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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度规约技术在大数据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统的维度规约技术，比如
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
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广泛研究。然而，随着数据维度的增加，
这些传统维度规约方法的计算负载也急剧增长，令人望而却步。这推动了随机投
影（Random Projection, RP）技术的发展。随机投影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高维空间的
数据映射到低维空间。然而，随机投影在生成变换矩阵时并没有考虑数据本身的固
有结构，因此常常会导致相对较高的误差。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基于随机投影的
方法被提出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总结了基于随机投影的方法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旨在帮助研究者们在
各自特定的研究领域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我们归纳了这些改进随机投
影的策略，指出了他们优缺点，希望为研究者们在未来改进随机投影的工作提供
参考。实验结果表明，传统的特征抽取方法（如线性判别分析和 Bag of Words 等）
和其他特定领域的特征抽取方法都可以显著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
随着基因芯片数据容量的飞速增长，数据处理时的计算负载已经远远超过了
实时处理的计算能力。为了改进随机投影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上的性能，我们尝试
将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和特征选择（Feature Selection, FS）引入至随机投影
中。我们在 3 个基因表达谱数据集上比较了所提出算法的分类精度和运行时间。
在基因芯片数据的帮助下，医学工作者可以为病例提供更精确的诊疗方案。过
去的研究表明，基因表达相似的病例属于相同的亚型，因此可以采用相似的诊疗方
案。因此，我们开发了一个轻量级的 Web 应用，通过一系列的机器学习算法帮助
医学工作者发现相似的病例。在这个 Web 应用中，我们将基于随机投影的相关算
法应用至基因表达谱数据上以降低聚类算法的计算负载。
关键词：随机投影；维度规约；压缩感知；基因表达谱；生物信息学

-I-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techniqu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nalysis of big data.
Traditional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approaches, such as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have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owever, as the dimension of huge data increases, the computational cost
of traditional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approaches grows dramatically and becomes prohibitive. It has also triggered the development of Random Projection (RP) technique which
maps high-dimensional data onto low-dimensional subspace within short time. However,
RP generates transformation matrix without considering intrinsic structure of original data and usually leads to relatively high distortion. Therefore, in the past few years, some
approaches based on RP have been propos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summarized these approaches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help practitioners to
employ proper approaches in their specific applications. Also, we enumerated their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to provide further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to develop novel RP-based
approaches.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proved that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s including
LDA, Bag of Words and other application-specified metho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P.
Fast increase of big genomics data leads to burdensome computation and cannot meet
the need of real-time analysis for massive data. We proposed several methods, where
traditional dimension reduction methods including PCA, LDA, and feature selection (F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RP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P. We compare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running time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on thre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With the surge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physicians can make more accurate diagnosis. Pas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similar treatment can be applied to patients whose expression patterns are similar. Here, we developed a light-weighted and cross-platform web
application so as to find similar patients easily. In this web application, several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re adopted. In addition,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ethods based on
RP are applied to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Keywords: random projection,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compressive sensing,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bio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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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癌症的早期诊断与分类一直是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癌症不仅仅是一
种疾病，它的背后存在着几百种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种类，并且每一种癌症都有
不同的特点。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和研究基因的表达有利于更好的
了解生命现象的规律。因此，基因诊断、基因治疗等技术应运而生，对传统的诊治
方法造成了巨大挑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基因芯片技术（DNA Microarray）可
以在一个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放置成千上万个基因的 DNA 探针，同时测定这些基
因在样本中的表达情况。通过这种技术，人们可以一次性对大量 DNA 序列进行测
序和分析，获取高维度的基因表达谱数据。通过分析基因表达谱（Gene expression
profile）
，人们可以更好的了解癌症的发病机制。在基因芯片技术出现之前，世界卫
生组织出版的“国际疾病种类”对所有癌症的体征、症状等进行了描述，而科学家
和医学工作者们当时主要通过对癌症组织的观察进行诊断。对于某些类型的癌症，
这些方法无法区分癌症的亚型，例如，乳腺癌的亚型由于观察者与观察者间再现
性的差异而无法根据这些组织学标志物进行区分。有效的治疗取决于准确的诊断，
非靶向治疗会引发不必要的副作用以及额外的医疗费用，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
而基因芯片技术的出现，有助于将肿瘤进一步分类为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亚型，
从而进行精确的靶向治疗。
Perou 等人[1] 分析了包含 8102 个基因的 65 个乳腺癌活组织检查细胞的基因表
达谱数据。他们比较了活组织检查细胞与培养细胞系的特征，并将这些信息与临
床资料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多种乳腺癌肿瘤的基因表达模式。乳腺癌肿瘤主要根
据 ER 阳性和 ER 阴性临床表现分为两大类。ER 阳性肿瘤通常在乳腺细胞中的基
因表达时表现为高表达。在 ER 阴性组中，根据 Erb-B2 和角蛋白 5-和 17-富含基底
上皮样基因表达的不同又可以将乳腺癌进一步分为不同的亚型。这些基因表达的
不同在乳腺上皮细胞中会呈现出不同分子特征。
随着基因表达谱数据容量的飞速增长，对肿瘤进行分类所需的计算负载也急
剧升高。大规模的数据维度带来了包括“维度爆炸”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维度规约
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度规约是指在某些限定条件下，通过得到一组不相关
主变量以降低随机变量数量的过程[2] 。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3] ，线
性判别分析[4] 在近几十年内被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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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数据维度的进一步增长，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会消耗大
量的计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实时性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随机投影[5] 作为一种
新的维度规约方法被提出。和传统的降维方法不同，在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中，降
维所用的线性变换矩阵是通过分析数据的固有结构得到的；而在随机投影中，降维
所用的矩阵是随机赋值的、与数据无关的，尽管如此，随机投影依旧可以保证在维
度规约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数据原有的结构。随机投影是一种简单、高效的维度
规约方法，不仅降低了计算复杂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6] 。因
此在最近几年被广泛研究和使用至分类[7–9] ，聚类[10–12] ，回归[13–15] ，流形学习[16–18]
和信息抽取[19, 20] 等任务中。由于随机投影在生成降维矩阵时并未考虑数据的固有
结构，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提取数据的特征，和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相比，会对数据
的固有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提高基于随机投影
的性能。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2.1 国外研究现状
Bingham 等人[7] 最先将随机投影用于文字和图像数据上对这些数据进行降维。
在文字数据上，他们将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21] 、主成
分分析和随机投影的性能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随机投影的精度略低于奇异
值分解，但在大部分数据上，这些精度的差别不大；在图像数据上，他们比较了主
成分分析、离散余弦值变换（discrete Sine Transform, DST）[22] 和随机投影的性能，
实验结果表明，随机投影不易受到图像中噪声的影响，并且运算时间约为主成分分
析的 1%。
Zhao 等人[9] 提出了 Semi-Random Projection (SRP) 方法, 在该方法中，研究者
们通过引入线性判别分析来提高随机投影精度。由于线性判别分析是一种有监督
的学习方法，可以较好地提取随机投影所产生空间的特征，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
Zhao 等在 SRP 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Stacked Semi-Random Projection (SSRP) 方法。
和随机投影相比，SSRP 方法产生的子空间在分类精度上有 30% 的提升。
Schneider 等人[15] 提出了一种回归模型，它通过利用顾客的评论对 Amazon 上
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预测。在这个回归模型中，Bag of Words (BoW) 方法被用于分
析顾客的评论，由于顾客的评论很多，因此计算速度会非常缓慢。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随机投影被用于降低 BoW 所得到矩阵的维度。和未使用 BoW 方法的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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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比，Schneider 等人所提出的回归模型在预测结果上有更高的精确性。
Alshamiri 等人[23] 通过使用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ELM)[24] 改进随机投影
的性能。在该工作中，研究者们先通过 ELM 将数据映射到一个高维度的空间，然
后再利用随机投影将高维数据映射到一个低维空间内。他们在 6 个基因表达数据
集和 2 个图像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随机投影，ELM + RP
的分类精度有 21.43% 的提升；而在聚类问题上，ELM + RP 的性能在 2 个基因表
达数据集上超过了 KMeans。
Ma 等人[25] 用随机投影加速人脸识别的过程。在采集图像中的面部特征的过
程中，大量的矩形滤波器会产生超高维度的人脸特征矩阵。随机投影被应用至人脸
特征矩阵以降低其维度，加快人脸识别的过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不仅
加快了人脸识别的速度，并且在人脸图像出现扰动时表现出更好的健壮性。
Arriaga 等人[26] 受到人类认知事物方式的启发：视觉系统是依赖颜色和棱角
来识别物体的。在所提出的方法中，他们使用了 Features from Accelerated Segment
Test (FAST) Corner Detector[27] 识别物体的棱角，并对棱角周围的像素进行随机投
影，较好地提取了图像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该方法对图片进行压缩后与原
图片相比，在分类性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训练和分类所消耗的时间大大降低。
Zhao 等人[18] 将随机投影应用至再生核希尔伯特空间（reproducing kernel hilbert
space, RKHS）[28] 并使用了 KMeans[29] 算法完成了在黎曼流形（riemann manifold）
[30]

上的聚类。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也对随机投影及其应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Qin 等人[31] 利用随机投
影对噪声数据不敏感的特性，将随机投影应用至红外图像中，提取图像中的目标物
体，同时抑制背景中的噪声。为了进一步提高随机投影的性能，他们使用了非下采
样塔式变换（non-subsampled Pyramid, NSP）[32] 分离图像中的高频和低频波段，并
对高频波段中的图像进行随机投影。实验结果表明，和现有的目标提取方法相比，
所提出的方法在多种度量指标下都表现出更好的性能。
Feng 等人[33] 将约束能量最小化（constrained energy minimization, CEM）[34] 作
为目标探测器以探测高光谱图像中的目标物体。为了加快该算法的运行速度，他们
使用了随机投影对高光谱影像进行了降维。约束能量最小化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进
行单目标识别，对于其他不关心的目标物体，会将其认为是噪声，因而无法充分利
用已知的信息。Target-Constrained Interference-Minimized Filter (TCIMF)[35] 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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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这个问题。Du 等人[36] 使用 TCIMF 对高光谱图像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并使
用随机投影加速了探测过程。
Liu 等人[37] 将随机投影和 BoW 方法结合，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纹理分类器。BoW
可以从纹理图像中抽取出直方图，这种特征具有较好的旋转不变性。在这项工作
中，随机投影被用于压缩原始的纹理图片，这不仅提高了纹理分类器泛化性能，还
提高了 BoW 的计算效率。
Zhang[38, 39] 将随机投影用于加速视频流中目标物体的跟踪。为了进一步提高
跟踪算法的稳定性，Gao 等人[40] 使用了 MESRs[41] 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S-SVM）[42] 分别替换矩形滤波器和传统的支持向
量机。在这两项工作中，随机投影都被用于压缩矩形滤波器和 MESRs 所得到的特
征矩阵。实验结果表明，在随机投影的帮助下，目标的跟踪速度有明显的提升。
Wu 等人

