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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管道状况异常检测的识别率和实时性，提出基于禁忌搜索的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和ｃ４．５决策树
的集成检测方法．在禁忌搜索中引入代价敏感函数，选择具有最佳分类性能的特征组合和最佳组合权值，提高了不
平衡数据分布中少数类的识别率．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方法首先把样本特征聚类为ｋ类，再利用ｃ４．５方法精确每一类
的边界，级联式集成方法缓解不平衡数据分布问题，提高管道检测的准确度．并提出３种集成原则：加权叠加、最近
一致和最邻近原则．实验结果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在管道状况的异常检测中具有较高的分类准确度．
关键词异常检测，集成分类，不平衡数据，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禁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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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方法∞Ｊ．一般单独使用上述某种方法的效果有限，

言

因此本文采用上述多种方法的组合来处理不平衡数
机器视觉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异常检测或异
常监测系统，例如视频监视系统的异常检测、工业产
品表面异常检测和下水管道的缺陷检测等领
域¨。３ Ｊ．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ＳＶＭ和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等¨’３。５１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异常检测具有较高的检
测精度和较低的拒真率（Ｆａ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但在

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１）需要对视觉图
像的高维特征进行降维，提高实时性，同时提高分类
精度．２）异常检测中的数据分布不平衡性常被忽
视．如果在类与类之间有重叠或训练样本不足的难
分类问题中，较小的不平衡问题会引起较大分类误
差∞ｊ．另外，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管道检测具有以

下独特性：１）对管道状况的评价缺乏客观的统一标
准．对缺陷和污染程度的划分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
类别之间有重叠；２）样本的特征分布呈多样性，使
得类内还可能存在子类，难以精确划定类与类之间
的边界；３）部分少数类训练样本严重不足（详见实
验数据集），难以使用需要很多训练样本的分类方
法．因此，文献［１］、［５］中管道缺陷检测的识别率都
不高．

针对特征选择问题，只能通过穷举搜索才能保
证获得最优解，然而穷举搜索一般只适合于低维问
题的特征选择．禁忌搜索（Ｔａｂｕ Ｓｅａｒｃｈ，ＴＳ）和遗传
搜索算法等元启发式（Ｍｅｔａ—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方法在处理
多噪音并具有多个局部最优的高维特征选择问题具
有较好效果０７‘引．但遗传算法的搜索时间较长，可能
陷入局部最优，而禁忌搜索通过调整编码方式、禁忌
表、特赦准则、强化搜索和分散多样化搜索等策略避
免循环搜索，从而提高搜索效率，通过局部极小突跳

据问题，提高少数类的识别率．
针对特征分布的多样性问题，常用的方法是采
用聚类对特征进行预处理Ｈ，６ Ｊ，例如Ｋ．ｍｅａｎｓ、自组
织映射（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ＳＯＭ）和模糊Ｃ—ｍｅａｎ
等方法，无监督的聚类方法可以缓解人为标准不统

一的问题．然而，样本分布的严重不平衡性，采用聚
类方法就会出现两个问题旧Ｊ：样本过于集中某几个
类时引起聚类的类优势（Ｃｌａｓ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问题和分
类数太少引起的强迫分配（Ｆｏｒｃｅ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问
题．文献［３］采用级联Ｋ－ｍｅａｎｓ和ＩＤ３的方法缓解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的两个问题，应用到计算机网络异常
点检测等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检测效果，但没有考虑
特征选择问题和类的不平衡分布问题．
为实现异常检测中的特征选择、减少类的不平
衡影响和提高实时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禁忌搜索
的组合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的异常检测方法．首
先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利用部分已标记的样本特征产生
Ｚ类的初始聚类中心，实现基于特征的聚类，然后在

每个类内用Ｃ４．５决策树修正或确认Ｋ．ｍｅａｎｓ聚类
结果，最后通过集成方法确定最终检测结果．在分类
器训练阶段，通过禁忌搜索实现特征和组合权值的
选择．在测试阶段，采用最邻近、最近一致和加权叠
加等３种原则组合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的最终分类结
果．算法中采用数据层的降采样、重采样、在特征选
择中引入代价敏感函数和集成分类等多种策略来减
少类的不平衡影响．

２基于禁忌搜索的特征选择和最
优权值选择

策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文献［８］、［９］利用禁忌搜
索实现最优的或临近最优的组合特征选择，花费的

