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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监督特征选择综述

*

张东方 a，陈海燕 a, b†，王建东 a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b. 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1100)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实验实践中获取完整的有标记数据集变得更加困难。如何针对半监督数据集，
利用不完整的监督信息完成特征选择，已经成为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为方便研究者系统地了解半
监督特征选择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进行综述。首先探讨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分
类，将其按理论基础的不同分为基于图的方法、基于伪标签的方法、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然后详
细介绍并比较了各个类别的典型方法；之后整理了半监督特征选择的热点应用；最后展望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未
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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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complete labeled data sets in
the experiment and real-world applications. How to select features on semi-supervised data sets by incomplete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order to facilitate
researchers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mi 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and divided them into graph-based methods, pseudo-label-based methods, SVM-based methods and
oth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then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typical methods for each category, and then
sorted out hot applications of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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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征选择是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是
削减假设空间大小、降低数据维度的重要方法。Liu 在文献[1]
中指出，特征选择的动机是：降低特征空间的维度、加速学
习算法的执行、提高学习算法的预测精度、改善特征的可视
化和可理解性。特征选择是一个从原始特征集中选出特征子
集的过程，其最主要任务是去除不相关特征及冗余特征，保
留相关特征[2]。不相关特征是指与监督信息不相关，删除后
不影响学习性能的特征；冗余特征通常是与监督信息相关，
但同时又与其他特征高度相关，被删除后也不影响学习性能
的特征。Dash 等人[3]指出了一个典型的特征选择方法应该包
含的 4 个基本步骤：子集生成、子集评价、停止准则和结果
验证。由于寻找一组最优的特征子集是 NP-难问题，只有问
题维度极低时才能找到全局最优解，研究者们提出了很多启
发式搜索策略。特征选择一般通过按一定的准则对特征进行
排序，或者在不降低学习性能的前提下寻找一组最小的特征
子集来完成[2]。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获取完整的有标记数据集变
得更加困难，实践中常常需要处理部分标记信息缺失的数据
集。在这种情况下，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无法利用全部的样

本，而无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无法利用部分的标签。故可以同
时利用有标记数据和无标记数据进行特征选择的半监督特征
选择技术更受青睐。它一方面可以挖掘全体数据样本的结构、
分布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少量的数据标签提供的类别
信息。
本文对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综
述。许多研究者已经对特征选择方法进行过整理和总结 [2,4~6]，
如文献[4]依据特征选择与学习器的结合方式分类介绍了诸
多方法，文献[5]集中讨论了基于图的特征选择方法，Cai 等
人[2]讨论了机器学习任务中常用的特征选择方法等。本文重
点讨论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分类，对目前常用的半监督
特征选择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比较，整理了半监督特征
选择的热点应用，并展望了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对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进一步的应用、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

1

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分类

特征选择方法按照其使用的训练数据的标记情况(有标
记、无标记或部分标记)，可以被分为有监督、无监督以及半
监督方法；按照其与后续学习模型的关系，可以被分为过滤
型、包装型以及嵌入型。这两种分类策略并不冲突，是最被
接受和广泛使用的分类角度。此外还有依据特征选择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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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评价准则、搜索策略以及输出类型进行分类的多
种分类策略，Cai 等人[2]对此进行了总结。
基于 Sheikhpour 等人[6]的研究，考虑到半监督特征选择
方法与半监督机器学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对现有的
方法及研究方向进行整理和归纳，本文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
法分为: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
特征选择方法、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以及
其他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图 1 描述了本文对半监督特征选
择方法进行分类后的层次结构。基于图的方法为数据集建立
近邻图，并且根据特征对图几何结构的保持能力来识别相关
特征。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使用数据集的有标
签数据训练用于标记无标签数据的分类器，通过生成伪标签
的方式将半监督数据集转换为有监督数据集，进而使用有监
督特征选择方法或其他学习器相关方法完成特征选择。基于
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借助半监督支持向量机，
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完成特征选择。其他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主要包括基于稀疏模型、粗糙集以及信息论的方法，此类方
法大多由某种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扩展而来。表 1 概括了基
于图、基于伪标签以及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三类半监督特征选
择方法的优缺点。
Laplacian计分
基于图