[43]

使用了随机投影和深度学习技术对自然场景中的文字进行识别。

随机投影被用于压缩从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44] 中抽
取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在使用随机投影后，在识别的正确率基本保持不变的同
时，计算时间得以显著降低。

1.3 主要研究内容
随机投影克服了传统维度规约方法中计算负载高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各类大
数据的急剧增长，随机投影被国内外研究人员用于处理多种类型的数据。尽管随机
投影极大的加快了计算速度，但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很多策略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
在现有的研究工作中，很少有工作将随机投影用于基因表达谱数据上。与文字
和图像不同，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中，样本数量往往远小于特征数量[45] ，在这一类
数据上非常容易发生过拟合的问题，因此很多基于随机投影的方法无法有效地在
生物信息学领域上得到应用。如何将随机投影技术较好地在基因表达谱数据得到
应用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
1）总结和归纳各个领域中随机投影的改进方法，列举这些方法的优缺点；
2）发展适用于处理基因表达谱数据的随机投影维度规约方法；
3）设计和开发了基于随机投影的辅助诊断工具，帮助医学工作者做出更精确
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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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组织结构
本文中各章节具体内容如下：我们在第二章对基于随机投影的方法和改进方
法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列举了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我们在第三章提出
了一系列基于随机投影的维度规约方法，比较和讨论了这些方法以及在多个基因
表达谱数据集上的性能；在第四章，我们将第三章所提出的基于随机投影的维度规
约方法应用至一个自主研发的辅助诊断工具中，并对工具的功能和实现进行了简
单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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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随机投影的改进方法
2.1 引言
随机投影相比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具有简单、计算负载低等优点。但是它在
生成随机矩阵时，并没有考虑数据的特征，因此会在降维后造成相对较高的误差。
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基于随机投影的方法被提出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本章节中，
我们总结了在不同领域中的这些方法，希望可以给未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参考，
使得他们可以在各自的应用领域中采用合适的方法改进随机投影。此外，我们也指
出了现有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以便未来的研究者们可以提出更好的基于随机投影
的新方法。
我们认为，现有的改进随机投影的方法主要有 4 种形式：特征抽取，提升数据
维度，集成多个随机投影实例和使用最优化理论（如图2-1所示）。

随机投影的改进方法

特征抽取方法

通用的特征
抽取方法

多个随机投影
集成的方法

提升维度的方法

最优化理论
相关方法

特定领域的
特征抽取方法

图 2-1 随机投影的改进方法

特征抽取旨在从大规模的数据中寻找包含有用信息的、低冗余度的特征，它是
一种最常见的改进随机投影性能的方法。Schneider 等人[15] 将 BoW 和随机投影结
合，利用顾客的评论对 Amazon 上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预测。为了提高文本分类的
性能，Zhao 等人[9] 提出了两种方法，在分类精度和计算复杂度之间达到了很好的
平衡。
提升原始数据的维度有时可以提高数据的线性可分性，因为原始特征可以在高
维空间中得到更好的表示。Ma 等人[25] 使用矩形过滤器构建一个高维空间，然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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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投影将所生成的高维空间映射到一个低维子空间。在生物信息学领域，Alshamiri
等人[23] 将 ELM[24] 和随机投影结合，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上进行分类和聚类。
很多基于决策树集成的方法被广泛研究，包括随机森林[46] 和 AdaBoost[47] 。
Schclar 等人[47] 将多个随机投影分类器应用于同一个数据集，在随机投影所生成
的子空间上训练多个分类器，并将这些分类器通过投票机制集成在一起。Zhang 等
人[48] 和 Yoshioka[49] 也使用了相似的方法分别用于药物-靶点相互作用关系的预测
以及语音识别。
在一些问题中，可以通过解决最优化问题来提升随机投影的性能。Drineas 等
人

[50]

在随机投影的帮助下降低了 Lasso[51] 的计算复杂度。

2.2 特征抽取方法
特征抽取旨在将高维的数据映射到一个低维的子空间，它是改进随机投影性
能最常用的方法。它通常在随机投影之前或者之后被使用，可以称之为“前处理”
和“后处理”，如图2-2所示。大多数的研究者更喜欢使用后处理的方法，因为特征
抽取方法在低维空间花费较少的时间。在另一方面，随机投影将原始数据映射到近
似正交的基上，可以看作一种均匀采样。因此，对于近似均匀分布的数据，在使用
随机投影后，数据特征可以较好地被保留。我们对现有研究工作中和随机投影结合
的前处理和后处理的特征抽取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如表2-1所示。

…

…
…

特征抽取
(后处理)

…

潜在特征空间 #1

潜在特征空间 #2

…
…
…

原始数据

(前处理)

随机投影

…

…

…

特征抽取

…
…

…

…
…

…

潜在特征空间 #3

图 2-2 随机投影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方法

在很多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的系统中，特征工程是十分重要的，它们会直接影
响分类器的性能。在本文中，我们将特征抽取方法分为两类：通用的特征抽取方法
和领域特定的特征抽取方法。通用的特征抽取方法，如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判别分
析等，可被应用至很多领域；领域特定的方法是为某一类问题定制的，比如非下采
样塔式变换[32] 和约束能量最小化[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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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现有针对随机投影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方法

前处理

后处理

应用领域

参考文献

无

线性判别分析

文本分类

[9]

BoW

无

销售情况预测

[15]

无

BoW

纹理图片分类

[8]

卷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

自然场景文字识别

[43]

FAST

无

图像分类

[26]

NSP

Mahalanobis distance

目标增强

[31]

无

CEM

高光谱目标检测

[33]

无

TCIMF

高光谱目标检测

[36]

无

MUSIC

宽带频谱感知

[52]

2.2.1 通用的特征抽取方法
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旨在选择可以较好代表数据特征的维度，而随机投影可
以较快地找到一个低维空间。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研究者提出了结合这两
类方法的维度规约方法。
Zhao 等人[9] 提出了 Semi-Random Projection (SRP)，旨在以较低的算法复杂度
寻找一个具有较好判别能力的特征空间。和随机投影不同的是，在随机投影中变
换矩阵的值是随机生成的，但在 SRP 中，变换矩阵的值是通过线性判别分析得到
的。SRP 方法可分为 3 个步骤，如图2-3所示。首先，通过随机地从原始数据矩阵
ci ∈ Rn×k ；接着，该子空间在线性判
X ∈ Rn×d 选取 k 个特征，可得到一个子空间 X
别分析生成的变换矩阵 W ∈ Rk×1 的作用下被投影到一个一维空间 hi ；将以上过程
重复 r 次后即可得到如下的潜在特征空间 H ∈ Rn×r ：
H = [h1 |h2 | . . . |hr ]

(2-1)

研究者们在 Corpora 20 Newsgroups[53] 上根据文本分类任务的分类精度评价分
类器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SRP 和主成分分析组合方法的分类精度相比于随机
投影提升了 25%，但是仍然比主成分分析的分类精度低一些。
Stacked Semi-Random Projection (SSRP) 被提出用于进一步提高 SRP 的性能。
SSRP 将多个 SRP 连接起来，并将前一层 SRP 的输出作为后一层 SRP 的输入。假
设第 k 层的 SRP 用 Hk 表示，dk 表示该 SRP 层输出数据的维度；原始数据将作为
-8-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线性判别分析

…

…

…

…

随机
投影

…
…

…
…

…

…

…

…

原始数据

…
…

…

…

…

…

…

潜在特征空间

图 2-3 Semi-Random Projection 的流程

第 1 层 SRP 的输入，即 H0 = X，其中原始数据的维度为 d0 。第 k 层 SRP 的维度
和第 (k − 1) 层 SRP 的维度存在如下关系：
√
dk = α⌊ dk−1 ⌋

(2-2)

其中 α 是人为设定的超参。因此，第 k 个 SRP 层的输出可表示为：
1
(2-3)
1 + exp(−[Wk ]T Hk−1 )
其中 W 是从正则化线性判别分析[54] 得到的变换矩阵。SSRP 的流程如图2-4所示。
Hk =

在 6 个数据集中的 5 个数据集上，实验结果表明，SSRP 的性能相比于其他维度规
约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稀疏主成分分析[55] ，随机投影和主成分分析的组合方
法，mSDA[56] ，SRP 和主成分分析的组合方法）有显著提升。此外，相比于主成分
分析，SSRP 的计算时间显著降低，虽然这样的计算时间是随机投影的 2 倍。对于
含有噪声的数据，SRP 和 SSRP 的性能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 SRP 和 SSRP 使
用了线性判别分析，而线性判别分析对噪声是比较敏感的。
BoW 模型是一个简化的表示模型，被广泛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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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

潜在特征空间

H0

第L个SRP层

H L−1

…

…

…

H

H1

2

…

…

第2个SRP层

…

第1个SRP层

HL

图 2-4 Stacked-Semi Random Projection 的流程

域中[8, 57, 58] 。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词汇这对于 BoW 模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
为对应的预测矩阵的维度会急剧上升。在过去的几年中，随机投影在解决这个问题
上发挥了作用。
Schneider 等人[15] 提出了一个基于一系列属性值的回归模型，可以通过历史数
据预测一周后的平板电脑销售量。和已有的方法[59, 60] 不同，研究者们考虑了顾客
对产品的评论，并使用 BoW 模型分析用户的评论。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评论
中出现的大量词汇将会导致繁重的计算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机投影被用
于降低 BoW 预测矩阵的维度。假设 BoW 的预测矩阵可以被表示为 BOWSn×d ，其
中 n 和 d 分别表示评论的数量和所有评论中出现的单词的数量。随机投影将该预
\ n×k 。因此，第 j 个产品在第 t 周
测矩阵投影至一个具有 k 个特征的子空间 BOWS
的销售量 Sjt 可通过如下公式预测：
− log (Sjt ) =α + XTj δj + βtrend Xtime + βprice ln(pjt )+
\ jt + ϵjt
βRS RSjt + βBOW S BOWS