搜索时间小于遗传算法和其它搜索算法．

禁忌搜索在处理多噪音、局部最优的高维特征

为了解决异常检测中的不平衡数据问题，主要

选择问题具有较好效果，考虑到特征提取占用异常
检测的主要计算时间¨’５１，而管道异常检测对实时

的方法如下．１）数据层处理法¨０｜．通过降采样多数

性要求较高，所以本文在文献［８］、［９］的基础上权

类或过采样少数类来“再平衡”数据．或对训练集的

衡实时眭和识别精度，在指定最大特征数情况下寻

重新组合划分，构成数据平衡的子训练集．２）代价

找最优特征子空间．虽然可能得到次优解，但可大幅

敏感方法Ｈ Ｊ，在标准分类器中引入差异化的代价函

减少搜索代价和特征提取时间，即保证检测性能，又

数，提高少数类错误识别代价，从而分类器更倾向于

满足检测的实时性．

提高少数类的识别率．３）特征选择和多分类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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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测精度，加权叠加是常用的组合方法之一．但是

通过先验知识确定，在实验中，多数类的错分代价

最优权值往往难以确定．因此这里把最优权值添加
到解编码中，通过禁忌搜索自动寻优．算法流程如图

Ｋ。＝１，少数类的错分代价Ｋｉ＝２，ｉ≠１．与文献［１０］
中的代价函数

１所示．禁忌搜索中的主要环节如下．

ｋ

Ｃｏｓｔ＝∑Ｋ吧

１）初始解和邻域解．为了搜索集成分类的最优

ｉ＝１

加权值，在解的编码中增加集成分类的权值项仅，如

不同的是，这里不仅考虑类之间的错误分类代价差

图２所示，其中，ｎ表示每一个解Ｓ中的特征数，０表

别，而且考虑类的不平衡性．多数类的总样本数远大

示第乃个特征只没有包含在解中，１表示包含在解

于少数类的总样本数，因此错分少数类样本的代价

中．在迭代过程中，每次任意替换一个特征或权值更

远大于错分多数类的样本，体现对少数类的重视，使

新一次产生一个邻域解，依据最小化代价函数

得选择的特征更利于提高少数类的分类精度．通常

Ｓ＋＝ａｒｇ ｍｓｉｎ

情况下，多数类（正常样本）的识别率都很高，我们

Ｃｏｓ￡（Ｓ），

从邻域解中选择最优解｜ｓ＋作为下一步迭代的当前
解，直到找到预定特征数的最优解．

正是通过平衡“每个类中被误分样本的比例”来提
高少数类的识别率．
３）禁忌搜索参数选择．禁忌表可避免循环搜
索，从而提高搜索效率。Ｔａｂｕ表长度ｒ和算法中其

初始化Ｔａｂｕ表＝∥、初始解和特赦准贝ＩＪＡＣ

它参数相关，如邻域解的数量或迭代次数增加时，都

Ｉ
迭代次数Ⅳ＜指定值

应适当增加ｒ的值，ｒ值的增加也增加搜索的广泛

№搜索结束

Ｉ

性．我们根据Ｔ：￣／Ｍ（见文献［９］、［１０］）预选丁的

替换一个特征或权值更新１
次，生成邻域解ｐ

初始值，Ｍ是总特征数．Ｔａｂｕ表长度丁是很关键的参

Ｉ

数，当丁太小时，容易产生循环搜索，难以跳出局部

半监＇蟹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和
Ｃ４．５决策树生成

最优；当ｒ太大计算量大，搜索质量差，因此ｒ需要

Ｉ

通过实验的方法再调整，以获得最佳的搜索效果．

计算代价函数Ｃｏｓｔ（Ｓ）
寻找最佳解Ｓ＊＝ａｒｇ ｒａｉｎ Ｃｏｓｔ（Ｓ）
５

ｌ

３

ｌ

如果ｓ＋不在Ｔａｂｕ表中，接受搜
索和最优解，更新Ｔａｂｕ表｛（ＨＡＣ

如果＠ｓ￡◇＋）＜Ａｃ，接受搜索Ｉ

Ｋ－ｍｅａｎｓ和Ｃ ４．５检测

和最优解，更新Ｔａｂｕ表和Ａｃ

……

Ｉ

Ⅳ２Ⅳ＋１

３．１

图１
Ｆｉｇ．１

基于特征的组合半监督

基于特征的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检测

Ｋ－ｍｅａｎｓ是完全由数据驱动的算法，并能保证

禁忌搜索算法流程图

至少是局部最优，但是对噪音和不相关特征敏感．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ａｂｕ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管道图像提取的大量特征中存在可分性差或包含噪

