎ矸”（ｚ）和ｔ（ｚ）＝ｍａｘＦ（ｚ），
７．／２ｌ

“２ｌ

（７）

其中，碍一（ｚ）表示对应子问题碍一训练的支持向

档，测试集包含７８１２６５篇文档．这里按照文章主题
（ｔｏｐｉｃｓ）对文章进行分类，共包含１０１个主题类别，
样本向量的维数为４７１５２．
本文的实验分为两部分，对于读卖新闻数据集，

量机的传递函数，碍（，２７）表示将Ｎｆ个子支持向量
机运用ＭＩＮ单元集成后的支持向量机的传递函数，

模式分类器为传统的ＳＶＭ和Ｒ．Ｍ３ＳＶＭ，两者均

ｔ（．２７）是对应两类问题ｔ的Ｍ３一ＳＶＭ的传递函数．

采用线性核函数．我们根据不同的Ｃ值以及不同的

Ｍｓ—ＳＶＭ泛化能力的高低与“部分对部分”问
题分解策略密切相关．这里我们考虑两种问题分解

模块数做了几组实验，这里只列出了最具代表性的
一组，其泛化能力和训练时间的仿真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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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读卖新闻前１０类的仿真结果比较

注：“＃ＳＶＭ”表示模块个数，Ｃ＝２

对于路透社数据集，子模式分类器为Ｒ．Ｍ３．

根据ＳＶＭ的训练时间由大到小重新排序，每个Ｍ３一

ＳＶＭ和Ｈ—Ｍ３一ＳＶＭ时，我们根据４个不同的Ｃ值，

ＳＶＭ分类器的模块数量约等于７．实验所用的

做了４组实验，每组实验又依据不同的模块数量，做

ＳＶＭ软件包为ｌｉｂｓｖｍ２．４［１０］，Ｍ３ ＳＶＭ是包含上述

了３组实验，这里，我们详细给出了Ｃ＝１时，传统

软件包的一个并行ＭＰＩ程序．所有的仿真实验在

ＳＶＭ，Ｒ．Ｍ３ ＳＶＭ和Ｈ—Ｍ３－ＳＶＭ的泛化能力和训

ＩＢＭ Ｐ６９０大型机上完成，该机器拥有３２个Ｐｏｗｅｒ

练时间的比较，如图２所示．图２中Ｍ３．ｓｖＭ（ｓ）表

１．３ＧＨｚ

ＣＰＵ和１２８ＧＢ共享内存．

示串行时间，Ｍ３一ＳＶＭ（Ｐ）表示并行时间，类别标号

宙
Ｖ
厘
茁
蝾
暑

口
一
厘
营
蝾
暑

光标号

（ａ）传统ＳＶＭ，Ｒ．Ｍ３＿ＳＶＭ和Ｈ．Ｍ３－ＳＶＭ泛化能力比较

图２路透社数据集实验结果

（ｂ）传统ＳＶＭ和Ｒ．Ｍ３ ＳＶＭ训练时间

４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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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类别的整体评价，通常采用宏观平均

’对单类别Ｃ的评价标准，我们采用查全率
（ｒｅｃａｌｌ）、查准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Ｆ１标准［１１Ｊ．查全率表示