(2-4)

其中 α、β∗ 和 ϵjt 是估计得到的参数；在 XTj δj 这一项中，Xj 是一个 (14 × 1) 的向
量，包括了产品制造商、零售价、当前售价等信息，δj 是一个 (14 × 1) 的向量，表示
产品各项基本信息的权值；Xtime 表示线性的时间趋势；pjt 表示产品的价格；RSjt
\ jt 是 BoW 从用户评论抽取的、经由随机投影
是用户对第 j 个产品的评级；BOWS
压缩的矩阵。和没有使用 BoW 模型的基线模型相比，使用了 BoW 模型的预测模
型在“Market Dynamics and User Generated Content about Tablet Computers”[61] 数据
集上取得了更好的预测性能。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通过将纹理特征视作单词，BoW 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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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包括纹理合成、纹理分类、纹理分割和纹理压缩等任务）[62–65] 中。在 BoW
模型中，纹理图片通过一些统计方法的处理被描述成在特征字典上的直方图。过
去的一些研究表明，从 BoW 模型抽取的局部纹理特征对于图片的扰动（包括旋转，
仿射变换、缩放）是不敏感的。相比之下，现有的一些没有使用 BoW 模型的方法
对于图片的扰动较为敏感。因此，Liu 等人[37] 将随机投影和 BoW 模型结合，构建
了一个强大的纹理分类器。首先，随机投影被用于从纹理图片切片中构建随机特
征；然后，BoW 模型对这些随机特征进行特征抽取，并构建多个分类器；最后，这
些分类器被用于进行纹理分类。相比于局部二值化（local binary pattern, LBP）[66]
和归一化 Gabor 滤波器（normalized Gabor filter, NGF）[67] 的结合方法以及局部二
值化方法，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方法在分类精度上分别有 3.32% 和 10.38% 的提升。
另外，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方法占用的时间和空间更少。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在处理未经预处理的原始数据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
而随着深度学习[68, 69] 在近几年的崛起，这个问题被很好地解决了。Wu 等人[43] 将
随机投影和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44] 结合，用于识别自然场景
中的文字。首先，卷积神经网络[44] 通过滑动窗口在图片上的平移将包含文字的图
片转换为一个多层的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序列（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eature
sequence）；由于这个特征序列具有很高的维度，随机投影被用于降低这个特征序
列的维度；最后，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70] 被用于识别经
随机投影压缩后的卷积神经网络特征序列中的文字。为了进一步提高识别率，多
个循环神经网络通过 Recognizer Output Voting Error Reduction (ROVER)[71] 方法被
集成在一起。在使用随机投影后，卷积神经网络得到的特征序列的维度得以下降
85%，并且识别率与未使用随机投影相比基本相同。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
很好地提高了识别精度，但是很多时候它们是很难训练的，因为训练它们需要调整
太多的参数，会花费特别多的时间。
在数学领域，低秩估计在数据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一个最小化问题，
这个问题的损失函数由给定的矩阵和近似矩阵的拟合程度决定，并且近似矩阵被
限定为具有更低的秩。特征值分解是一个很典型的低秩估计方法，最广为人知的方
法是奇异值分解[21] ，但是该方法往往会导致繁重的计算负担。随机投影是一个快
速而简单的技术，可以加速低秩估计的运算。假设原始数据矩阵用 X ∈ Rn×k 表示，
显而易见的，对 X 主要元素估计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低秩估计的质量。Martinsson[72]
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投影和 QR 分解[73] 的低秩估计方法，流程如算法2-1所示。
与 SVD 相比，Martinsson 等人所提出的方法以更少的时间构建了一个更优的
k-秩估计。在一些情况下，随机采样矩阵 S 也可以通过抽样随机 Hadamard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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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2-1 基于 QR 分解的低秩估计算法

Input: 数据矩阵 X ∈ Rn×d ，迭代次数 p，服从高斯分布 N (0, 1) 的随机采样
矩阵 S ∈ Rk×d
e ∈ Rn×k
Output: 矩阵 X 的 k 秩估计 X
1
2
3

构建 Y = (XXT )p XS
对 Y 进行 QR 分解：Y = QR
e = Q(QT X)
计算 X 的 k 秩估计：X

（Subsampled Randomized Hadamard Transform, SRHT）[74] 得到。使用这种随机采样
的低秩估计方法被称之为结构化随机投影（Structured Random Projection）
。实验结
果表明，结构化随机投影比 Martinsson 等人所提出的方法更快，但是低秩估计的精
度有所下降。

2.2.2 特定领域的特征抽取方法
在一些特定领域中，特别是图像处理，特别设计的特征抽取方法往往可以取得
更好的性能。Arriaga 等人[26] 提出了两种基于随机投影的方法，分别是 Slide Window
Random Projection（SWRP）和 Corner Random Projection（CRP）
。在 SWRP 中，投
影的图片中的每一个像素是通过随机组合原始图片上滑动窗口中的多个像素得到
的，如图2-5 a)所示。受到人类视觉系统的启发：视觉系统是由一系列的颜色探测
器、棱角探测器等组成的。在 CRP 中，FAST Corner Detector[27] 被用于探测图片
中物体的特征。因此，投影后的图片可以表示为一系列棱角特征的随机组合，如
图2-5 b)所示。实验结果表明，SWRP 的性能比 CRP 更好；和不使用 SWRP 对输入
进行处理的神经网络相比，使用了 SWRP 的神经网络在保证分类精度几乎不变的
情况下，计算时间显著降低。

a) Slide Window Random Projection

b) Corner Random Projection

图 2-5 Slide Window Random Projection 和 Corner Random Projection 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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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下采样塔式变换

信息压缩
x

低频波段

𝒇𝐾
𝒇𝐾−1
𝒇2
𝒇1

高频波段

y
Mahalanobis
距离

z
随机投影

…

原始图片

目标图片

图 2-6 目标识别方法的流程

利用随机投影对图片中的噪声不敏感的特点，Qin 等人[31] 提出了一种可以降
低红外图片中杂波的同时增强目标物体的方法，如图2-6所示。首先，一种名为非
下采样塔式变换[32] 的信号处理算法被用于将图片分解为一个低频波段和多个高频
波段。经过 K 规模非下采样塔式变换后，可以得到 1 个低频波段和 K 个高频波段。
一般情况下，红外图片中主要由 3 个成分组成：噪声、目标和背景，可表示为：

f (x, y) = n(x, y) + fT (x, y) + fB (x, y)

(2-5)

其中 n(x, y) 表示噪声的灰度值，fT (x, y) 表示目标物体的灰度值，fB (x, y) 表示背
景的灰度值。在非下采样塔式变换后的图片可表示为：
NSP

f −−→ {f0 , f1 , . . . , fk , . . . , fK }

(2-6)

其中 f0 表示低频波段，fk (k > 0) 表示第 k 个高频波段。高频波段主要包含目标物
体和部分的杂波，因此从高频波段抽取目标物体的信息会更容易一些。为了尽可
能多的保留目标物体的信息，研究者们将所有的高频波段组合到一起建立一个 3D
的图像立方体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被表示为：
FK×M = (f1 , f2 , . . . , fk , . . . , fK )T

(2-7)

其中，fk 是每一个波段的行向量表示，M 是第 k 个高频波段中像素的数量。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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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低目标物体和背景信息的冗余度，这个 3D 模型 FK×M 被投影至一个低维
的高频波段组成的子空间 QS×M ：

QS×M = ΦS×K FK×M

(2-8)

其中 Φ 是由随机投影生成的正交高斯矩阵。最后，Mahalanobis 距离[75] 被用于在
维度规约后的子空间 QS×M 进一步去除背景中的杂波。和 max-median[76] 、morphological (top-hat)[77] 、Phase Spectrum of Quaternion Fourier Transform (PQFT)[78] 以及
Wavelet Transform (WRX)[79] 等方法相比，所提出的方法在 signal-to clutters ratio gain
(SCRG) 和 background suppress factor (BSF)[80] 这两种度量下表现更佳。
Feng 等人[33] 提出了一种基于约束能量最小化[34] 的方法用于探测高光谱图
像中的目标物体。约束能量最小化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具有 L 个滤波系数的 FIR
（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可形式化描述为 w = {w1 , w2 , . . . , wL }。令 ri (i =
1, 2, . . . , n) 是一个从样本中像素采样得到的 L 维向量。因此，最优化的目标物体探
测器可以表示为：
w∗ =
其中 RL×L = (1/n)

∑n

T
i=1 ri ri

R−1
L×L d
dT R−1
L×L d

(2-9)

是一个和目标物体信息自相关的矩阵，d 是目标物体

的光谱特征。随机投影被引入用于解决高光谱图像带来的“维度灾难”问题。另外，
研究者们发现，在抑制噪声的能力上，随机投影的效果远远优于 maximum-noisefraction (MNF)[81] 和主成分分析。因此，基于约束能量最小化的随机投影方法的探
测精度和计算时间比基于主成分分析和 MNF 的随机投影方法都要更好。约束能量
最小化的缺点在于，它每次仅可以探测一个物体，因为它简单的将不关心的物体
认为是图像的噪声，并没有充分利用已知的信息。TCIMF[35] 被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它假设图像是由 3 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D（待探测的目标物体）
，U（不关心的目
标物体）和 I（噪声）
；在约束能量最小化中 U 会被视作 I。令 D = [d1 , d2 , . . . , dp ] 和
U = [u1 , u2 , . . . , uq ] 分别表示待探测目标物体和不关心的目标物体的光谱特征。因
此，公式2-9中目标物体的光谱特征 d 可以被替换为 [D, U]。最优化的目标物体探
测器可表示为：

w∗ =

R−1
L×L [D U]

[

1p×1

[D U]T R−1
L×L [D U] 0q×1

]
(2-10)