臣工［Ｅ工碉
，｝

图２
Ｆｉｇ．２

ｔ

…ｔｏ

音成分较多的特征，甚至对分类的效果产生负面影

口

响，降低分类精度，同时增加计算量．在很多情况下，
由于样本知识的不完备性和特征的多样性，采用半
监督的聚类方法可利用部分已知特征生成初始聚类

禁忌搜索的编码方法和一个初始解的例子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ｕ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中心（即种子），正确的种子可使得特征聚于一个较

好的区域¨１｜，产生一个类似用户指定的聚类，因此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产生较好的聚类效果．这里把选中的特征组合成一
２）禁忌搜索的目标函数：为提高少数类的分类
精度，目标代价函数定义为
ｋ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中，种子仅在训练阶段的初始化使
＾，

Ｃｏｓｔ＝∑Ｋｉ弩，
』＿

１３１

维特征列向量，然后进行基于特征的聚类．在半监督

’，Ｖ

（１）

‘’ｌ

用¨¨．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分类的算法步骤如下．
ｓｔｅｐ

１

用第ｉ类种子集的均值初始化类“ｃｉ”

其中，ｋ是分类数（３个大类：干净、污染和工程缺陷

的中心ｒｉ，江１，２，…，ｚ，假设每一类中至少有一个种

类），Ⅳ缸是第ｉ类中被错误分类的样本数，Ⅳｉ是第ｉ

子（根据特征的多样性，采用半监督的方法把管道

类总样本数，Ｋ是第ｉ类样本的错误分类代价，一般

的３大类再细分为８个子类，即ｚ＝８，具体类别详见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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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卷

实验４．１节）．
ｓｔｅｐ ２

Ｅｎｔｒｏｐｙ（１２）＝∑一Ｐｉｌ０９２Ｐｉ，

根据最短距离分配样本ｘ到类“Ｃｉ”，

其中Ｐｉ是第ｉ类的概率．

这里
ｉ＝ａｒｇ
ｓｔｅｐ ３

ｍ！ｎ Ｉ｜戈一‘ＩＩ

Ｃ４．５算法是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之后，在每一类内

２．

计算各类中数据的均值，更新所有类

为“正常”和“异常”两个子集，进一步判断类内样

的中心ｏ
ｓｔｅｐ４重复ｓｔｅｐ ２～ｓｔｅｐ４，直到类中心稳定．
ｓｔｅｐ

５对于测试样本Ｚ

ｓｔｅｐ ５．１

计算样本ｚ到类中心ｒｉ的距离Ｄ（－，

本是否异常．具体步骤是：根据属性的信息增益率将
训练样本划分为这两个子集，即首先按属性的值排
序，找出信息增益率最大的分割点（这里和Ｃ４．５处
理连续数据的方法相同），然后计算两个子集的

Ｚ），ｉ＝１，２，…，Ｚ，由最近距离原则确定类别．
ｓｔｅｐ ５．２

（即Ｃｉ类内），采用２叉树分类方法将类内样本划分

使用阈值原则或贝叶斯决策原则分

概率：

类样本ｚ阈值原则：ｚ＿１，如果
Ｐ（（Ｄｉ∈１

∑＾（歹）

ｌ

Ｚ∈Ｃｉ）＞丁，

肛ｌ

这里０和１分别表示正常和异常（缺陷），ｔＯｉ∈１表
Ｚ∈Ｃｉ）

表示样本ｚ被分类为Ｃ。类的条件下ｃｉ类中异常样
本的概率，ｒ是阈值；否则，Ｚ－÷０．
贝叶斯决策原则：ｚ＿１，如果
Ｐ（∞ｉ∈１

Ｉ＝Ｉ

（５）

＾ｃＪ，＝砝：熏套；茎茎喜熏妻

示样本∞ｉ为异常样本，条件概率
Ｐ（∞ｉ∈１

２气＿’