Fisher计分
聚类假设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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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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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单学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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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分类

Categories of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表1
Tab. 1

第 38 卷第 2 期

张东方，等：半监督特征选择综述

基于图、基于伪标签、基于 SVM 方法的优缺点

General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graph-based, pseudolabel-based and SVM-based methods

类型
基于图

基于伪标签

优点

缺点

计算效率高

通常单独评价特征

泛化能力强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与分类器交换信息

计算成本高

通常联合评价特征

低泛化性能

考虑特征间依赖性

结果与分类器相关

与分类器交换信息
联合评价特征
基于支持向量机

考虑特征间依赖性

结果与分类器相关

过拟合风险低
计算复杂度低

此外，根据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评价策略与学习算法
的交互方式，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也可以分为过滤型(filter)、
封装型(wrapper)和嵌入型(embedded)三种。过滤型半监督特
征选择方法使用标记与未标记数据的内在特性，在不训练特
定学习模型的情况下评价特征。封装型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往往利用单个学习器或集成学习模型预测未标记数据的标签，
将半监督问题转换为有监督问题加以解决；或者直接基于学

习器在不同特征集上的表现评价特征。嵌入型半监督特征选
择方法在使用标记及未标记数据进行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同时
进行特征选择。表 2 概括了过滤型、封装型、嵌入型三类半
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优缺点。
表2
Tab. 2

过滤型、封装型、嵌入型方法的一般优缺点

Gener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ilter, wrapper and
embedded methods

类型

优点

缺点

计算效率高
过滤型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泛化能力强

通常单独评价特征

易于实施和应用
与分类器交换信息
封装型

计算成本高

通常联合评价特征

低泛化性能

考虑特征间依赖性

结果与分类器相关

与分类器交换信息
联合评价特征
嵌入型

考虑特征间依赖性

结果与分类器相关

较低过拟合风险
较低计算复杂度
d n

在本文中，以 X = x1,, xl , xl +1,, xn  R 表示全体训练样本构
成的矩阵，其中 l 为有标记样本的数量，n 为全体训练样本的
d
数量，d 是每个样本的维度即全体特征的数量。xi  R (1  i  n) 为
第 i 个训练样本， f r 为第 r 个特征且 f ri 表示第 i 个样本的第 r
d l
个特征值。令 X L = x1,, xl  R 表示 X 中的有标记样本集，
YL =  y1,, yl  {1,, c} 表示有标记样本集的标记向量， c 则是样本
标签的类别总数。

2

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图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数据结构，很多真实数据集本身就
具有图的结构。将每个数据样本视作带权图的一个顶点，再
使用某种度量为带权图的边赋值，便可以建立原始数据集的
图数据结构。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借助数据集的图
数据结构来挖掘数据集的结构分布信息及类别分布信息，进
而评价特征。该类方法都包含一个在半监督数据集上构造图
的步骤，以及一个在构造的图上挖掘信息、评价特征的步骤。
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不涉及具体学习器的训练，皆
为过滤型方法，且借助谱图理论简化了推导与计算，拥有计
算效率高、泛化能力强的优点。缺点是该类方法通常使用某
种标准逐一独立评价特征，忽视特征间相关性。按照其理论
基础与设计思路，主要可分为：基于 Laplacian 计分的方法、
基于 Fisher 计分的方法、基于聚类假设的方法。
2.1 基于 Laplacian 计分
拉普拉斯计分(Laplacian score，LS)[7]是一种通过衡量特
征的保持数据集局部结构的能力来评价特征、进行无监督特
征选择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在原特征空间中距离相
近的样本在某一特征的单维度上仍然保持近邻关系，那么该
特征就被认为是保持了数据集局部结构，是应当被选择的特
征。也就是说，被选择的特征保持了原始数据集中样本的分
布结构信息。计算 Laplacian 计分包括三个主要步骤：1)构建
一个包含 n 个节点的 p -最近邻图 G ，并将其相似度
Si , j = exp(− || xi − x j || t ) 作为图的边权值，其中 t 为一个常量。2)建
立最近邻图的邻接矩阵 S ，进而建立对角度矩阵 D ，再建立
拉普拉斯矩阵 L = D − S 。3)用如下公式计算特征 fi 的 Laplacian
计分：
laplacian _ score ( f i ) =

f i  Lf i
f i  Df i

(1)

