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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器学习常常面临数据稀疏和数据噪音问题．根据认知的相对性规律提出了相对变换方法，证
明了相对变换是非线性的放大变换，可提高数据之间的可区分性．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变换还能抑
制噪音，并使稀疏的数据变得相对密集．通过相对变换将数据的原始空间变换到相对空间后，在相对空
间中度量数据的相似性或距离更加符合人们的直觉，从而提高机器学习的性能．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
了所提方法的普适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机器学习；认知规律；相对变换；噪音数据；稀疏数据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ｌ８１

机器学习从数据中学习知识，通常要考虑两个

乎是不可避免的．从数量上看，噪音必然是少数，但

问题：数据稀疏和数据噪音的影响．数据的稀疏性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常常导致现有机器学习算法产

对现有机器学习方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它

生剧烈的性能偏差，例如等距嵌入流形学习算法

使得数据之间难以用现有的度量来区分，这使得数

ＩＳＯＭＡＰ利用测地距离来刻画数据的全局几何结

据分类、聚类等难以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数据噪音

构，嵌入性能非常优越ｕ】，但是它对噪音是拓扑不

是普遍存在的，只要是来自实际的真实数据，噪音几

稳定的［２｜．有研究试图将噪音点删除［３』，但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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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合适，首先是噪音难以准确识别，其次有些

为圆ｚ比圆Ｙ大，而实际上它们一样大［７｜．发生的

看起来是噪音的数据对分析来说是不可少的，如孤

原因是在观察圆．２７时，与其周围相比，其显得很大，

立点挖掘．最后噪音在很多情况并不是独立存在

而在观察圆Ｙ时，与其周围相比，其显得很小，因此

的，而是对正常数据点的污染，比如改变了数据点的

这是一种相对性比较的结果．

坐标值，这样就更不能把被污染的正常数据点按噪
音点而删除．因此较合适的方法是消除噪音对正常
点的影响而不是消除“噪音”本身．
考察目前机器学习方法中的基本度量发现，在
计算数据点之间的度量时，绝大多数都没有考虑其
他数据点的影响，如图１所示，这使得噪音与正常点
的待遇相同，同时也没有考虑数据稀疏性以及数据
的非均匀分布对度量的影响，这些是造成现有机器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学习方法难以处理数据稀疏和数据噪音的重要原因
之一．例如对不均匀分布的样本集，基于近邻的机

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图２视觉感知的相对性

为模型化这种认知规律，我们以原始数据空间

器学习算法难以选择合适的邻域参数，解决办法除

中的每个数据点作为基向量来构造新的空间，这样

了邻域参数的自适应确定外，还可以利用局部归一

任意点ｚ到所有点的距离就构成该点在新空间中

化方法重定义距离Ｈ Ｊ．不过本文提出不同的思路，

的坐标，这个过程称为相对变换：
ｒ：Ｘ—ｙ Ｃ

不是发明新的距离度量公式来考虑所有数据点的影
响，而是根据认知的相对性规律提出一种相对变换，

Ｒ ｆ刖，

ｒｘ（毛）＝（ｄｉ。，ｄｉ：，…，ｄ｛。）＝Ｙｉ∈Ｙ，

将原始数据空间转换到相对空间，之后在相对空间

其中Ｘ＝｛ｚ１，ｚ２，…，ｚＩｘｌ｝，Ｉ

中虽然仍然采用原来的距离公式，但计算出的值却

个数，Ｙｉ也记为ｚ；．通过相对变换构造的空间称为

考虑了所有数据点的影响．相对变换能使噪音和孤

相对空间．

Ｘ

Ｉ为集合ｘ的元素

立点远离正常点，稀疏的数据变得相对密集．在相

定理１．Ｖ珀而ｓｘｄ（ｘｉ，ｑ）≤ｄ（ｚ；，巧）．

对空间中测量数据的相似性或距离能够更符合我们

证明．设．７Ｃ；＝（ｄ（ｚ｛，ｚ１），ｄ（ｚｆ，ｚ２），…，

的直觉，从而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ｄ（ｚｆ，ｚＩｘＩ）），则
１Ｘ１

ｄ（ｘ７，巧）２＝∑（ｄ（珀ｚ＾）一ｄ（ｘｊ，ｚ女））２＝
！！三：兰！
●—————————＝———————●
·
·
工

Ｆｉｇ．１

∑（ｄ（％ｚ＾）一ｄ（ｘｊ，钆））２＋

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ｚ，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ｏｉｎｔ