其中 1p×1 是一个全部由 1 组成的、p × 1 的列向量，用于凸显 D 中目标物体的特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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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类似地，0q×0 是一个全部由 0 组成的、q × 1 的列向量，用于弱化 U 中不关心
的目标物体。和 Feng 等人[33] 相似，Du 等人[36] 使用 TCIMF 对高光谱图像中的目
标进行探测。同时，他们也使用了随机投影减轻计算负载。实验结果表明，随机投
影不仅显著地降低了计算负载，通过将多个随机投影实例融合，目标探测精度可以
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于子空间的光谱估计技术被广泛应用至光谱感知中。然而，基于子空间的技
术往往需要使用特征值分解，这会带来繁重的计算负担。为了缓解这个问题，Majee
等人[52] 在使用 MUltiple SIgnal Classification (MUSIC)[82] 进行光谱感知前使用了低
秩估计以降低计算复杂度。该工作中所使用的低秩估计方法是基于 Cholesky 因式
分解（Cholesky Factorization, CF）[83] 的，其流程如算法2-2所示。实验结果表明，所
提出的方法极大的降低了计算时间。此外，使用 Probablity of alarm 作为度量标准，
所提出的方法的性能比 MUSIC 几乎相同或更好。
算法 2-2 基于 CF 的低秩估计算法

Input: 数据矩阵 X ∈ Rn×n
1
2
3
4
5
6
7

e ∈ Rn×k
Output: 矩阵 X 的 k 秩估计 X
b = XW，其中 W ∈ Rn×k
随机投影将 X 投影至一个子空间：X
b 左边的 k 个奇异值组成矩阵 ΦT
使用 X
b 的估计值：X
b′ = ΦXΦT
计算 X
b′ 进行 Cholesky 因式分解：X
b′ 上：X
b′ = LLT
对X
b′ ΦT (LT )−1
计算 D = X
对 D 进行奇异值分解：D = UΣVT
e = UΣ2 VT
计算 X 的低秩估计:X

2.3 提升数据维度的方法
在基于随机投影的维度规约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们选择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首
先将原始的数据集映射到一个维度很高的空间以更好的表征数据，接着它们使用
随机投影来降低这个空间的维度并节省计算时间。
Ma 等人[25] 提出了一个很健壮的人脸识别方法，如图2-7所示。在这个方法中，
多半径局部二进制模式（multi-radius local binary pattern，MLBP）首先被用于抽取结
构化的面部特征。接下来，通过一系列矩形滤波器可以得到一个高维度、多规模、多
半径的局部二进制模式空间（multiscale and multi-radius LBP，MMLBP）P ∈ RL×m ，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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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BP 表示

维度升高

维度规约

𝐿8,1
MMLBP空间 𝐏 ∈ ℝL×m
特征空间 𝐌 = 𝐖n×L 𝐏L×𝑚

— 𝐩1 —
混合图像

— 𝐩2 —

— 𝐩1 —
— 𝐩2 —
RP

…

…

原始图片

— 𝐩n —
— 𝐩L —
𝐿8,2

图 2-7 人脸识别方法的流程

矩形滤波器可以表示为：

pui 0 ,v0


1,
=
0,

u0 ≤ u ≤ wi , v0 ≤ v ≤ hi

(2-11)

otherwise

其中 u0 和 v0 表示滤波器 pi 的偏移坐标，wi 和 hi 分别表示滤波器的宽度和高
度。显然地，对于每张图片，存在大约 L = m2 = (wh)2 个滤波器（即可能的偏
移坐标个数乘以可能的滤波器尺寸）。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将一张图片的矩形滤
波器 pi 堆叠在一起形成 P；其中 pi ∈ R1×m 可以用一个行向量表示，它的维度是
w × h。L 通常会达到 106 − 1010 这个数量级，因此，研究者们使用了稀疏随机投
影（Sparse Random Projection）[84] 降低 P 的维度。维度规约的过程可以形式化地
描述为：Mn×m = Wn×L PL×m ，其中 W 是由随机投影生成的变换矩阵。研究者们
所提出的这个方法和 Randomface[85] 和 Eigenfaces[86] 相比，不仅取得了更高的识别
率，并且在质量低图片和化妆的人脸上有体现出更好的健壮性。
随机投影作为一种高效和数据无关的维度规约方法，也被广泛用于视频流的目
标跟踪中[38, 39, 87] 。Zhang 等人[38, 87] 提出了 CT Tracker，它使用由一系列公式2-11定
义的矩形滤波器，在视频流的每一帧中抽取一个维度很高的特征向量。在此之后，
为了加快计算速度，随机投影被用于压缩刚抽取的特征向量。在这个算法中，第一
帧中的目标物体是人工标注的。在此之后，该算法在目标物体周围采样作为正例
样本，在远离目标物体采样作为反例样本构建和更新下一帧的贝叶斯分类器以预
测下一帧中目标物体的位置。然而，矩形滤波器对于样本中的噪声比较敏感，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Gao[40] 等人提出了更加稳定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矩形滤波器被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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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Rs[41] 所代替。为了更好的适应目标物体的多样性，研究者们将 LS-SVM[42] 作
为分类器。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 CT Tacker[39] ，该方法中提出的 Tracker 更在平
均距离精度（mean distance precision）和平均帧率这 2 种度量中的表现都要更好。
最近的研究表明，ELM 在回归和分类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性能[24] 。相比于传统
的算法，如反向传播（background propagation，BP）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等，ELM 不仅取得了更好的泛化性能，也加快了训练速度。ELM
是一个单隐藏层的前馈神经网络（SLFNs），其隐藏层的权值是随机的，它通过调
整输出层的权重来拟合数据。令 D = {(x1 , y1 ), (x2 , y2 ), . . . , (xn , yn )} 表示训练样本
的集合，其中 xi ∈ Rd ，yi ∈ R。则有：
L
∑

βi g(wi xj + bi ) = yj , j = 1, . . . , n

(2-12)

i=1

其中，L 和 g(x) 分别表示隐藏层中神经元的数量，g(x) 表示激活函数；wi =
[wi1 , wi2 , . . . , wid ]T 和 bi 分别表示隐藏层的权重与偏置；wi 和 bi 中所有的值都是
随机初始化的。公式2-12也可写作如下形式：

Hβ = Y

(2-13)

其中



g(w1 x1 + b1 ) . . . g(wL x1 + bL )


..
..
..

H=
.
.
.


g(w1 xn + b1 ) . . . g(wL xn + bL )




β1T
 . 
. 
β=
 . 
βLT

L×m

 
y1T
.
.
和Y=
.
ynT

(2-14)

n×L

(2-15)
n×m

其中 H 表示前馈神经网络中隐藏层的输出。输出层权值矩阵 β 可通过 H 的 MoorePenrose 广义逆矩阵计算得到。
Alshamiri 等人[23] 将随机投影和 ELM 结合，用于低维数据的分类。首先，ELM
将原始数据 X ∈ Rn×d 投影到一个维度为 L 的高维空间，其中 L ≫ d。一般情况
下，数据被映射到 ELM 高维空间后，线性可分性会得到提高。然后，随机投影被
用于降低生成的高维空间的维度。相比 ELM，ELM 和随机投影的分类精度稍有提
高。由于，ELM 只包含一个隐藏层，它很难拟合复杂的数据并取得令人满意的分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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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度。另外，small-n-large-p 问题[45] 中，由于训练样本较少，ELM 较容易出现过
拟合的现象。

2.4 多个随机投影集成的方法
受多个分类器集成之后可以提升性能的启发，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将多个决策
树集成的方法，最知名的方法包括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46] 和 AdaBoost[88] 。
为了进一步降低 AdaBoost 的计算负载，Paul 等人[89] 使用随机投影降低输入数据的
维度，从而加快了 AdaBoost 的计算速度。此外，通过将多个随机投影实例集成可
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稳定性。
Schclar 等人[47] 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投影和近邻（Nearest-neighbor, NN）分类
器[90] 的集成方法。首先，K 个随机投影实例会生成 K 个不相同的随机投影矩阵。
接着，将这 K 个随机投影矩阵作用于同一个原始数据集会得到 K 个不同的降维后
的数据集。最后，这 K 个降维后的数据集可以训练得到 K 个近邻分类器，这些分
类器通过一种投票机制被集成到一起。研究者们所提出的这个方法相比单个近邻
分类器可以获得更高的分类精度。
Zhang 等人[91] 提出了一种和 [47] 类似的集成方法，并将其用于药物-靶点作
用关系的预测上。在这个方法中，“PaDEL-Descriptor”[92] 被用于抽取原始数据中
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 [93]，该方法在预测精度上有 4.5%-8.2% 的提高。
Yoshioka 等人[49] 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对构音障碍的人进行语音识别。在这个方法
中，自动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系统被用于抽取原始数据
中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在识别率上有
5.23% 的提升。
Gondata[94] 也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投影的集成方法。和 [47] 不同的是，在 [47]
中，随机投影矩阵被应用于同一个原始数据集；而在 [94] 中，随机投影矩阵被应
用于原始数据集的不同子集。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随机森林和 AdaBoost，所提
出的这个方法取得了相同或更好的分类精度。
为了提高随机投影在聚类上的准确度，Fern 等人[10] 研究了如何更好的将随机
投影用于聚类上并提出了一个基于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 EM）和
随机投影的集成方法。随机投影先对输入数据进行降维，期望最大化算法在此基础
上生成一个由 k 个高斯分布混合而成的概率模型 θ，并得到聚类的结果。而最终的
聚类结果将综合若干次的运行结果而定。在公式2-16中，两个类簇 ci 和 cj 的相似
度可表示为：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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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ci , cj ) =

min

pi ∈ci ,pj ∈cj

Pijθ

(2-16)

其中 Pijθ 表示两个数据点 i 和 j 属于同一个类簇的概率，可以由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Pijθ =

k
∑

P (l|i, θ)P (l|j, θ)

(2-17)

l=1

实验结果表明，与主成分分析和期望最大化结合的方法相比，随机投影和期望最大
化结合的方法健壮性更好，并且可以产生更好的聚类效果。

2.5 最优化理论相关的方法
在高维空间中求解最优化问题往往会消耗较多的计算资源。随机投影作为一
种高效的方法被广泛地用于降低最优化问题的计算复杂度。
Lasso（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是一种同时进行特征选择
和正规化的特征选择方法，旨在增强统计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可解释性。Lasso[51]
可形式化地描述为：
β∗ = argmin ∥Y − Xβ∥22

(2-18)