（ｍａｃｒｏａｖｅｒａｇｅ）和微观平均（ｍｉｃｒｏａｖｅｒａｇｅ）【１ ２１．宏观

分类器对属于Ｇ类样本做出正确判断的样本个数与

平均是指对所有类别的Ｅ值取平均后得到的值．

该类实际拥有的样本个数的比值；查准率表示分类器

微观平均相当于将所有类别看作一个类别，按照单

对属于Ｇ类的样本做出正确判断的样本个数与分类

类别评价标准计算Ｒ值，该值即为微观平均．

器实际判定为该类的样本个数的比值；Ｅ表示对该
类查全率和查准率取相同权重的一个综合评价：

Ｆ。＝篇，

为了综合评价传统ＳＶＭ，Ｒ—Ｍ３一ＳＶＭ和Ｈ—Ｍ３．
ＳＶＭ在多标号文本分类上的分类能力，我们在表３

（９）

中列出了３者在Ｃ＝１情况下的泛化能力，同时在
表４中给出了不同惩罚参数Ｃ，对各个分类器的

其中，Ｒ表示查全率；Ｐ表示查准率．

影响．

表２三种分类器的实验结果比较（Ｃ＝１）

泛化能力
分类器
ＳＶＭ
Ｒ．Ｍ３．．ＳＶＭ

｝Ｉ－Ｍ’一ＳＶＭ

＃ＳＶＭ

Ｃ＝１

Ｃ＝０．５

Ｍａｃｒｏ

Ｍｉｃｒｏ

Ｍａｅｌ＇ｏ

Ｍｉｃｒｏ

Ｍａｃｒｏ

Ｍｉｃｒｏ

１０１
７９４

４７．８１

８０．０９

５４．９１

１０８９

４８．３５

７８．８５

５５．８２

１５５２

５０．１７

７９．０５

５６．４７

７９４

４６．５０

８０．１９

５３．６７

１０５９

４７．９２

８０．２６

５４．７９

１５５２

４９．３１

７９．９７

５５．８４

踯∞四 ∞Ｈ钻

＂＂卯 ｍ船鲫

＂为鸺 的控舛

弘弘＂ ∞：２盯

＂＂” 虬蛇为

∞舳鲫 钌卯加

％硒＂ 舵记拍

为为为 儿”铂

“巧弱 鲫＂“

”鸺他 跗Ｍ鲳

注：“Ｍａｃｒｏ”表示宏观平均，“Ｍｉｃｒｏ”表示微观平均

从图２以及表１，２和３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号越靠后的类别，正样本数越少，即正负样本数越不

（１）对于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Ｍ３一ＳＶＭ包括

平衡．因此，对于大多数类，Ｍ３ ＳＶＭ比传统的

Ｒ—Ｍ３－ＳＶＭ和Ｈ－Ｍ３．ＳＶ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表现

ＳＶＭ，具有更高的分类准确率．‘

出了比传统ＳＶＭ好的泛化能力，特别对于某些比

（２）－ＯＩＩ练时间方面，从图２（ｂ）可以看出，即使

较难分的类，Ｍ３一ＳＶＭ的一般化能力有显著提高．

Ｍ３－ＳＶＭ所有模块以串行方式训练，其训练时间依

其原因可解释如下：采用“一对其他”分解策略所得

然远小于传统ＳＶＭ的训练时间．若以并行方式训

到的两类问题，其正负样本个数极不平衡，通常正类

练所有模块，Ｈ！Ｉ－ＰｉＩ练时间可大大减少．显然，问题的

的样本个数偏少．因此，传统的ＳＶＭ分类器的分界

规模越大越能体现出Ｍ３一ＳＶＭ在训练时间上的优

面较靠近于正样本区域，其查全率较低，由式（９）可

越性∞Ｊ．

知Ｒ值较小．而采用“部分对部分”分解策略，得到

（３）对于多类评价标准的微观平均值，Ｈ—Ｍ３一

的两类子问题的正负样本数量相对比较平衡．因

ＳＶＭ比Ｒ．Ｍ３一ＳＶＭ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但是对

此，Ｍ３一ＳＶＭ分界面较为合理，使得查全率明显升

于宏观平均值，前者却稍逊于后者．

高，查准率有所下降，但Ｅ值增大．从图２（ａ）可以

（４）随着模块数的增多，Ｒ—Ｍ３－ＳＶＭ和Ｈ—Ｍ３一

看出，由于类别标号是根据样本数由多到少排序，标

ＳＶＭ的宏观平均值都有上升的趋势．但是Ｒ．Ｍ３一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５，４２（增刊）

３６６

ＳＶＭ的微观平均值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对于Ｈ．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ＥＥＥ

