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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感知器的样本空间划分方法
丛种，吕宝粮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二类分类问题足机器学习中的最基本的一类重要问题。目前广泛使用的，也是最为有效的学习算法是支持向量机

（ＳＶＭ）。然而对于某些非线性分类问题，ＳＶＭ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因此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对ＳＶＭ解决非线性分
类问题的能力加以改进。对二类分类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感知器的样本空间划分方法。该方法首先用感知器提取样本的分

布信息，将整体问题划分为局部空间中的分类问题，而后使用ＳＶＭ求出各个局部问题的最优分界面，并用最小最大模块化
网络对局部分界面进行综合，得到问题的全局解。仿真实验表明，新方法能够有效地分析样本空间，提取样本分布信息，在

测试数据上得到了比原有方法更好的准确率。新方法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提高了分类器处理非线性分类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感知器；支持向量机；模式识别；样本空间分析；最小最大模块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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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新样本进行分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样本统称为训练

１引言
自动分类问题是机器学习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最典

集，训练中未出现过的样本可用于测试分类器的效果，统称
为测试集。

型的分类问题是二类分类问题。该问题给出一组数据Ｘ＝

大量文献表明，支持向量机（ＳＶＭ）为机器学习中的二

ｋ：，，；｝羔。，其中Ｘｉ属于ｄ维实数空间Ｒ４，Ｙｉ属于集合｛０，

类分类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分界面搜寻算法。然而在某些问

１｝，其中Ｙｉ为０的样本称为负样本，ｙｌ为１的称为正样本，Ｎ

题上应用ＳＶＭ时，得到的结果仍然不甚理想，有相当的改进

为训练集样本数量。要求学习算法总结这组数据的规律，并

空间。

构造出一个分类器，利用学习到的算法，对训练集中未出现

经过对ＳＶＭ基本理论的分析，发现ＳＶＭ解决分类问题
时隐含一个假设，即样本在其空间中的分布应该较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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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线性可分。但有时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最小最大模块化网络（Ｍｉｎ—Ｍａｘ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３）
¨１，通过对训练样本的划分和精心设计的组合规则，实现了

将一个较大的分类问题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小分类问题

交界处找到最佳分界面。因此按照

的目标。

Ｍ３框架划分训练样本时应该尽可能满

通过对Ｍ３框架与ＳＶＭ各自优势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

足如下两点要求：

种解决分类问题的新方法。首先对训练样本的预学习以确

首先，要保留样本在其空间中的

定合适的样本空间划分规则，按照训练样本的分布特点，将

分布信息，以便为Ｍ３框架中每个子分

复杂的分类问题分解为多个较为简单的局部分类问题；然后

类器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应使

用ＳＶＭ求出这些局部问题的解；最后用Ｍ３框架综合各个局

子问题的样本在空间中形成一个尽可

部分类器。新方法在划分过程中通过保留和提取样本的分

能简单的二类分类问题，以利于ＳＶＭ

布信息，实现了对问题空间更有效的分析，提高了分类精度。

在子问题的学习中发挥最佳效果。

２

直接应用支持向量机的局限性

一一
ｎ

ＳＶＭ的核心思想是最大分类边界理论，该理论要求所求
解的二类分类问题线性可分。许多实际问题显然不符合这

一一一一
ｎ

一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ＳＶＭ在这一核心思想上做了两点
补充：
一是利用软边界（Ｓｏｆｔ Ｍａｒｇｉｎ），对越过边界的样本点计
算一定的惩罚，而不是完全禁止。即使训练样本中存在少量

ｎ

核函数，将原空问中的样本点映射到更高维空间上。由于维
数的增加，一些原本不可分的问题变得线性可分。

日
同

一一一一
＋

Ｉ．．．．．．．．．．．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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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负样本点的分布本身是线性不可分的。那么即
使利用软边界，也无法得到合适的分类边界。ＳＶＭ通过使用

＼一／

一一一一

的噪声，使一个线性可分问题变得不可分，使用软边界的
ＳＶＭ也能给出合理的分类边界。

图１训练样本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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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维映射的方法有两个潜在的问题，一是训练样本点

图２用Ｍ３框架组合局部分类器

映射到高维空间后，是否能够反映它们在原样本空间中的分
布；二是在高维空间中最大化分类边界而得到的最佳分类
面，是否在原空间中也是最佳的。
由于高维空间很难给人以直观的印象，上述两个问题难
以找到简洁直观的答案。如果可以在原样本空间中，通过分