ｚ．

图１计算距离ｄ（ｘ，ｙ）时没有考虑数据点２的影响

（ｄ（ｚｉ，刁）一ｄ（ｘｊ，乃））２＝
ｌＸＩ

∑（ｄ（霸，ｚｔ）一ｄ（ｘｊ，ｚ＾））２＋
ｄ（ｚｉ，ｚｉ）２≥ｄ（ｚｆ，ｚ，）２．

１

相对变换

证毕．

因此相对变换不是等距变换，而具有放大作用，
这有利于我们观察数据之间的拓扑结构的细节．

（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的两种流形机器学习方法：局
部线性嵌入算法和等距嵌入学习算法可认为是基于

定理２．｜ｘ＾％∞。ｔ∈ｘ（ｄ（ｚｌ，弓）＝ｄ（毛，ｚｔ）
人ｄ（ｚ；，ｚｉ）≠ｄ（ｚ；，ｚ￡））．

认知的方法【１ｔ５ Ｊ．因为研究表明人类的感知是流

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从图３中可以看出，

形Ｌ６ Ｊ，而流形概念是流形机器学习方法的核心，正

在原始数据空间中ｄ（．２７３，ｚ１）＝ｄ（ｚ３，ｚ４），此时，

因如此这两种方法才具有原始的创新性，引起目前

ｚ３无法决定ｚｌ和ｚ４谁离自己更近，这对基于最近

广泛研究．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们所面临的困

邻选择的机器学习方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在转换

难需要模型化更多的认知规律，因此我们考察认知

后的相对空问中，ｄ（Ｙ３，Ｙ１）＜ｄ（Ｙ３，Ｙ４），很容易决

的相对性规律．经验表明人类的感知具有相对性，

定Ｙ１与Ｙ３更近，特别是这种情形也更符合人类的

例如在观察图２中的两个圆ｚ和ｙ时，通常都会认

直觉，因此相对变换不是线性变换，它能够将原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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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空间中不能区分的数据在相对空间中区分

它们构造的相对空间也是如此，但能将问题解决得

开来，从而提高了数据之间的可区分性．

更好．为此我们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评估准则．对任

同时相对变换对抑制噪音或识别孤立点都非常

意给定的一个数据集，我们为每种距离度量建立距

有用，从而可提高机器学习的鲁棒性．例如图３中

离矩阵Ｄ，然后考察该矩阵中相同元素个数的平均

的ｚ。可能是孤立点，但是在原始数据空间中ｄ（ｚ，，

值，．来评估该距离度量就该数据集的合理性：

Ｘ１）＝ｄ（ｚ３，Ｘ４），这使ｚ１和ｚ４有相同的机会成为
点Ｘ３的近邻，这与我们的直觉不一致．而在相对空
间中，ｄ（ｙ３，Ｙ１）＜ｄ（ｙ３，Ｙ４），这意味着孤立点Ｙ４更
加远离正常数据点．

，．＝

ｎｕｍ（ｄ巧）／２ｍ，

其中扎＂ｍ（ｄ；ｉ）是ｄ打在距离矩阵Ｄ中出现的个数，
ｍ为满足条件ｈｕｍ（ｄ打）＞２的个数．在近邻查询
中，距离矩阵中相同的元素越少，该距离度量的区分
能力就越强．