Ｍａ－ＳＶＭ，微观平均值依然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稳

１２４４～１２５６

定的水平上．这是因为宏观平均值是由小类别决定

６

的两类子问题的正负样本平衡度得到提高，Ｆ，值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Ｙ．Ｌｉｕ，Ｋ．Ｗｕ，Ｈ．Ｚｈａｏ，ｅｔ
ｗｉｔｈ

平均值，由于主要受大类别的影响．因此，若采用随

Ｎｅｕｒａｌ

ｍｉｎ－ｍａｘ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ｘ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ｌａｃｈｌｎｅｓ．Ｉｎｔ’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

２００５
８

Ｍ．Ｕｔｉｙａｍａ，Ｈ．Ｉｚａｈａｒ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９ｔｈ

用超平面分解方法，它保证了子问题的样本分布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３
９

Ａｎｎｕｎ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１０

结束语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Ｄ．Ｌｅｗｉｓ，Ｙ．Ｍ．Ｙａｎｇ，Ｔ．Ｇ．Ｒｏｓｅ，ｅｔ ａ１．ＲＣＶｌ：Ａ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此，微观平均值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５

ａ１．Ｆａ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ＪＣＮＮ２００５），Ｍｏｎｔｒ６ａｌ，Ｑｕ６ｂｅｃ，Ｃａｎａｄａ，

值有下降的趋势，微观平均值略微下降．但是，若采
原问题的样本分布的一致性，其Ｆ．值比较稳定．因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ｉｎ－ｍａ】【ｍｏｄｕｌａｒ ＳＶＭｓ．ＬＮＣＳ３４９６．

ｆｏｒ

２００５．８８７～８９２
７

高．因此，宏观平均值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对于微观
机分解方法，随着分解模块数的增多，大类别Ｆ１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９９９，１０（５）：

Ｋ．Ａ．Ｗａｎｇ，Ｈ．Ｚｈａｏ，Ｂ．Ｌ．Ｌｕ．Ｔａｓｋ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的，即正样本较少的类别．随着模块数增多，小类别

Ｔｒａｎ８．Ｎｅ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４（５）：３６１～３９７

Ｃ．Ｃ．Ｃｈａｎｇ。Ｃ．Ｊ．Ｌｉｎ．ＬＩＢＳＶＭ：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ｉｅ．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ｃｊｈｎ／ｌｉｂｓｖｍ。２００１
１１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的方法，即在进行“一对其他”任务分解之后，再利用
１２

了两种不同的问题分解方法．与传统的支持向量机

ａｎｄ

ａｎｄ

１８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ｔ’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ＣＭ

ＳＩＧＩＲ

ｔｅｘｔ

Ｃｏｎ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ｖａｌ（ＳＩＧＩＲ ９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１９９５

“部分对部分”的问题分解策略．该策略利用最小最
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作为子模式分类器，同时利用

Ｄ．Ｄ．Ｌｅｗ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Ｄ．Ｄ．Ｌｅｗ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ｘ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Ｓｐｅｅｃ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Ｍｏｒｇａｎ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１９９１．３１２～３１８

相比，最小最大模块化支持向量机具有较高的并行
性和可修改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统处理
多标号文本分类问题的方法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和
更快的训练速度．同时，超平面问题分解方法的Ｈ—
Ｍａ－ＳＶＭ比随机分解的Ｒ—Ｍ３ＳＶＭ，具有更好的泛

吕宝粮，１９６０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仿脑计算理论与模型、
神经网络、并列机器学习、脑一计算机接口、
人脸识别、生物信息学和自然语言处理．

化能力，并且随着问题分解模块数的增多，Ｈ．Ｍ３．
ＳＶＭ的泛化能力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值
上．从理论上分析Ｈ．Ｍ３一ＳＶＭ在多标号文本分类问

刘峰麓，１９７９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为机器学习和文本分类．

题上的特性，以及宏观平均值和微观平均值的变化
规律将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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