β∈Rd

其中 X = (x1 , x2 , . . . , xn ) ∈ Rn×d 和 Y = (y1 , y2 , . . . , yn )T ∈ Rn 分别表示原始数据
矩阵和对应的标签向量。β ∈ Rd 是所估计的模型的系数。为了加速 Lasso 的运算
速度，Drineas 等人[50] 将随机投影作用于原始数据矩阵上以降低其维度，可以被形
式化描述为：
β∗ = argmin ∥WHD(Y − Xβ)∥22

(2-19)

β∈Rd

其中 W 是一个和数据无关的随机矩阵，H 和 D 是由 SRHT[74] 生成的矩阵。
Zhang 等人[95] 提出了一个通过低秩估计加速线性回归的算法。其中，低秩估
e 表示原始数
计方法是通过随机投影和 QR 分解实现的，流程如算法2-1所示。令 X
据矩阵 X 的低秩估计，则系数向量 β 可根据下列递推公式得到：
(

βt+1

1
e −X
e T βt ) + Φt ∥β∥ + λ ∥β − βt ∥2
= argmin − (β − βt )T X(Y
1
2
n
2
β∈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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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 表示正则项系数。β 的初始值 β0 被设定为 0；Φt = min(Φmin , Φ0 ηt )，其中
η ∈ (0, 1) 用于控制 Φt 的收敛速度。相比于未使用随机投影的方法，如 PGH[96] 和
ADG[97] ，所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时间上降低了 98.90% 和 98.55%。另外，在收敛速
度上，所提出的方法和 PGH 相似，并远快于 ADG。
Zhang 等人[98] 通过计算低维对偶问题的以得到高维原问题的解。假设训练样
本及其标签分别由 xi ∈ Rd 和 yi ∈ {−1, +1} (i = 1, 2, . . . , n) 表示。一般地，一个线
性分类器 β ∈ Rd 可以通过解决如下的问题得到：
1∑ ( T ) λ
β∗ = argmin
ℓ yi β xi + ∥β∥22
2
β∈Rd n i=1
n

(2-21)

其中 ℓ(·) 是一个可微分的凸损失函数，λ 和 n 分别代表正则项系数和训练样本的数
量。通过共轭函数，公式2-21可转换至其对偶问题：

α∗ = argmax −
α∈Ωn

n
∑

ℓ∗ (αi ) −

i=1

1
(α ◦ y)T XT X(α ◦ y)
λn

(2-22)

其中 α∗ 表示对偶问题的优化解，ℓ∗ (·) 是 ℓ(·) 的凸共轭函数。W ∈ Rd×k 是一个服
从高斯分布 N (0, 1/k) 的随机投影矩阵，其中 k ≪ d。因此原问题可以通过随机投
影转换至一个低维的问题：
) λ
1∑ ( T
γ∗ = argmin
ℓ yi γ Wxi + ∥γ∥22
2
γ∈Rk n i=1
n

(2-23)

其对偶问题可表示为：

δ∗ = argmax −
δ∈Ω

n
∑

n

ℓ∗ (δi ) −

i=1

1
(δ ◦ y)T XT WWT X(δ ◦ y)
λn

(2-24)

因此原问题的优化解 β∗ 可以根据低维对偶问题的优化解 δ∗ 根据如下公式得到：
1
X (δ∗ ◦ y)
(2-25)
λn
在 [99] 中，研究者们通过 βe = Wγ 来计算原问题的优化解。和这个方法相比，Zhang
β∗ = −

等人所提出的方法具有更低的相对错误率和更短的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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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章小结
随机投影作为一种强大的维度规约技术在过去的 15 年中逐渐发展成熟。随着
数据规模的快速增长，随机投影可以解决传统维度规约方法计算负载较高的问题，
满足各个场景中对于实时计算的需要。尽管随机投影非常高效，但是它在维度规约
时并未考虑数据的固有结构，因此在降维后会对数据造成相对较大的误差。很多研
究者发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方法。我们在本章中对这些方法以及他们
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实验结果表明，传统的特征抽取方法（如线性判别分析和 BoW 等）和其他特
定领域的特征抽取方法都可以显著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有些研究者们选择了反
其道而行之，它们将原始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以提高其线性可分性，然后它们再将
随机投影应用于这个高维空间。此外，将多个随机投影实例通过投票机制进行集成
在一些场景中可以降低随机投影的随机性，同时，由于不同随机投影生成了不同的
训练集，因此训练得到的模型会有更好的泛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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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随机投影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上的应用
3.1 引言
本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完成标志着生命科学
的研究进入后基因组时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和理解这些海量的遗
传信息。正如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所说：细胞中的基因主要通过 DNA 转录至
mRNA，再翻译成蛋白质来发挥作用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基因的表达。研究基因的
表达有利于人类更好的认识生命现象的规律。随着生物化学技术和计算机高密度
芯片生产技术的发展，一种能够同时测量成千上万个 mRNA 表达量的技术技术诞
生了。该技术可以在一个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放置成千上万个基因的 DNA 探针，
同时测定这些基因在样本中的表达情况。这一类技术称之为基因芯片；所描绘的特
定细胞或组织在某个状态下的基因表达种类或丰度信息的数据表称之为基因表达
谱。
癌症是由于控制细胞分裂增殖机制失常而引起的疾病。为了更好的了解癌症，
必须改变调节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基因，然后通过随后的细胞分裂维持这些突变。基
因芯片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分类肿瘤，确定肿瘤的亚型。在基因芯片技术出现之
前，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疾病种类”对所有癌症的体征、症状等进行了描述，
而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们当时主要通过对癌症组织的观察进行诊断。对于某些类
型的癌症，这些方法无法区分癌症的亚型，例如，乳腺癌的亚型由于观察者与观察
者间再现性的差异而无法根据这些组织学标志物进行区分。有效的治疗取决于准
确的诊断，非靶向治疗会引发不必要的副作用以及额外的医疗费用，给患者造成极
大的痛苦。而基因芯片技术的出现，有助于将肿瘤进一步分类为具有不同生物学特
性的亚型，从而进行精确的靶向治疗。
随着基因表达谱数据容量的飞速增长，对肿瘤进行分类所需的计算负载也急
剧升高。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可以从基因表达谱数据中筛选出有利于分类的特征，
从而降低数据的维度，减少分类的计算负载。然而，随着数据维度的进一步增长，
传统的维度规约技术会耗费大量的计算时间，已不能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快速发展
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更高效的方法来分析处理这些数据。随机投影作为一种简
单、高效的维度规约技术，已经被广泛由于各个领域，它可以将高维空间的特征快
速地映射到低维空间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维度规约后数据的准确性，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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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实时数据分析的需要。然而，随机投影在进行维度规约时并没有考虑数
据的固有结构，相比传统的维度规约方法，随机投影无法很好地提取数据的特征，
在维度规约后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在第2章，我们对随机投影的改进策略进行了
总结。受到这些方法的启发，我们试着将其他的维度规约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
线性判别分析和特征选择等）和随机投影组合在一起，以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我
们在 3 个乳腺癌基因表达谱数据集和 1 个仿真数据集上对不同类型的乳腺癌进行
了分类，评估了这些方法的分类性能以及运行时间。

3.2 相关工作
在本节中，我们对实验中所涉及的维度规约方法进行了形式化的描述。假设原
始数据可以表示为 X ∈ Rn×d ，其中 n 和 d 分别表示数据的样本数和维度。令 k 为
数据降维后的维度，其中 k ≪ d。维度规约技术将原始数据映射到一个低维的特征
空间，形式化描述如下：
b n×k = Xn×d Wd×k
X

(3-1)

b n×k 表示降维后的特征空间，Wd×k 是一个线性变换矩阵。线性维度规约都
其中，X
可以通过公式3-1表示，只是在不同的方法中，线性变换矩阵 W 是不同的。本文中
所使用的维度规约方法将在本节被逐一说明。

3.2.1 随机投影
在机器学习和统计学中，随机投影[7, 84] 是一种适用于欧式空间的维度规约技
术。和其他的维度规约方法相比，它简单、高效、准确，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Johnson-Lindenstrauss（JL）定理[100] 是随机投影的理论基础，它保证了由随机投影
产生的子空间误差是可控的。JL 定理阐明，对于任意 0 < ϵ < 1，任意的正整数 n
和满足如下条件的正整数 k：
ϵ2 ϵ3 −1
− ) ln n
(3-2)
2
3
则点集 V ∈ Rn×d 中，存在一种映射关系 f ：Rd → Rk ，对于任意 u, v ∈ V，满足：
k ≥ 4(

(1 − ϵ) ∥u − v∥2 ≤ ∥f (u) − f (v)∥2 ≤ (1 + ϵ) ∥u − v∥2
并且，这种映射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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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机投影中，线性变换矩阵 W 是随机生成的，服从高斯分布 N (0, 1/k)。在
这种情况下，随机投影的时间复杂度是 O(dkn)。Achlioptas 等人[6] 和 Li 等人[84] 认
为高斯分布的随机矩阵可以被如下分布的随机矩阵代替：

wi,j



1

1
with prob. 2c



√
= c 0
with prob.1 −




−1 with prob. 1
2c

1
c

(3-4)

其中，c 是人为设定的超参。在这种情况下，计算的时间复杂度是 O(ckn)，其中 c
表示随机矩阵中非零元素的数量。实验结果表明[7, 84] ，随机投影在保证较低误差的
情况下的降低了维度规约时的计算负载。