ｊ：：

Ｘ４

黔．

，

？＼、、．．６

因此若ｒ随着样本数的增加而迅速增加，此时

ｉ、

样本之间的区分就越困难，从而说明该距离度量的

１１·０９０５／１３．矗６－

１｛＼｜｜＋·‘＿魄

／

；

、

区分能力迅速降低．我们比较几种距离度量在原始

／８．６哩畦一一”，肋

名墨：影
４

∑
ｄＯＥＤ．ｈｕｍ（ｄｏ）＞２

ｙ－ｔ：”“”“！名瑚，，

Ｘ２

６．７０８扩．．．·Ｖ

空间和相对空间中的ｒ值变化，来考察相对变换的
合理性．我们选择２５００个中文专利摘要Ｉｓ］，向量化
后生成２５００个文本向量，维数为６４３７，这是典型的

（ａ）

高维数据．然后从中分别选择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０形
Ｆｉｇ．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ｎ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ｂ）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图３相对变换能抑制噪音影响．（ａ）原始空间；（ｂ）构造

成８个样本数不断增加的数据集．最后分别在原始
空间和相对空间中计算这些数据集的ｒ值，结果如
图４所示．可以看出：１）不同距离度量在原始空间
中的区分能力是不同的，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最好，这与

的相对空间

现有研究是一致的【９】，说明了我们定义的评估准则
是合理的．２）每种距离度量对应的ｒ都随着样本数

２相对空间的构造

的增加而增加，区分能力不断减弱．３）在实验中发

相对变换中的距离可以采用常用的距离如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Ｃｈｅｂｙｃｈｅｖ距离、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距离、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ｙ距离、加权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ｙ距离、

现，每种距离度量在相对空间中的区分能力都显著
增强，形成的距离矩阵中没有任何相同的元素，能够
全部区别开来，说明了相对变换的重要性．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距离等，也包括为图像等特殊数据定义
的特殊距离．它们分别定义如下：
厂■■————————一

１）ｄｒ（ｚ，ｙ）＝√∑ｘｆ—Ｙｉ）２；
１

ｉ＝１

２）ｄ。（ｚ，Ｙ）＝ｍａｘ １．２７ｆ—Ｙｆ Ｊ；‘

３）ｄｍａｎ（ｚ，ｊ，）＝∑ｋ—Ｙｆ Ｉ；
ｉ＝ｌ

ｐ厂１■—————————一

４）ｄＩＩｌｉ。（ｚ，ｙ）＝＾／∑Ｉ
、

ｚｆ—Ｙｉ

Ｉ户；

ｉ＝１

Ｆｉｇ．４

ｐ厂１■———————————一

５）ｄｗｍｉｎ（ｚ，ｙ）＝√∑Ｗｆ
Ｙ

ｚ￡一ｙｆ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户；

图４几种距离度量的区分能力比较

ｉ＝１

６）ｄｍ矗ｈ（ｚ，ｙ）ｐ１砑（ｚ—ｙ）Ｔｃ一１（ｚ—Ｙ），
其中Ｃ为协方差矩阵，若Ｃ为单位阵，那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３

实验分析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就退化为平方欧氏距离．
每种距离度量都有各自适用的问题，我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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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对变换增强机器学习有两种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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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种是组合运用原始空间和相对空间协同完成机

是从卷起的三维图形还原成二维长方形．我们采用

器学习任务，我们选择流形学习为应用范例．第２

ＨＬＬＥ的采样方法，从Ｓｗｉｓｓ

种是将数据转换到相对空间后，在相对空间中完成

个８００个点的长方形但同时从其中心移去一个小的

全部机器学习分析，我们选择支持向量机分类器为

长方形以使得数据集不再是凸的．这是一个很有挑

应用范例．考虑到欧氏距离是目前公认的具有较好

战性的数据集，很多算法都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效果的度量，这与前面的讨论是一致的，我们以它为