其中 fi 可以视作对特征向量 fi 的标准化处理。特征的 Laplacian
计分越小，表明其对原始数据集结构的保持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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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监督数据集中，全体样本定义了数据集的整体分布
结构；而不完整的监督信息定义了数据集的类别分布结构。
基于这一特点，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扩展方案, 将
Laplacian 计分扩展并应用到半监督特征选择领域。
Zhao 等人[8]提出了一种基于 Laplacian 计分[7]和局部敏
感 判 别 分 析 的 方 法 (locality sensitive discriminant feature ，
LSDF)。该方法使用半监督数据集建立了类内图 G w 和类间图
G b 。类内图 G w 连接了类别信息相同或者拥有近邻关系的样
本，拥有近邻关系的样本之间的边权重为某一预设常数  ，类
别信息相同的样本之间边权重为 1；类间图 G b 连接了类别信
息不同的样本，边的权重都为 1。方法通过度量特征对数据
集的结构保持能力来评价特征，由于类内图评估了样本间的
相似性而类间图评估了样本间的不相似性，故被选择的特征
应当拥有以下特性：在类内图连接的样本上特征值之差尽量
小，在类间图连接的样本上特征值之差尽量大。借助谱图理
论的推导及简化，对于第 r 个特征 f r ，LSDF 方法建立的特征
评价准则为

Ir =

f rT Lw f r
f rT Lb f r

(2)

其中 Lw 、 Lb 分别指类内图 G w 、类间图 G b 对应的 Laplacian
矩阵。LSDF 方法最终输出全体特征按评价准则式(2)的排序。
Cheng 等人 [9] 定义了另一种 半监督 Laplacian 评分(sLaplacian score)以及分类信息增益(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gain，CIG)，并基于二者提出了一种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graph-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GSFS)。取参数
 = 1 ，GSFS 方法定义了与 LSDF 方法[8]相同的类内图 G w 和
类间图 G b 。其半监督 Laplacian 计分定义为

Lr =

f rT Lwf r
f rT D b f r

(3)

GSFS 方法同样得到全体特征按评价准则(3)的排序。在
基于特征排序结果选出候选特征子集后，GSFS 方法设计了
一个基于信息度量的冗余特征移除步骤。方法基于互信息定
义了特征 fi 关于特征 f s 的分类信息增益：
CIG ( fi , f s ) =

I (Y ; f i | f s )
I (Y ; f i )

(4)

GSFS 方法通过计算候选特征子集中两两特征间的分类
信息增益，再结合二者半监督 Laplacian 计分大小关系，将二
者中计分高且分类信息增益低的特征作为冗余特征加以去除，
形成最终的特征子集。
除去常见的类别标签形式，成对约束也是监督信息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Benabdeslem 与 Hindawi[10]结合 Laplacian 计
分 [7] 与 约 束 得 分 [11] ， 定 义 了 用 于 半 监 督 特 征 选 择 的 约 束
Laplacian 计分，有效地度量了特征的局部结构保持能力和约
束保持能力，提出了基于成对约束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constrained Laplacian score，CLS)。文章指出 Laplacian 计分
法是评价特征局部结构保持能力的有效方法，但是它假设了
同类样本的位置相近，这有时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另一
方面，约束得分考量的是特征对成对约束信息的保持能力。
在半监督的情境中，仅凭约束得分是不足以完成特征选择的，
不能忽视无标记样本携带的信息。因此，Benabdeslem 与
Hindawi 提出使用全体训练样本及成对约束信息建立分别与
LSDF[8]中类内图 G w 、类间图 G b 结构相同的近邻图 G kn 、负约
束图 G C (图的权值略有不同)，用于计算半监督约束 Laplacian
计分 Cr 。其形式如下：
Cr =

f rT Lkn f r
f rT LC Dkn f r

(5)