3.2.2 特征选择
在机器学习和统计学中，特征选择[101] 是在相关特征中选择并构建其子集的过
程。它不仅可以简化训练模型，还解决了“维度爆炸”和过拟合的问题。使用特征
选择的前提是数据包含许多冗余或不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删除后不会导致信
息大量丢失。特征选择可以被看作是用于提出新的特征子集的搜索技术的组合，以
及评估不同特征子集的评估度量。评估指标的选择将会直接影响到特征选择的性
能，根据评估指标的不同，可以将特征选择分为 3 个类别：封装式方法（Wrapper）
、
过滤式方法（Filter）和嵌入式方法（Embedded）。
封装式方法使用预测模型评估特征子集：每次在一个子集上训练一个模型，并
在一个交叉验证集上进行测试，该模型的错误率由该模型在交叉验证集上的误分
类样本数计算得到。封装式方法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一个最佳的特征子集，但是这
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
过滤式方法通过代理度量而不是错误率评估特征子集，这种度量可以在保证
捕捉到较好特征的前提下降低计算的复杂度。常见的度量有：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102] 、点互信息（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103] 、皮尔逊积矩相关系
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104] 、类内/间距离等。由于过滤式方法并没有得
到一个最佳的特征子集，因此它的计算复杂度通常比封装式方法更低，所得的特征
子集的分类性能也会更低，但是特征子集的泛化性能会更好。因此很多过滤式方法
并不会直接给出特征子集，而是会给出所有特征的排名。过滤式方法在一些场景
中也会作为封装式方法的预处理步骤，以便于将封装式方法应用于更大规模的问
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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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方法是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执行特征选择的一整套技术。Lasso[51] 是嵌入
式方法的典型，它通过 ℓ1 惩罚项计算线性模型的系数，使许多系数收敛至 0。所有
包含非零回归系数特征都会被 Lasso 算法所选择。对 Lasso 的改进主要有基于有放
回采样的 Bolasso[105] 和基于回归系数组合分析的所有特征的 FeaLect[106] 。在计算
复杂度上，嵌入式方法通常位于封装式方法和过滤式方法之间。
在本文中，我们以双总体 t 检验[107] 作为代表来研究特征选择方法的性能。双
总体 t 检验通常用于检验两个样本的均值与其各自所代表的总体的差异是否显著。
令两类样本的样本数分别为 nc 和 nt ，均值分别为 mc 和 mt ，方差分别为 s2c 和 s2t ，
则：

其m=

1
n

∑
i

xi ，s2 =

1
n

∑

mc − mt
t= √
s2c /nc − s2t /nt

i (xi

(3-5)

− m)2 。因此 t 服从自由度为 f 的 t 检验：

f=

[(s2c /nc ) + (s2t /nt )]2
(s2c /nc )2
nc −1

+

(s2t /nt )2
nt −1

(3-6)

当 t 超过所选定置信区间的阈值时，我们认为这两类样本是有显著差异的。
假设第 i 个样本和其对应的标签可分别由 xi ∈ Rd (i = 1, 2, . . . , n) 和 yi 表示，
其中 yi ∈ {0, 1}。为了简化问题，我们认为样本 xi 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本文中，
k 个具有显著差异的特征被选择用于训练分类器。因此，在公式3-1中的线性变换
矩阵可以表示为：



w1,1 w1,2 . . . w1,k



w w . . . w 
2,k 
 2,1 2,2
W= .

.
.
.. . . ... 
 ..



(3-7)

wd,1 wd,2 . . . wd,k
其中：

wi,j


1 第 i 个特征被选择
=
0 第 i 个特征未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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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3, 108] 是一种无监督的分析、简化数据集的方法，它使用正交变换
将一组可能相关变量的观察值转换成称为主成分的线性不相关变量的值。在线性
变换后，该数据的第一主成分具有最大的协方差，并且每个后续分量在约束条件下
可能具有最大的方差，与之前的主成分正交。
它可以被定义为如下的优化问题：
(
∗

W = argmax Tr
W∈Rd×k

WT SW
WT W

)
(3-9)

其中 S 被定义为：
1∑
S=
(xi − x̄)(xi − x̄)T
n i=1
n

(3-10)

其中 xi 是一个 d 维向量，x̄ 表示所有样本的均值向量。
主成分分析可以快速提取数据中的主成分，主成分的数量小于等于样本数量
和特征数量中的较小值。同时，它是无参数限制的，即在计算中无需设置参数和先
验知识，计算结果只和数据有关。当然，主成分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内部
模型是线性模型，因此它只能处理数据是线性可分的情况。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数
据，可以由 Kernel PCA[109] 处理。主成分分析假定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因此方
差最大的成分即为数据的主成分，而方差较小的被认定为噪音。另外，由于主成分
分析指数型概率分布模型，当所考察的数据不服从高斯分布或指数型概率分布时，
无法使用方差来描述数据中的噪声和冗余，因此主成分分析在这类数据上无法取
得很好的性能[110] 。

3.2.4 线性判别分析
线性判别分析[4] 是一种有监督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用统计学、模式识别和机
器上学习的方法，试图寻找多个类别物体特征的线性组合，使得可以特征化或区分
它们，所得到的组合可以表示为一个线性分类器，也被用于维度规约。
线性判别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相同，它们都尝试在数据中寻找变量线性的组合
以最好地表示原始数据。和主成分分析不同的是，线性判别分析尝试对数据类别之
间的差异进行建模。
线性判别分析将数据投影至低维空间，在投影后保证类内方差最小，类间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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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它可以被定义为如下的优化问题：
(
∗

W = argmax Tr
W∈Rd×k

WT SB W
WT SW W

)
(3-11)

其中 SB 和 SW 被定义为：

SB = ∑N c nc (x̄c − x̄)(x̄c − x̄)T
c=1
∑
S = n (x − x̄ )(x − x̄ )T
W

i=1

i

ci

i

(3-12)

ci

其中 Nc 和 nc 分别表示类别的个数和第 c 个类别中的样本数；x̄ 和 x̄c 分别表示所
有样本的均值和第 c 类样本的均值；ci 表示第 i 个样本的标签。
线性判别分析可以充分利用类别的先验知识，可以更好地反应样本间的差异。
当然，线性判别分析也有一些局限性。由于降维后的维度不得超过类别数 k，因此
无法满足降维后维度大于等于 k 的需求。另外，当两类样本的类间距离较小时，线
性判别分析无法很好取得很好的性能。

3.3 基于随机投影的组合方法
在本节中，我们将随机投影和其他的维度规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
分析和特征选择等）组合在一起以改进随机投影的分类精度。
随机投影 + 主成分分析（RP + PCA）
：在这个方法中，随机投影首先通过服从
c1 ∈ Rn×k1 ；接着，主成分
公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c1 映射至 X
c2 ∈ Rn×k2 。
分析通过服从公式3-9分布的矩阵 W2 将 X
随机投影 + 线性判别分析（RP + LDA）
：在这个方法中，随机投影首先通过服
c1 ∈ Rn×k1 ；接着，线性
从公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c1 映射至 X
c2 ∈ Rn×k2 。
判别分析通过服从公式3-11分布的矩阵 W2 将 X
随机投影 + 特征选择（RP + FS）：在这个方法中，随机投影首先通过服从公
c1 ∈ Rn×k1 ；接着，特征选择
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c1 映射至 X
c2 ∈ Rn×k2 。
通过服从公式3-7分布的矩阵 W2 将 X
特征选择 + 随机投影（FS + RP）：在这个方法中，特征选择首先通过服从公
c1 ∈ Rn×k1 ；接着，随机投影通过
式3-7分布的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c1 映射至 X
c2 ∈ Rn×k2 。
服从公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2 将 X
特征选择 + 随机投影 + 线性判别分析（FS + RP + LDA）：在这个方法中，特
c1 ∈ Rn×k1 ；
征选择首先通过服从公式3-7分布的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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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映射至 X
c2 ∈ Rn×k2 。然
接着，随机投影通过服从公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2 将 X
c2 映射至 X
c3 ∈ Rn×k3 。
后，线性判别分析通过服从公式3-11分布的矩阵 W3 将 X
特征选择 + 随机投影 + 朴素特征选择（FS + RP + PFS）: 在这个方法中，我们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朴素特征选择（PFS），该方法旨在寻找具有最佳分类性能
的维度。假设原始数据矩阵由 X ∈ Rn×d 表示。朴素特征选择首先从 X 中任意选取
m 个样本作为训练集，n 个样本作为测试集。朴素特征选择将训练集中的每一维作
为列向量训练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并在测试集上测试其分类精度。最后，朴素特征
选择会选择分类精度较高的 k 个特征。在这个方法中，特征选择首先通过服从公
c1 ∈ Rn×k1 ；接着，随机投影通过
式3-7分布的矩阵 W1 将原始数据投影至子空间 X
c1 映射至 X
c2 ∈ Rn×k2 。然后，朴素特征选择从
服从公式3-4分布的随机矩阵 W2 将 X
c2 中选择 k3 个特征形成子空间 X
c3 ∈ Rn×k3 。
X

3.4 数据集和实验环境
在本节中，我们在 3 个乳腺癌基因表达谱数据集[111–113] 上比较了上一节所描
述方法的性能。BC-TCGA[111] 包含 17814 个基因和 590 个样本，其中有 61 个正常
组织样本和 529 个乳腺癌组织样本，数据的分布如图3-1 a)所示。GSE2034[112] 包含
12634 个基因和 286 个样本，其中有 107 个复发的乳腺癌样本和 179 个不复发的
乳腺癌样本，数据的分布如图3-1 b)所示。GSE25066[113] 包含 12634 个基因和 492
个样本，其中有 100 个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样本和 392 个 residual
disease（RD）样本，数据的分布如图3-1 c)所示。
在这些数据集中，BC-TCGA 中含有缺失值，这些缺失值是使用该基因在每一
类样本上的均值填充的。此外，我们对所有的基因表达值使用 Z-Score 方法进行了

a) BC-TCGA

b) GSE2034
图 3-1 基因表达谱数据集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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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处理。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方法均使用 scikit-learn 1 实现，这是 Python 中最流
行的机器学习库之一。所有的实验在一台使用 Intel Xeon E5504 （2.00 GHz）处理
器和 24 GB 内存的 Linux PC 上进行。为了测试和比较不同方法的分类精度，我们
使用了支持向量机来分类两类样本，以比较在3.3节所提出的各种维度规约组合方
法的分类精度和计算时间。计算时间主要包含 2 个部分：用于维度规约的时间和训
练支持向量机的时间。