其中，ｍ为ｃｉ类中样本的总数，肛；表示在ｃｉ类中样
本为异常的概率．在测试时，若测试样本ｚ判断为异

常样本时，则输出异常的概率肛；，否则输出正常的
概率肛？＝１一ｐｉｌ．

Ｚ∈Ｃｉ）＞Ｐ（∞ｉ∈０ Ｚ∈Ｃｉ），

３．３

∞ｉ∈０表示样本∞ｉ为正常样本；否则，ｚ一０，

组合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异常检测
在禁忌搜索选择特征和组合权值的基础之上，

Ｐ（ｃｃ，ｉ∈０ Ｚ∈Ｃｉ）
表示样本ｚ被分类为Ｃｉ类的条件下，Ｃｉ类中正常样
本的概率．

通过级联方式组合两种常见的分类方法．组合
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异常检测总体框架如图３所示．

在实验中，只有当样本聚类到异常样本占多数
；训练

的类中，才把此样本分类为异常样本，因此采用阈值

……一ｌ…’＾‘＝］Ｉ

原则确定样本类别，人为设定阈值丁为０．５．
３．２

“聚类“Ｉ厂ｌ二：ｌ

Ｃ４．５决策树检测

被ｊ 枣中的ｆ
特｛ 正
Ｊ代价敏感

Ｃ４．５算法是ＩＤ３上的一个改进算法．用信息增

＃口∞ｊ；Ｉ
票Ｊ臣理察

益率来选择属性，克服了用信息增益选择属性时偏
向选择取值多属性的不足，并且能处理连续型数据

ＧａｉｎＲ口￡ｉ。（１２，Ａ）＝姜黜，

权值口分类结果集成

和不完整数据．信息增益率定义如下：

（２）

其中，分裂信息Ｓｐｌｉｔｌ（１２，Ａ）代表按照属性Ａ分类样
本集门的广度和均匀性，

Ｉ穑错误分拳的样本

图３

基于禁忌搜索的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Ｃ４．５算法原理框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Ｋ－ｍｅａｎｓ／Ｃ４．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ａｂｕ ｓｅａｒｃｈ

在训练阶段，首先对被选中的特征执行半监督

洲（刚）－－圭ｉ＝１槲１０９：斟，（３）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把训练空间分割成Ｚ个互不相连的类

其中，Ｑ是总输入空间门分类后的子集，Ｃ是分类

Ｋ－ｍｅａｎｓ方法确保每个训练样本唯一分配到一个

数，这里作为二分类问题ｃ为２，信息增益Ｇａｉｎ（门，

类．但是，如果类与类之间有重叠或者类内存在一些

Ａ）与ＩＤ３算法中的信息增益相同：

子类，Ｋ－ｍｅａｎｓ就可能产生分类错误．然后在聚类后

Ｇ０ｉｎ（ｎ，４）＝眈打０ｐｙ（ｎ）一塞ｉ＝１槲Ｅｍｒｏｐｙ（Ｑ），

的每个Ｃｉ类内，通过监督的方法分别生成一个ｃ４．５

（４）

步确认和修正，因此可认为ｃ４．５是进一步精确划分

信息熵

万方数据

别ｃ。，Ｃ：，…，Ｃｆ，并得到ｚ类的中心ｒ，，ｒ：，…，ｒ，．

决策树，Ｃ ４．５决策树是对Ｋ－ｍｅａｎｓ分类结果的进一
特征空间的分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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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阶段，首先执行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和Ｃ４．５分
类，然后通过３种集成规则：加权叠加原则、最邻近

分类结果．如图４中ｄ：列，判定样本ｚ为异常．
在这３种组合原则中，加权叠加是综合考虑２种

原则和最近一致原则组合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的分类
结果，得到最终的检测结果．在测试时，给定一个测

分类方法的结果，最近一致原则是考虑２种方法的

试图像样本ｚ，从中抽取特征，应用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

能力，再以Ｃ４．５的分类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一致性，最邻近原则是以聚类方式确定特征的分类

聚类方法进行分类，假设样本ｚ分类为Ｃｉ类，则得
到异常的概率Ｐ（∞ｉ∈１

Ｚ∈Ｃｉ）以及ｃ４．５的分

Ｃ－（ｄ－）

类输出概率ｐ：．定义Ｋ－ｍｅａｎｓ结果的异常概率Ｐ。【３ｊ：
Ｐ。＝ＤｉＰ（∞ｉ∈１

Ｚ∈Ｃｉ），ｉ＝１，２，…，厂，（６）

其中

ｄｌ

＜ｄ２

＜ｄ３

＜…＜

由

ｌＫ－Ｍｅａｎｓｌ Ｐ。１０．８９（１）１０．７８（１）１０．１７（０）｜．一１０．８２（１）Ｉ
Ｃ４．５
ｌ斗：１０．１２（０）１０．８２（１）１０．２５（０）｜．一１０．５５（０）１
ｔ