为达到这两点要求，在划分时需要综合考虑正负样本，
统一进行划分，待分组完成后再按图ｌ的方式将正负样本完
全分离。对于数据的分组，希望划分后同一组中的数据具有
如下特性：

析样本的分布，把复杂问题转化为一系列较为简单的问题，

１）各个样本在空间上相互接近

并用这些问题的解，即一系列分界面，去描述原问题分界面，

２）信息熵较小（即二类样本所占比例差别大）

可以对复杂的分类问题得到更好的效果。

另外子问题的平均粒度不宜过小，以免学习出的整个模
型过于复杂，引起过度拟合。

３最小最大模块化框架

按上述要求划分训练样本而得到的子问题，能够在相当

最小最大模块化（Ｍ３）框架是将问题分而治之的有效

的程度上完整地描述样本在其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时再

方法。该方法可分解训练样本集，从而增加机器学习程序的

使用ＳＶＭ寻找每个子问题的最佳分界面，可以使整个问题

并行性。除此之外，只要能考虑样本在空间中的分布，通过

的解更加优化。’

对训练样本进行预处理，就可以用衍方法分析样本空间，从
而提高分类器的性能。

４样本空间划分算法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

若存在训练集ｘ，包含有正负两类训练样本。Ｍ３划分过

要使同组内样本在空间上聚拢，可以利用比较规则的分

程接收一个整数参数Ｌ，作为子问题大小的指导标准，将正

界面划分训练数据。要使同一组中的样本比例差别大，应该

负样本集分别划分为ｍ，ｎ个子集。例如图１所示，将正样

尽量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置于分界面两侧。综合两项考虑，选

本分为２组（白色方块），负样本分为３组（黑色方块）。每

择了感知器（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旧１作为数据划分标准。因为用感知

一组正样本与每一组负样本分别组合，共可以得到６个二类

器能得到非常规则的线性分界面，而且感知器倾向于将不同

子问题。分别学习这些子问题，再将得到的６个分类器按照

类样本划分到不同组中，使同一组内样本纯度比较高。

图２所示的方法结合起来，就得到整个问题的解。
由于希望能够分析训练样本的分布规律，并在正负样本

算法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首先将所有训练数据看作一
组，用感知器学习这组数据，并用学习出的结果将这组数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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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两组；之后在这两组数据上递归地重复这一过程，直

选择，使用径向基函数（ＲＢＦ）核时，参数ｇ选择了０．１，

到分出的小组中正样本或负样本的数量少于预先指定的上

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与１．０共１０个值分

限。算法流程如下：

别实验，并将最好的结果列出。为比较划分模块上限（算法

输入：数据集Ｘ＝｛气：Ｙｉ｝兰。，其中气∈∥，Ｙｉ∈｛０，ｌ｝划分模

参数Ｌ）对泛化精度的影响，跟据训练样本的数目选择了一

块大小上限￡

系列不同的Ｌ值（见下一小节）。

初始化：数据分块集合Ｂ＝｛ｘ｝

５．２实验结果与讨论

算法：

，

下列表格中列出了各种方法在两个数据集上的测试精
度，度量标准为正负样本Ｆ一１值的微观平均值＂Ｊ。表格第
一列是算法参数Ｌ的取值，该参数调整划分模块的大小。由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ｎ（ｃ中的正样本数，ｃ中的负样本数）

于直接使用ＳＶＭ时不需要划分数据，Ｌ参数为原数据集大
小。第二列是直接使用ＳＶＭ学习得到的泛化精度。后三列

ｅｎｄ

都使用了Ｍ３框架。但采取了不同的划分策略。其中Ｍ３一
ｗｈｉｌｅ

ｒａｎｄｏｍ和Ｍ３一ｓｕｐｅｒｐｌａｎｅＭｌ分别采用了随机划分与超平面

ｔｒｕｅ

在Ｂ中找到ｃ，使得ｓｉｚｅ（Ｃ）最大
ｉｆ

ｓｉｚｅ（Ｃ）＜＝Ｌ

划分策略，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采用了本文提出的策略。
表２

ｔｈｅｎ ｂｒｅａｋ

Ｂａｎａｎａ数据。线性核

用Ｃ中的样本训练感知器Ｐ
用Ｐ划分ｃ中的样本，得到ｃ１，ｃ２
从Ｂ中移除ｃ
将ｃｌ，ｃ２加入Ｂ
ｅｎｄ

感知器的训练是一个迭代过程，为避免长时间等待，设

置了迭代次数上限，因此感知器学习全部训练数据的时间为
０（Ｎ），其中Ｎ为训练样本的个数。本算法与快速排序算法
（ｑｕｉｃｋ ｓｏｒｔ）非常相似，可用类似的方法估计时间复杂度。
与快速排序不同的是，当数据被划分为不超过Ｌ大小的组
时，递归立即停止。综上，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估计为０