实验１．噪音数据．

例，构造相对空间并应用于机器学习．

我们从Ｓｗｉｓｓ

ｒｏｌｌ

ｒｏ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随机采样多

ｓｕｒｆａｃｅ上随机采样８００个点，

然后叠加均值为０和方差为０．４的高斯噪音．按此

３．１数据降维

流形学习是实现非线性数据降维的一类新机器

方法采样多次并测试几种方法．分析发现ＨＬＬＥ在

学习方法，我们对其有一些前期研究［１０‘１２］因此选它

少部分情况下能够将数据嵌入在二维空间．

为例．具体选择基于Ｈｅｓｓｉａｎ的局部线性嵌入算法

ＩＳＯＭＡＰ总是将去除的区域强烈膨胀，并扭曲其余

ＨＬＬＥ［１３］，说明相对变换能够显著提高流形学习算

的数据点．ＬＬ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不到正确结

法的性能．方法是在相对空间中确定数据的邻域结

果．Ｒ—ＨＬＬＥ也受噪音的影响，在部分情况下也不

构，而嵌入仍然在原始空间中完成，为便于区别，将

能正确嵌入，但相对稳定，在较多情况下都能够较完

此方法记为Ｒ．ＨＬＬＥ．实验中的参数采用ＨＬＬＥ在

美地将数据嵌入在二维空间，其中心移去的一个小

ｒｏｌｌ

长方形也能在嵌入的二维空间中正确体现．图５是

其实验中所用的参数．实验数据采用Ｓｗｉｓ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其是广泛采用的标准数据集【ｌ击Ｊ，类似于一

其中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出Ｒ．ＨＬＬＥ表现最好．

个长方形纸片卷起的三维图形，机器学习的目的就

Ｈｇ．５

图５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ｎｏｉｓ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ＩＳＯＭＡＰ；（ｃ）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正；（ｄ）ＨＬＬＥ；ａｎｄ（ｅ）Ｒ—ＨＬＬＥ．

噪音数据集上的嵌入结果．（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ＩＳＯＭＡＰ；（ｃ）Ｒｅｇｕｌａｒ ＬＬＥ；（ｄ）ＨＬＬＥ；ａｎｄ（ｅ）Ｒ—ＨＬＬＥ

实验２．稀疏数据．
我们从Ｓｗｉｓｓ

ｒｏｌｌ

Ｒ．ＨＬＬＥ表现最好，在较多情况下都能够较完美地

ｓｕｒｆａｃｅ上随机采样数据规模

将数据嵌入在二维空间，其中心移去的一个小长方

、

为４００点的多个稀疏数据集，然后测试几种方法．

形也能在嵌入的二维空间中正确体现，图６是其中

分析发现在很多情况下ＨＬＬＥ和ＬＬＥ是混乱的．Ｒ．

的一个结果，这证实了相对变换能使原始数据空间

ＨＬＬＥ在部分情况下也不能正确嵌入，但相对而言，

中的稀疏数据变得相对密集．

Ｆｉｇ．６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ＩＳＯＭＡＰ；（Ｃ）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正；（ｄ）ＨＬＬＥ；ａｎｄ（ｅ）Ｒ－ＨＬＬＥ．

图６稀疏数据集上的嵌入结果．（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ＩＳＯＭＡＰ；（ｃ）Ｒｅｇｕｌａｒ ＬＬＥ；（ｄ）ＨＬＬＥ；ａｎｄ（ｅ）Ｒ—ＨＬＬＥ

３．２数据分类

对非线性数据实现快速分类，Ｖａｐｎｉｋ提出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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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向量机ＳＶ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理论基础好，并已被广泛应用到语音处理、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８，４５（４）