基于 CLS[10]，Benabdeslem 等人[12]结合集成学习技术，
还 提 出 了 更 具 效 率 与 鲁 棒 性 的 集 成 约 束 Laplacian 计 分
(ensemble constrained Laplacian score，EnsCLS)。Kalakech 等
人 [13] 对基于成对约束监督信息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进行
了详细的探讨、实验和总结。
Sheikhpour 等人[14]通过将连续型标签信息转换为成对约
束信息，设计了用于半监督回归问题特征选择的约束得分
(semi-supervised constraint score，SSCS)。该方法处理有标记
样本集，根据连续性标签值的大小判断有标记样本间的近邻
关系，进而在近邻样本间添加正约束，在最远样本间添加负
约束。在获得约束信息后，步骤与 CLS[10]方法基本相同。最
终半监督约束得分形式为
SSCSr =

f rT Lkn f r
f rT LC f r

(6)

同样针对回归问题，Sheikhpour 等人[15]还提出了基于图
Laplacian 的稀疏特征选择框架。
2.2 基于 Fisher 计分
Fisher 计分[16]是一种通过衡量特征类别判别能力来进行
有监督特征选择的方法。在 Fisher 计分的基础上挖掘无标签
样本携带的信息，也可以解决半监督特征选择问题。
Yang 等人[17]在保留 Fisher 计分原有特性的基础上，加入
对数据集全局分布信息和局部结构信息的挖掘与利用，进而
提出了用于半监督特征选择的半监督 Fisher 计分(semi-Fisher
score)方法。半监督 Fisher 计分的形式如下：

n (
c

SFr =

i

i =1
c

i
r

− r

 n ( )
i =1

i

i
r

2

)

2

+  *Vr

+  * J ( fr )

(7)

其中 c 是类别序号，ni 指第 i 个类中样本的数量， r 定义了所
i
有样本在第 r 个特征上的均值，r 、 ( ri )2 是第 i 类样本对应第
r 个特征的均值和方差。 (  0) 与  (  0) 是两个控制参数。
Vr 是第 r 个特征的方差计分 [16] ，度量了特征保存全局分布信
息的能力； J ( f r ) 的定义如下：

(

)

J ( f r ) =  f ri − f rj Sij = 2 f rT Lf r
2

(8)

i, j

J ( f r ) 度量了特征保存局部结构信息的能力。可以看出，
Fisher 计分是半监督 Fisher 计分在参数  与  取值为 0 时的特
殊情况。半监督 Fisher 计分可以有效的利用隐含在所有标记
和未标记样本中的局部结构和全局分布信息，进而在半监督
情境中评价特征。半监督 Fisher 计分法同样输出全体特征按
评价准则式(7)的排序。
Hasanloei 等人[18]针对回归问题，提出了半监督 Fisher 与
Laplacian 计分(Semi-supervised Fisher and Laplacian score，
SSFLS)。该方法处理有标记样本集，根据连续性标签值的大
小判断有标记样本间的近邻关系；再结合全体样本在特征空
间的近邻关系，为回归问题建立近邻图 Gknn 与远邻图 Gkfn 。这
与 LSDF[8]中的类内图 G w 与类间图 G b 相对应，计算细则也相
同。SSFLS 结合了 Fisher 准则以及基于样本最近邻与最远邻
计算的 Laplacian 图来评估特征。与 LSDF[8]类似，SSFLS 方
法制定的的特征半监督 Fisher 与 Laplacian 计分为
SSFLSr =

f rT Lknn f r
f rT Lkfn f r

(9)

2.3 基于聚类假设
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也可以不借助已有的有监
督或无监督评分方法，直接在半监督数据集的图数据结构上
建立特征评价准则。
Zhao 和 Liu[19]提出了一种基于谱图理论和聚类假设的半
监督特征选择方法(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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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analysis，sSelect)。该方法通过为每个特征计算聚类
指标，以评价聚类指标指代的聚类结果的方式评估所有特征。
方法首先建立了 n 个节点的 k 最近邻图 G ，通过 RBF 核函数
为无向图 G 的边赋予权重，生成了图的邻接权重矩阵 S ，进
而得出度矩阵 D 与拉普拉斯矩阵 L 。然后使用文献[20]中的
方法，通过求解最小割问题的松弛形式为每个特征 f 生成对
应的聚类指标 g 。最后通过度量聚类指标 g 指代的聚类结果的
簇间可分离性和与监督信息一致性来评估特征 f 。其中 g 的可
分离性使用最小割问题的目标函数值进行度量，而一致性则
使用 gˆ = sign( g ) 与有标记信息标签值的互信息进行度量，最终
的评估标准如下：
Sf = 

g T Lg
+ (1− )(1−NMI( gˆ , y ))
g T Dg

(10)