Ｄｉ：１一善，

（７）

最近一致

∑ｄ。

图４

ｆ＝１

Ｄｉ是基于欧氏距离的比例因子，Ｐ（∞ｉ∈１

Ｃ３（ｄ３）…ｃ，（ｄ，）

Ｃｚ（ｄ２）

Ｚ∈Ｃｉ）

Ｆｉｇ．４

表示样本属于Ｃｉ类异常的概率，厂是样本ｚ可能的

最近一致原则和最邻近原则集成示例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ｎｅａｒｅｓ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ｒｕｌｅ

候选类数，在实验中，≤３．ｄ。，ｄ：，…，ｄ。是样本ｚ
到对应的ｆ个聚类中心ｒ。，ｒ：，…，ｒｆ的欧氏距离．
为了得到Ｋ一景ｅａｎｓ和ｃ４．５最终输出概率，提出

４

３种集成原则进行组合．后两个集成原则类似文献
［３］的方法，具体如下．

本文将基于禁忌搜索的组合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
Ｃ４．５方法应用到自动管道检测系统，此系统由移动

１）加权叠加原则．计算样本异常概率Ｍｉ：

Ｍ。＝叩：＋（１一ａ）Ｐｉ，ｉ＝１，２，…，厂，

实验和结果分析

管道机器人携带数字摄像头和光源进人空调管道，
（８）

将获取的数字录像或数字图像传送到电脑．

肛｝是ｃ ４．５分类器的输出概率，见式（５），Ｐｉ是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输出概率，见式（６），ａ∈［０，１ ｒ是加

４．１

权系数，通过禁忌搜索获得最优解．这里通过

于样本数据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分布，有污染或缺陷

Ｋ－ｍｅａｎｓ和Ｃ ４．５输出概率的加权求和得到样本异

的图片比例很小，所以对干净的管道图像进行降采

常的最终概率Ｍｉ，最优加权值ａ使得组合方法得到

样，同时采用重采样技术，从每张有污染或缺陷的图

最好的分类结果，即通过Ｃ４．５决策树进一步确认或
修正Ｋ－ｍｅａｎｓ的聚类结果．最后参照Ｋ－ｍｅａｎｓ方法

片抽取多张子图，组成新的子图库，总共８１７张子
图，其中干净且无缺陷子图２６３张，具有金属纹理的

的步骤ｓｔｅｐ ５．２，根据阈值原则，确定样本的最终检

干净管道子图２８０张，污染的子图１０５张，包含异物

测结果．

１８张，锈斑５２张，通孔５张、裂缝３６张和接缝５８张．

２）最邻近原则．首先根据阈值原则，分别确定
样本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的二避猢分类结果（见图４中

采用形态学方法对管道图像进行图像分割，从这些
子图中提取９８个用于预选的特征，其中基于小波变

括号内的值，０和１分别表示正常和异常）．假设样本

换的小波特征１６个¨２ ｏ（分解层数为３层），几何特征

ｚ到Ｃ，类距离最短，即ｄ。最小，那么样本ｚ被

５个，包括面积、长度、紧致度、离心率和凸包¨３Ｉ，表

Ｋ－ｍｅａｎｓ分类为Ｃ，类．在图４第１行中，升序排列样

面粗糙度¨４１和灰度直方图等一级统计特征５个，

本ｚ到Ｃｉ类的距离ｄｉ（即候选类的可能性从大到小

ＬＢＰ特征５６个，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特征１６个Ｈ ５｜．在
提取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特征时，为减少计算量，降