６１６

图像检索文本分类等领域ｕ ４｜．因此我们选择ＳＶＭ

成数据，而相对变换主要在于能够更好地处理噪音

分类器，比较其在数据的原始空间和相对空间中的

数据，因此我们对此实验数据依次添加均值为０，方

分类效果来检验相对变换的有效性．为方便，将在

差分别为０．０２

相对空间中完成分类的ＳＶＭ记为Ｒ．ＳＶＭ．

音形成５个噪音数据集，然后分别运行ＳＶＭ和Ｒ．

实验３．噪音数据．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的随机高斯噪

ＳＶＭ，分类结果如表１所示：

实验数据采用螺旋状分布的两类数据集［１４］，如

Ｔａｂｌｅ １

图７所示：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ｎ

Ｎｏｉｓ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表１数据噪音对分类准确率的影响

％

不难看出ＳＶＭ受噪音的影响非常明显，即使
是少量的噪音，分类的准确率都明显降低，而Ｒ。
ＳＶＭ则不同，在噪音方差为０．０２时不受任何影响，
Ｆｉｇ．７

Ｔｗｏ ｓｐｉｒａｌ ｅｌａｓ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

图７螺旋分布的两类数据集

我们抽取２００个记录的数据集．实验中，核函
数采用多项式，其中惩罚系数Ｃ＝１，核函数参数口
范围为１－－２０，测试采用“ｌｅａｖｅ

ｏｎｅ

ｏｕｔ”策略，我们分

别运行ＳＶＭ和Ｒ．ＳＶＭ寻找最大分类正确率的核
函数参数，结果如图８所示：

准确率仍然为１００％，噪音方差为０．０４时影响不明
显．但是随着噪音的进一步增大，Ｒ—ＳＶＭ的分类正
确率都明显降低，说明它抗噪音能力仍然需要提高．
但在任何情况下，Ｒ—ＳＶＭ在噪音数据集上的分类正
确率都明显比ＳＶＭ高很多，大于５％．
实验４．稀疏数据．
支持向量机能够处理小样本问题，但分类的准
确率仍受影响．我们采用分析ＳＶＭ的常用数据集
ｒｉｎｇｎｏｒｍＬｌ副做实验，该数据集是Ｌｅｏ Ｂｒｅｉｍａｎ生成
的用于两类划分的样本集，每一类都是取自一个２０
维的多变量正态分布．类１的均值为０，方差为单

ｏ

虿
ｈ

位元的４倍．类２的均值为（口，口，…，口），方差为单

ｌ

位元，其中Ｏｔ＝２／２０．实验中，核函数采用多项式，其

童

中惩罚系数Ｃ＝１，核函数参数盯范围为１～２０．首
先在样本规模为１００的样本上分别运行ＳＶＭ和Ｒ—
ＳＶＭ寻找取得最大分类正确率的核函数参数，发现
盯＝２对两个分类器都是最佳参数，后继实验均采用
此值．然后我们分别在样本规模为１００，２００，…，

Ｆｉｇ．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图８分类准确率随核函数参数的变化趋势

１０００的数据集上运行ＳＶＭ和Ｒ．ＳＶＭ，测试采用
“ｌｅａｖｅ

ｏｎｅ

ｏｕｔ”策略，分类结果如表２所示，不难看

Ｒ—ＳＶＭ测试参数到２时已经取得１００％的正

出ＳＶＭ受数据稀疏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样本规模

确率，因此后面的参数不再测试．而ＳＶＭ需要测试

小于３００时，ＳＶＭ的分类准确率比Ｒ—ＳＶＭ的差距

完所有的参数，到盯＝１５时取得最大值，此后的参

非常明显，差距大于１０％，而Ｒ．ＳＶＭ则在小样本上

数值不再增加分类正确率，因此在后面的实验中，Ｒ．

表现最好．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ＳＶＭ的分类准确

ＳＶＭ设置盯＝２，而ＳＶＭ设置口＝１５．从分类结果

率不断提高，并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但有波动．而Ｒ．

来看，Ｒ—ＳＶＭ的分类正确率比ＳＶＭ高，但不明显，

ＳＶＭ则一直稳定在高水平。它在任何规模数据集上

只高１％，这主要是生成的数据是无噪音的人工合

的分类准确率都比ＳＶＭ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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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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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Ｓｉｚｅｓ

表２数据稀疏对分类准确率的影响

［４］

Ｗａｎｇ Ｈｅ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Ｊｉｅ，Ｙａｏ Ｚｈｅｎｇａｎ，ｅｔ ａ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４３

（８）：１４８５－１４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和勇。郑杰，姚正安，等．基于聚类和改进距离的ＬＬＥ方
法在数据降维中的应用［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６，４３
（８）：１４８５—１４９０）

［５］

Ｓａｕ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Ｓ Ｔ Ｒｏｗｅｉｓ．Ｌ Ｋ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９０（５５００）：２３２３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２３２６

［６］

Ｈ Ｓ Ｓｕｎｇ，Ｄ Ｄ Ｌｅｅ．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９０（５５００）：２２６８—２２６９
［７］