（Ｎ．１０９（粤））。
５

仿真实验

５．１实验设置
为评估所提方法的性能，通过一系列实验将新方法与已
有方法进行比较。第一个数据集是Ｂａｎａｎａ问题∞Ｊ，第二个
数据集是ＵＣＩ的字母识别问题【３ Ｊ。Ｂａｎａｎａ数据集有训练、
测试数据各１００组，我们将其中前５组训练数据合并，作为
实验的训练集，将第一组测试数据作为实验的测试集。字母
识别问题首先按照文献［３］中的方法转化为一个二类问题。

即“Ｅ”，“Ｈ”，“Ｉ”，“Ｍ”，…Ｐ，“Ｑ”，“Ｒ”，“ｘ”，“Ｙ”，“ｚ”标记
为正样本，而其它类别全部标记为负样本。两个数据集的一
些属性如表１所示：
表１数据集属性

本文采用ｓｖｍ—ｌｉｇｈｔ…作为ＳＶＭ实现。ＳＶＭ的参数ｃ
（软边界算法对误分训练样本点的惩罚系数）由该程序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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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字母识别数据。径向基函数（ＲＢＦ）核

Ｂａｎａｎａ数据是典型的线性不可分问题，由表２可看出，
分析和提取数据的分布信息，对泛化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一定
图７

作用。图３与图４展示了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线性核）在Ｌ＝
５００时学习到的分界面。

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最后划分结果

另外从表格中还发现，随着子问题划分的细化，即随着
Ｌ取值的减小，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的泛化能力有一定的上升趋

势。这与的期望相符，但是过细的划分可能导致过度拟合。
因此如何为Ｌ选择合适的取值，以及这种上升趋势与Ｌ取
值之间的具体关系，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６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感知器算法对样本空间进行分析，结合支持向
量机和最小最大模块化方法，提出了一种解决分类问题的新
豳３

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学习到的
分类边界

图４分类边界与训练
数据的对比

方法。新方法的特点是它应用了由粗到精，分而治之的思

想，首先用简单快速的感知器算法，从全局上对样本的分布
情况作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ＳＶＭ求出各个局部最佳

图５显示了Ｂａｎａｎａ数据的分布情况。图６和图７显示

分界面，并通过Ｍ３框架将局部最佳分界面综合，从而得到全

了Ｌ取值为５００时Ｍ３一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划分训练数据的过程。

局的非线性分界面。实验中观察到，新方法抓住了样本在空

根据参数Ｌ，训练数据被划分为三部分。划分后将每部分正

间中的分布信息，获得了比原有方法更好的泛化预测能力。

负样本单独提出，可得到正样本三组，负样本三组。其中位

算法参数Ｌ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

于同一部分的正负样本组成的分类子问题是最关键的局部

后续工作中希望找到一种自动选取Ｌ的方法，以使算法在使

问题。由图７发现，左边的两部分样本是接近线性可分的，

用上更加方便、性能上更加可靠。

右边的一部分，由于正负样本数均己小于Ｌ，没有继续划分。
总体上看，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准确分析样本在其空间的分
部。如果Ｌ的取值更小，所有子问题都能达到接近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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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三种识别方法的结果图

法相比较，线性规划识别率最高，而且所需要的内存少。特
别与支持向量机相比较，拟支持向量的提取要比支持向量的
提取简单，它没有未知数需要我们假设，所以识别的精度要
高。同时支持向量机是运用的二次规划，这较线性规划复
杂，所需的内存要大，如果样本数量大，计算机就无法运行。

线性规划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与其它识别方法相比较，线性规划有着较高的识别率

（见表４）。可以从上文看出，线性规划类似于特征样本在转
化后的空间内的区域聚类，同类特征样本属于一个聚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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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个未知数影响了识别的精度，需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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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大量的实验获得。
因此，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用来
进行飞机目标识别，而且训练数目越大，识别的结果越好，同
时识别的时间较短。但与支持向量机进行识别比较，可以知
道训练和识别的时间明显少于支持向量机的识别，比如当有
６０个训练样本进行支持向量识别运算时，维数太大，计算机
的内存远远不够，而且速度很慢。所以需要进行大量的样本
训练时，而且要求速度要快时，支持向量机不能满足要求。
采用本文的算法可以满足要求，而且识别的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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