排序，Ｋ－ｍｅａｎｓ方法把样本ｚ分类到Ｃ。类），ｄ。＜ｄ：
＜…＜ｄ，，最后１行是对应候选类的Ｃ４．５分类结

空调管道异常检测实验
从原始的管道图像中，共选取３２８张管道图，由

低矩阵维数，对图像进行灰度直方图规范化，规范化

果，最后选择第１列的Ｃ４．５分类结果为最终分类结

后的图像灰度级为８，相邻距离选择为１，角度分别

果，即最邻近Ｋ－ｍｅａｎｓ分类结果．在图４的示例中，

为００，４５ ｏ，９０。和１３５ ｏ．实验采用５折交叉验证．

把ｄ，列Ｃ４．５的分类结果０作为最终分类结果，即判
定样本ｚ是正常．

３）最近一致原则．从第１列（ｄ。刃）开始，当
Ｋ－ｍｅａｎｓ和Ｃ４．５的二进制分类结果一致时为最终

万方数据

根据清扫和修复目的，管道分为：干净的（正常

部分）、有异物或污染的（需清洗部分）、有裂缝、通
孔或锈斑等工程缺陷（需更换部分）３大类，但是由
于特征的多样性，在上述３大类中还可再细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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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类，这里再细分为８个子类：１）正常类，包含干
净、具有金属纹理的２个子类；２）污染类，包含重灰

矩阵特征组合分类效果最差，几何和ＬＢＰ特征对少
数类的分类效果也很差，ＬＢＰ和小波特征组合有较

尘、轻度灰尘和异物３个子类；３）工程缺陷类，包含

好效果，随着组合特征的增加，分类的性能逐渐提

锈斑、通孔和裂缝３个子类，即Ｋ－ｍｅａｎｓ中设定类别

高．通过禁忌搜索剔除无关特征、对分类结果作用小

数ｆ为８．

和包含噪音成分较多的特征，提高分类准确度，这意

４．２

实验结果

味着无关特征“混淆”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对整个分类结

．

为评价不平衡多分类问题的性能指标，验证少
数类的分类准确度，定义每一大类的分类正确率：

Ｃｒ（Ｃｉ）＝裂×１００％，
＾，，，１、

』Ｖ

（９）

Ｌｂｉ，

其中，Ｎ（Ｃｉ）是Ｃｉ类的总样本数，Ⅳ。（Ｃ。）是Ｇ。类中
正确分类的样本数．接受操作特性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下的面积（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是评价分类器整体性能的常用

指标，对于多分类系统，参考文献［１６］．这里首先把

果有负面作用，同时大幅减少特征提取的计算量．从
图５中还可看出，在特征选择中使用加人样本分布
信息的代价敏感函数，使得少数类的分类性能有明
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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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几何和ＬＢＰ特征

１
…（
ＡＵＣ，＝∑ＡＵＣ（Ｃｉ）Ｐ（Ｃ。），
』一 ０１
、

‘７

、

、

置几何和灰度共生矩阵特征

）

口ＬＢＰ和小波特征

Ｃｉ

田几何、ＬＢＰ和小波特征

其中Ｐ（Ｃｉ）是Ｇ类的先验概率．
为了验证基于禁忌搜索的特征选择有效性，针

口所有特征
口Ｔａｂｕ选择不带代价敏感函数
口Ｔａｂｕ选择具有代价敏感函数

对不同的组合特征集（人为组合）分别进行实验，最
终分类结果都采用加权叠加方式进行集成．对图像
样本随机分组，重复１０次实验的平均结果如图５所
示．在禁忌搜索中，预定最大特征数为１０，即ｎ＝１０，

图５基于不同特征集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ｓｅｔｓ

权值ａ在初始解中预设为０．５．在迭代过程中，每次
任意替换一个特征或权值更新一次产生一个邻域

为验证Ｋ－ｍｅａｎｓ／Ｃ４．５方法的有效性，分别采用

解，权值项每次迭代步长为０．１，最终选出的特征包

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ＢＰ神经网络…、Ｃ４．５、ＳＶＭ和３种

含几何特征１个、小波特征４个、ＬＢＰ特征２个、灰度

不同集成原则的Ｋ－ｍｅａｎｓ／Ｃ４．５方法的进行分类１０

共生特征１个和一级统计特征２个（１０次实验中禁

个．采用式（１０）定义的总ＡＵＣ，作为分类器整体性能

忌搜索选择的特征子集基本不变，分布也基本相同，

评价指标，结果如表１所示，粗体字表示获得的最好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从图５可看出，组合特征集对
分类性能的影响，人为组合的几何特征与灰度共生

结果．表ｌ可清楚看出，组合Ｋ－ｍｅａｎｓ／Ｃ４．５方法性能
明显得到提高，好于单独采用半监督Ｋ－ｍｅａｎｓ或Ｃ４．５

表１不同分类方法和３种集成原则的分类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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