Ｌｉ Ｄｅｙｉ，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ｙｕ，Ｄｕ Ｙｉ。ｅｔ ａ１．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Ｊ］．ＪｏｕｍＭ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４，１５（１１）：１５８３—
１５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德毅，刘常昱，杜鹚，等．不确定性人工智能［Ｊ］．软件学
报，２００４，１５（１１）：１５８３—１５９４）

结

４

［８］

论

Ｗ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Ｊｉａｎｇ ｕｕｎ，Ｗｅｆｌ Ｊｕｎ，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Ｇ］．Ｉｎ：ＬＮＡ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４０９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６８ｌ－６９０

解决数据稀疏和噪音是机器学习的共性问题，

［９］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０６，３６（９）：１８９—１９４）
［１０］

Ｗ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Ｊｉａｎｇ Ｌ的ｕｎ，Ｗｅｎ Ｊｕｎ，ｅｔ ａ１．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相对密集．３）相对变换具有简单性、普适性和可操
［１Ｉ］

和数据稀疏不清楚．而相对变换属于白箱方法，空

４０９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４４４－４５３

［１２］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ｏｎ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Ｇ］．Ｉｎ：ＬＮ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ｆｏｒ ｉｓ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Ｃ］．

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ＵＣＡＩ一０７）。

Ｔｈｅ ２０ｔｈＩｎｔ’ｌ

对变换能够增强ＳＶＭ处理噪音和数据稀疏的能

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Ｉｎｄｉａ，２００７

［１３］

Ｄ

Ｌ

Ｄｏｎｏｈｏ．Ｃ

Ｇｒｉｍｅｓ．Ｈｅｓｓｉａｎ ｅｉｇｅｎｍａｐｓ：Ｌｏ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ｏｒ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补性．目前相对变换在机器学习中的初步应用是成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功的，后继工作是对其拓展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扩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４］

维的空间，不仅计算复杂，也可能面临新的维数灾
重要的工作．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Ｗ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Ｊｉ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Ｎｉｇｅｌ Ｒ Ｓｈａｄｂｏｌｔ．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
ａｌｇｅｂｒａ

用于ＳＶＭ（其已经用到核函数）的实验中证实了相

难，探索局部相对变换就是我们正在展开的一项很

ｏｎ

Ｗ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Ｊｉａｎｇ Ｌｆｉｕｎ，Ｗｅｎ Ｊｕｎ，ｅｔ 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ｎｏｎｉｉｎｅａ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展应用．例如对大规模数据，相对变换将构造很高

ｓｉｚｅ

［Ｇ］．Ｉｎ：ＬＮＡＩ ４０９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９８５—９８９

黑箱方法，缺乏可解释性，升维后是否能够抑制噪音

力，说明了相对变换比核函数更加优越，至少具有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贺玲，吴玲达，蔡益朝．高维空间中数据的相似性度量［Ｊ］．

一些认知规律的几何化来发现一些新的计算原理和

间维的物理意义清晰，可解释性好．在将相对变换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３６（９）：１８９—１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其特征在于：１）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尝试通过将

作性特点．４）相对变换与核函数不同．核函数属于

Ｌｉｎｇ。Ｗｕ Ｌｉｎｇｄａ，Ｃａｉ Ｙｉｃｈａｏ．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

我们根据认知的相对性规律，提出了相对变换方法，

方法．２）相对变换能抑制噪音，并将稀疏数据变得

Ｈ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Ｃ］．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０）：５５９１—５５９６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ｒｓ．Ｋｅｍｅｌ—ｂａｓｅｄ

Ｎａｓｉｏｓ。Ａｄｒｉａｎ 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４０

（３）：８７５－８８９
［１５］

Ｌｉ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ｈｕａ，Ｙｕａｎ Ｚｏｎｇｂａｏ，ｅｔ ａ１．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ＶＭ

ｕｓｅｄ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２７（５）：７１３—７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参

考文

（李红莲，王春花，袁宗宝，等．针对大规模训练集的支持向

献

量机的学习策略［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５）：７１３—７１９）
［１］

Ｊ Ｂ Ｔｅｎｅｎｂａｕｍ，Ｖ

ｄｅ

Ｓｉｌｖａ，Ｊ

Ｃ

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ｇｌｏｈ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２９０（５５００）：２３１９－２３２３