3.5 实验过程
我们以 RP + PCA 方法在 BC-TCGA 数据集上为例说明整个实验的详细过程。
首先，我们使用无放回采样随机地选取 30 个正常组织样本和 30 个非正常组织样本
作为训练集；类似地，我们从剩下的样本中使用无放回采样随机地选取 30 个正常
组织样本和 30 个非正常组织样本作为测试集。接着，训练集 XT rain 被随机投影使
b′ T rain ；主成分分析通过线性变换矩阵 WP CA
用随机矩阵 WRP 投影至一个子空间 X
b′ T rain 映射至 X
b T rain 。然后，将 WRP 和 WP CA 先后作用于原始测试集 XT est 可
将X
b T est 。最后，我们使用 X
b T rain 训练以径向基函数为核函数的
得到降维后的测试集 X
b T est 上测试其精度。
支持向量机并在 X
显然地，随着目标维度的变化，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精度和运行时间也会随之发
生变化。为了研究维度变化的影响，我们在不同维度（包括 10，50，100，200，400，
800，1000，1250，1500，1750，2000，2500，3000，4000 和 5000）下进行了一系
列的实验，所有的实验都会重复进行 100 次。最终的分类精度和计算时间由这 100
次实验的平均值计算得到。
在其他数据集上的其他方法也遵循类似的实验流程。不过，在 GSE2034 和
GSE25066 数据集上，训练集和测试集是由 50 个正例样本和 50 个反例样本组成的。
对于 GSE2034 数据集而言，正例样本指不复发的样本，反例样本指复发的样本；对
于 GSE25066 数据集而言，整理样本指 PCR 样本，反例样本指 RD 样本。

3.6 实验结果
在基因表达谱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如表3-1和图3-5所示。不同维度规约方法在
3 个基因表达谱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如表3-1所示。可见，不同维度规约方法在这些
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不尽相同。在 BC-TCGA 数据集上，所有的方法都取得了较高
1

http://scikit-learn.org/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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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在 3 个基因表达谱数据集上最高的分类精度 (%)

BC-TCGA

GSE2034

GSE25066

方法

训练集

测试集

训练集

测试集

训练集

测试集

RP

100.00

86.23

97.85

59.59

100.00

66.90

FS + RP

99.95

98.97

99.88

61.25

96.48

71.07

FS + RP + LDA

99.93

98.67

80.71

60.56

87.81

69.56

FS + RP + PFS

99.97

98.95

99.99

61.55

68.50

67.06

RP + FS

100.00

92.70

100.00

60.89

99.98

68.65

RP + PCA

100.00

76.70

100.00

54.25

100.00

60.44

RP + LDA

98.68

98.00

73.65

58.87

80.23

69.21

* 粗体表示在测试数据上最好的分类精度

70

分类精度 (%)

65

60

55

50
10

50

100 200 40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维度规约后的特征数量
RP
RP + FS

FS + RP
RP + PCA

FS + RP + LDA
RP + LDA

FS + RP + PFS

图 3-2 在 GSE25066 的测试集上不同方法的分类精度

的分类精度；而在另两个数据集上，所有方法的分类精度都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数
据本身的线性可分性导致的，这说明 GSE2034 和 GSE25066 相比于 BC-TCGA 更
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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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5
90

分类精度 (%)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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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200 40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维度规约后的特征数量
RP
RP + FS

FS + RP
RP + PCA

FS + RP + LDA
RP + LDA

FS + RP + PFS

图 3-3 在 BC-TCGA 的测试集上不同方法的分类精度

在 BC-TCGA 数据集上，RP 和 FS + RP 的分类精度分别是 86.23% 和 98.97%。
很显然，FS + RP 的分类精度要明显高于 RP 的分类精度。在另外两个数据集上，基
于 FS + RP 的支持向量机相比于基于 RP 的支持向量机在分类精度上分别有 2.79%
和 6.23% 的提升。基于 FS + RP + LDA 和 FS + RP + PFS 的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精度
比 FS + RP 的分类精度略低，在 BC-TCGA 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分别是 98.67% 和
98.95%。而在 GSE2034 上，FS + RP + PFS 相比于 FS + RP 获得了更好的分类精度，
是 61.55%。在 GSE25066 上，基于 FS + RP 的支持向量机取得了最高的精度——
71.05%。
实验结果也表明，线性判别分析也可以帮助随机投影提取数据的特征，从而
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在 BC-TCGA 和 GSE25066 上，基于 RP + LDA 的支持向量
机的分类精度分别是 98.00% 和 69.21%；而在 GSE2034 上，基于 RP + LDA 的支
持向量机的分类精度是 58.87%，甚至低于随机投影本身的性能。最近的研究表明，
对于两类类间距较小的样本，线性判别分析的性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110] 。在这种
情况下，RP + LDA 的分类性能会比 RP 本身更糟糕。在3.7节的验证性实验也佐证
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和 FS 结合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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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精度 (%)

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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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0 40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维度规约后的特征数量
RP
RP + FS

FS + RP
RP + PCA

FS + RP + LDA
RP + LDA

FS + RP + PFS

图 3-4 在 GSE2034 的测试集上不同方法的分类精度

因此，相比于 RP + LDA，RP + FS 在 GSE2034 上取得了更好的分类性能。在所有
的数据集上，RP 的分类性能都低于 RP + FS 的分类性能，因为 RP 在生成子空间
时并没有考虑到数据的固有结构，因此会保留对分类没有作用的特征；而 FS 可以
很好地过滤这些特征。
PCA 和 RP + PCA 在 BC-TCGA 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分别是 77.31% 和 76.70%，
而 RP 的分类精度是 86.23%。RP + PCA 的分类性能比 FS + RP，RP + FS 和 RP +
LDA 都要低得多，这是因为 RP 和 PCA 都是无监督的分类方法，在一些情况下无
法很好地提取数据本身的特征。
分类性能随着目标维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分类方法在 GSE25066 数据集上
的分类精度如图3-2所示。FS + RP，FS + RP + PFS 和 RP + FS 具有相对较高的分类
精度，并没有随着维度变化而发生很大变化。很显然地，RP 的分类精度随着维度
增加有较大提高，这和公式中3-2提及的 JL 定理是吻合的。对于不满足于最小维度
时（对 GSE25066 数据集而言，最小维度是 148），JL 定理不再适用，无法继续保
证随机投影的分类误差在 ϵ 邻域的区间内。对于 FS + RP + LDA 和 RP + LDA，分
类精度随着维度的升高有明显提升。和其他方法相比，FS + RP 几乎在所有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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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维度：150
RP
FS + RP
FS + RP + LDA
FS + RP + PFS
RP + FS
RP + PCA
RP + LDA
目标维度：1000
RP
FS + RP
FS + RP + LDA
FS + RP + PFS
RP + FS
RP + PCA
RP + LDA
目标维度：3000
RP
FS + RP
FS + RP + LDA
FS + RP + PFS
RP + FS
RP + PCA
RP + LDA
线下

线下特征选择

RP

0 1
计算时间 (s)
FS

PCA

2

LDA

3

4

5

PFS

6

7

使用 SVM 分类

图 3-5 在 GSE25066 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运行时间

上都具有最高的分类精度（约为 70%），在目标维度等于 100 的情况下，分类精度
相比 RP 大约提升了 40%。FS + RP，RP + FS 和 FS + RP + PFS 的分类精度始终维
持在 65%-70% 左右，甚至在目标维度较低时也是如此。图3-2还表明 RP + PCA 的
分类精度始终较低（约 60%）
，并且维度的变化对其没有很大的影响。这说明 PCA
在这种场景下难以改进 RP 的性能。图3-3和3-4也可观察到相似的现象。
比较这些组合方法的运行时间并非易事，因为不同的方法取得最佳分类精度
时维度是不同的，而维度又会直接影响运行时间。由图3-2可知，当目标维度等于
150 时，FS + RP，FS + RP + PFS，RP + FS 以及 RP + PCA 分类精度基本趋于稳定，
而 RP，FS + RP + LDA 以及 RP + LDA 的分类精度仍然较低；当目标维度等于 1000
时，除了 RP 之外其他方法的分类精度基本趋于稳定；当目标维度等于 3000 时，几
乎所有方法的分类精度都趋于稳定。因此，我们分别在目标维度等于 150，1000 和
3000 时比较了各个算法在 GSE25066 数据集上的运行时间，如图3-5所示，在图中，
不同阶段所消耗的时间已用不同颜色标注。
在很多在线分析场景中，先验知识和经验数据可以被用于特征选择，并且这个
阶段是可以在线下完成的。比如，基因芯片数据可以在线下被预处理。因此，在一
些方法中，FS 的过程可以在线下完成。图3-5表明，和其他方法相比，FS + RP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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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地加快在线的处理处理时间。这说明，线下处理不仅可以提高分类精度，还
可以加快线上处理的速度。对于线性可分性较好的数据，RP + LDA 和 RP 的计算
时间几乎相同，但前者可以取得更好的分类精度。显然，运行时间会随着维度的增
加而增加，并且 FS + RP + PFS 相比于其他方法总是占用最多的计算时间。

3.7 结果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和比较各个方法的性能，我们在一个仿真数据集：SData 上
重复了如上实验。SData 中包含 100 个正例样本和 100 个反例样本，由 10000 个
特征组成。正例样本的特征服从高斯分布 N (0, 0.1)，反例样本的特征服从高斯分
布 N (0 ± r, 0.1)，其中 r ∈ [−0.125, 0.125]。各个方法在 SData 上的性能如表3-2和
图3-6所示。当维度从 100 升高至 800 时，RP 的精度有明显提升。FS + RP，FS +
RP + PFS 以及 RP + FS 相比于 RP 在低维空间也取得了较好的性能。正如上文所
述，LDA 在两类样本均值相似时性能会受到影响，因此 RP + LDA 以及 FS + RP +
LDA 在 SData 上取得了相对较低的分类精度。RP + PCA 在该数据集上的表现和在
基因表达谱数据上相似，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性能。
95
90
85

分类精度 (%)

80
75
70
65
60
55
50
10

50

100 200 40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维度规约后的特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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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 + FS

FS + RP
RP + PCA

FS + RP + LDA
RP + LDA

FS + RP + PFS

图 3-6 在 SData 的测试集上不同方法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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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在 SData 数据集上的最高分类精度 (%)