［２］

Ｍ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Ｅ

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 ＩＳＯＭＡ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２９５（５５５２）：７

［３］

Ｈｅｅｙｏｕｌ

Ｃｈｏｉ。Ｓｅｕｎｇｊｉｎ Ｃｈｏｉ．Ｒｏｂｕｓｔ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４０（３）：８５３－８６２

万方数据

ＩＳＯＭＡＰ［Ｊ］．

Ｗｅｎ Ｇｕｉｈｕａ．ｂｏｒｎ ｉ１３ １９６８．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ｓ
Ｐｈ．Ｄ．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ｎ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１．Ｈ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ｉ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８，４５（４）

６１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文贵华，１９６８年生，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计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算、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机器学习、认知几何．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ｗｉｓｔｅｄ，ｏｒ ｃｕｒｖｅｄ．Ｔｈｅ

ｏｒ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ｎｉｃｅｌｙ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ｓ．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ｗｅｌｌ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ｆｏｌｄ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ｏｏ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ｎｏｉｓｅｓ

ｃａ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ｇｏｏ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ｇｏｏ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ｍａ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ｅｔ，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ｉｓｅｓ

ｏｒ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 ｔｈ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ｕｃ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ｎ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ｍ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ｙ ｄｅ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ｓ
ａｓ

ｏｕｔｌｉｅｒ

ｍｕｃ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ａｔａ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ｏ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ａｒ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ｃ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ｃｈ

ａｌｓｏ ｕｎ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稍ｔｈ

ｓｅｔ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ｗｅ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ｉｍｐ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ｎ

ｖａｒ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ｅａｓ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ｂｕ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ｔ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万方数据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ｇｒａｐｈ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ｆ

ｓａｍ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ｈｉｓ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ｄｄ

ａｎ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面向机器学习的相对变换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文贵华， Wen Guihua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510641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8,45(4)
2次

参考文献(15条)
1.Heeyoul Choi;Seungjin Choi Robust kernel ISOMAP[外文期刊] 2007(03)
2.M Balasubramanian;E L Schwartz The ISOMAP algorithm and topological stability 2002(5552)
3.J B Tenenbaum;V de Silva;J C Langford A global geometric framework for nonlinea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外文期刊] 2000(5500)
4.贺玲;吴玲达;蔡益朝 高维空间中数据的相似性度量[期刊论文]-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6(09)
5.Wen Guihua;Jiang Lijun;Wen Jun Generating creative ideas through patents 2006
6.李德毅;刘常昱;杜NFDB4 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期刊论文]-软件学报 2004(11)
7.H S Sung;D D Lee The manifold ways of perception[外文期刊] 2000(5500)
8.李红莲;王春花;袁宗宝 针对大规模训练集的支持向量机的学习策略[期刊论文]-计算机学报 2004(05)
9.Nikolaos Nasios;Adrian G Bors Kernel-based classification using quantum mechanics[外文期刊]
2007(03)
10.D L Donoho;C Grimes Hessian eigenmaps:Locally linear embedding,techniques for high-dimensional
data 2003(10)
11.Wen Guihua;Jiang Lijun;Nigel R Shadbolt Using graph algebra to optimize neighborhood for
isometric mapping 2007
12.Wen Guihua;Jiang Lijun;Wen Jun Clustering-based nonlinea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n manifold
2006
13.Wen Guihua;Jiang Lijun;Wen Jun Performing locally linear embedding with adaptive neighborhood
size on manifold 2006
14.S T Roweis;L K Saul Nonlinea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by locally linear embedding[外文期刊]
2000(5500)
15.王和勇;郑杰;姚正安 基于聚类和改进距离的LLE方法在数据降维中的应用[期刊论文]-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06(08)

引证文献(2条)
1.文贵华.陆庭辉.江丽君.文军 基于相对流形的局部线性嵌入[期刊论文]-软件学报 2009(9)
2.文贵华.陆庭辉.江丽君.文军 基于相对流形的局部线性嵌入[期刊论文]-软件学报 2009(9)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sjyjyfz200804006.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