SData
方法

训练集

测试集

RP

100.00

91.03

FS + RP

100.00

92.88

FS + RP + LDA

88.74

66.59

FS + RP + PFS

100.00

92.31

RP + FS

100.00

91.01

RP + PCA

100.00

68.36

RP + LDA

74.87

57.83

* 粗体表示在测试数据上最好的分类精度

3.8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在 3 个基因表达谱数据集和 1 个仿真数据集上比较了几种基于
随机投影维度规约方法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其他的维度规约方法，如特征选择
和线性判别分析可以改进随机投影的分类精度。与随机投影相比，FS + RP 这个组
合方法在 BC-TCGA 数据集上将分类性能提高了 14.77%。RP + LDA 在 BC-TCGA
数据集上将 RP 的分类精度提高了 13.65%。不过该方法在线性可分性较差的数据
集上难以取得理想的分类性能。另外，主成分分析也无法提高随机投影的性能。和
其他所有的组合方法相比，FS + RP 在大部分数据集上取得了最高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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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基于随机投影的医学辅助诊断工具
4.1 引言
随着基因芯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医学工作者可以借助基因表达谱对病情做出
更加精确的诊断。对基因表达谱数据进行聚类，可以更容易发现相似的病例，并对
这些病例采用相似的治疗方案。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辅助诊断工具 Similar Patient
Finder（SPF）
，帮助医护工作者发掘病例之间的相似性，进而做出更准确的后期治
疗。SPF 充分利用了目前已有的数据：包括基因表达谱数据和对应的临床数据，并
结合了多个机器学习算法，包括 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t-SNE）
[114]

，KMeans[29] 和层次聚类 [115] 等。特别地，为了加快机器学习算法在高维度的

基因表达谱数据上的计算速度，SPF 使用了随机投影和在第三章所提出的基于随
机投影的组合方法对数据进行降维。

4.2 设计与实现
为了构建一个高效的、跨平台的 Web 应用，SPF 采用了如下技术：
• Tornado：Tornado 是一个基于 Python 的 Web 框架和异步网络库。通过使用
非阻塞的网络 I/O，Tornado 可以同时处理数万个请求。在 SPF 中，Tornado 被用于
构建 Web 应用程序，响应来自浏览器的用户请求。
• Bootstrap：Bootstrap 是由 Twitter 公司开发的 CSS 框架。这是目前最流行的
框架，通过它可以很容易地构建响应式设计的网页。在 SPF 中，Bootstrap 被用于
构建用户图形界面。
• d3.js：d3.js 是一个用于数据可视化的 JavaScript 库。d3.js 可以非常方便的构
建可与 HTML 交互的 SVG 图像。在 SPF 中，d3.js 被用于可视化数据。
• MySQL：MySQL 是一个开源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在 SPF 中，MySQL
被用于索引用户上传的数据。
SPF 的软件架构如图4-1所示。其中 Handlers 模块主要用于响应来自浏览器的
请求，其中 DefaultHandlers 主要用于加载与核心功能无关的页面，包括首页、教
程、关于页面等；AccountsHandlers 主要用于处理账户相关的请求，包括用户登录、
用户注册、用户重置密码等；WorkbenchHandlers 主要用于完成数据处理的核心功
能，包括数据上传、数据处理等。Mappers 模块主要用于完成数据库相关的增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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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 应用程序
Handlers

Mappers

Utilities

DefaultHandlers

UserMapper

Algorithms

AccountsHandlers

UserGroupMapper

ProjectParsers

WorkbenchHandlers

EmailVerification
Mapper

DatasetParsers

支撑软件
Python

MySQL

操作系统

图 4-1 SPF 的软件架构

查操作，为了提高数据库连接的性能，我们使用了 SQLAlchemy 作为数据库的持久
层框架。Utilities 模块主要完成一些辅助的功能，包括解析上传的数据，提供所需
的机器学习算法等。

4.3 数据处理
在本节，我们对 SPF 中的数据处理流程进行了概述（如图4-2所示）。

数据处理

数据选择

数据可视化

第 1 步. 数据标准化
上传新数据
• 基因表达谱数据
• 临床数据

或

Z-Score标准化
最大-最小值标准化
log函数标准化
arctan函数标准化

散点图

第 2 步. 维度规约

或

随机投影
基于随机投影的组合方法

树状图

使用已上传的数据
第 3 步. 聚类
K-Means
层次聚类

图 4-2 SPF 的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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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数据选择
SPF 允许用户上传新的数据或者使用已上传的数据。在上传新数据时，用户需
要创建一个工程，每个工程下允许包含一个基因表达谱数据。在使用时，用户必须
上传基因表达谱数据，同时可以选择性地上传样本的临床数据。在数据上传完成
后，SPF 会对上传的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告知用户文件中行和列的数量。在使用
已上传的数据时，用户需要选择已有工程的名称。在选定工程后，SPF 会根据上一
次的运行情况自动选择基因表达谱数据和临床数据文件。

4.3.2 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时，SPF 提供了一系列的机器学习算法用于数据标准化、维度规约
和聚类。在用户图形接口中（如图4-3所示）
，所有的算法都可以自由的切换和设置
参数。
4.3.2.1 数据标准化
数据标准化旨在将具有不同单位的数据按比例缩放，使之落入一个指定的区
间内。SPF 集成了多种主流的数据标准化方法：
Z-Score 标准化：也称之为标准差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数据将会服从标准正态
分布 N (0, 1)，转换函数可表示为

图 4-3 SPF 数据处理的用户图形接口
- 38 -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x−µ
δ
其中 µ 和 δ 分别表示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
x∗ =

(4-1)

最大-最小值标准化：也称之为离差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数据将会在 [0, 1] 区间，
转换函数可表示为
x − min
max − min
其中 min 和 max 分别表示所有数据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x∗ =

(4-2)

log 标准化：以 10 为底的 log 函数标准化的转换函数如下：
log10 (x)
log10 (max)

x∗ =

(4-3)

其中 max 表示所有数据中的最大值。
arctan 标准化：对于大于等于 0 的数据，标准化后会在 [0, 1] 区间；对于小于 0
的数据，标准化后的数据会在 [−1, 0) 区间，转换函数可表示为：
x∗ =

arctan(x) ∗ 2
π

(4-4)

4.3.2.2 维度规约
SPF 提供了随机投影和基于随机投影的组合方法对高维度的基因表达谱数据
进行降维。随机投影和其组合方法的形式化描述请分别参见3.2.1节和3.3节。
4.3.2.3 聚类
为了更好地发现相似病例，SPF 使用聚类发现相似的样本。在 SPF 中，提供了
2 种聚类的算法：KMeans 和层次聚类。在 KMeans 中，我们使用 KMeans ++ [116] 对
初始质心进行初始化。在层次聚类中，SPF 提供了多种类间距离的度量方式，包括
平均距离，最大距离，最小距离等。

4.3.3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可以帮助医学工作者更好地查找相似的样本。可视化的形式包括
了散点图和树状图，全都是使用 d3.js 绘制的。
散点图：为了将高维数据在 2D 平面上显示，我们使用了 t-SNE 对数据进一步
降维（降维后的目标维度等于 2）。用户可以在散点图中进行简单的交互：当用户
单击散点图中的点时，该样本以及其近邻会被高亮显示。同时，这些样本对应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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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SPF 使用散点图对数据进行可视化

床信息也会被筛选出来。图4-4展示了 GSE25066 中的部分数据在散点图下的可视
化结果。可见，样本 GSM615243 的 3 个近邻分别是：GSM615198、GSM615636 和
GSM615186。从临床信息中可知，GSM615243 年龄是 46 周岁，是一个 RD 样本。
树状图：树状图很好地描述了样本之间的层级关系。用户可以在树状图中完
成简单的交互：单击非叶子节点可以展开/收缩节点；按下 Ctrl 并单击非叶子节点
可以筛选该节点下的样本。图4-5展示了 GSE25066 中的部分数据在散点图下的可
视化结果。可见，样本 GSM615655 的兄弟节点包括 GSM615198、GSM615636 和
GSM61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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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SPF 使用树状图对数据进行可视化

4.4 本章小结
在本章，我们对基于随机投影的辅助诊断工具 SPF 的功能以及实现进行了简
单的阐述。SPF 通过一系列机器学习算法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中发现相似的病例，帮
助医学工作者为这些病例定制更好的诊疗方案。为了加快机器学习算法在高维度
的基因表达谱上的计算速度，SPF 使用了随机投影对数据进行降维。SPF 采用了
d3.js 对基因表达谱数据进行可视化，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交互体验。SPF 是一个开
源的1 、轻量级的跨平台 Web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现代的浏览器进行访问和使用2 。

1

https://github.com/hzxie/SimilarPatientFinder

2

https://mlg.hit.edu.cn/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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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维度规约技术在大数据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统的维度规约技术，比如
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广泛研究。然而，随着数据维
度的增加，这些传统维度规约方法的计算负担也急剧增长，令人望而却步。随机投
影作为一种高效、简单的维度规约技术在过去的 15 年中逐渐发展成熟，它可以在
短时间内将高维空间的数据映射到低维空间。尽管随机投影非常高效，但是它在维
度规约时并未考虑数据的固有结构，因此在降维后会对数据造成相对较大的误差。
我们在本文总结了基于随机投影的维度规约方法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旨在
帮助研究者们在各自特定的研究领域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我们也归纳
了这些改进随机投影的策略，指出了他们优缺点，希望为研究者们在未来改进随
机投影的工作提供参考。实验结果表明，传统的特征抽取方法（如线性判别分析和
BoW 等）和其他特定领域的特征抽取方法都可以显著改进随机投影的性能。有些
研究者们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它们将原始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以提高其线性可
分性，然后它们再将随机投影应用于这个高维空间。此外，将多个随机投影实例通
过投票机制进行集成在一些场景中可以降低随机投影的随机性，同时，由于不同随
机投影生成了不同的训练集，因此训练得到的模型会有更好的泛化性能。
随着基因组芯片数据容量的飞速增长，数据处理时的计算负载已不能满足人
们对于实时处理的计算需求。随机投影是一种快速、简单的维度规约方法。为了改
进随机投影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上的性能，我们尝试将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和
特征选择引入至随机投影中。我们在 3 个基因表达谱数据集和 1 个仿真数据集上
比较了所提出算法的分类精度和运行时间。实验结果表明，相比随机投影算法，特
征选择和随机投影结合后，分类精度在 BC-TCGA 数据集上有 14.77% 的提升；随
机投影和线性判别分析结合后，分类精度在 BC-TCGA 数据集上有 13.65% 的提升。
和所提出的其他方法相比，特征选择和随机投影结合的算法在大部分数据集上取
得了最好的性能。
基因芯片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病例的诊断中。我们开发了 SPF，通过一系列
机器学习算法在基因表达谱数据中发现相似的病例，帮助医学工作者提出更精确
的诊疗方案。为了进一步加快机器学习算法在高维数据上的处理速度，随机投影被
用于降低基因表达谱数据的维度。在 d3.js 的帮助下，SPF 为用户提供了很好的可
视化效果和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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