其中  是正则化参数，NMI( gˆ , y) 是 ĝ 与 y 的标准化互信息。该方
法独立地按照制定的评价准则评估每个特征，将特征按评估
结果排序后再选出所需数量的 S f 较小的特征组成特征集。
2.4 小结
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都使用了原始数据集的图
数据结构以完成特征选择。基于 Laplacian 计分的方法从无监
督特征选择 Laplacian 计分法入手，加入对有标签样本监督信
表3
Tab. 3
算法简称
LSDF

GSFS

CLS

SSCS

理论基础
Laplacian 计分
Laplacian 计分
信息论
Laplacian 计分
约束计分

sSelect

3

基于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特点

优缺点

建立类内、类间图

独立评价特征

根据特征结构保持能力评估特征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建立类内、类间图
根据特征结构保持能力评估特征
根据分类信息增益判别冗余特征
建立近邻图、负约束图

独立评价特征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根据约束和结构保持能力评估特征

对监督信息质量要求高

约束计分

根据特征结构保持能力评估特征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独立评价特征

根据结构保持及判别能力评估特征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建立近邻图、远邻图

Fisher 准则

根据结构保持及判别能力评估特征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O(d max(n2 ,log d ))

O(d max(n2 ,log d ))

O(d max(c, n2 ,log d ))

O(d max(n2 ,log d ))

可以应对回归问题

建立近邻图

独立评价特征

建立聚类指标

忽视特征间相关性

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又称基于自训练或协
同训练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6]。该类方法从半监督数据集
的样本入手，通过训练单个学习器或集成学习模型以标记所
有或绝大多数无标签样本，之后再使用有监督特征选择或其
他学习器有关的方法完成特征选择。该类方法都包含一个训
练模型并为无标记样本生成伪标签的步骤。基于伪标签的半
监督特征选择方法通常需要迭代地训练模型数次，不断采纳
模型预测结果扩大标记训练集规模，属于封装型特征选择方
法；在特征选择过程中考虑了特征间相关性，特征选择效果
好，但其计算复杂度高、泛化性能差且容易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3.1 基于单学习器
基于单学习器的封装型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采用自训练
的方式训练单个学习器，进而完成特征选择。

O(d max(n2 ,log d ))

独立评价特征

Laplacian 计分

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O(d max(n2 ,log d ))

可以应对回归问题

建立近邻图

聚类假设

时间复杂度

独立评价特征

建立近邻图、负约束图

方差计分

独立评价特征
移除了冗余特征

使用成对约束形式监督信息

Laplacian 计分

Fisher 准则
SSFLS

息(类别标签或成对约束)的挖掘与利用，建立代表样本间相
似性与不相似性的图数据结构，通过评价特征对原始数据集
的结构保持能力完成特征选择。基于 Fisher 计分的半监督特
征选择方法以有监督特征选择 Fisher 计分法为基础，加入对
无标签样本特征信息的挖掘与利用，建立样本最近邻图，通
过在 Fisher 计分的基础上加入对特征结构保持能力的评价完
成特征选择。基于聚类假设的方法代表了不借助已有有监督
或无监督特征评价标准，直接借助半监督数据集的图数据结
构建立特征评价准则的方法。总的来说，该类方法皆属于过
滤型方法，借助谱图理论简化了计算，拥有易于实施、计算
效率高、泛化能力强的优点。但该类方法从输出类型 [2]的角
度看属于特征排序型，即输出的是特征依评价准则的排序，
并不能完全解决特征选择问题得到最优解，通常需要用户指
定最终特征子集的大小以贪婪地形成特征子集。且由于评价
准则在制定时并未完全考虑特征间的相关关系，特征间评估
完全独立，最终特征子集拥有一定的冗余性。表 3 对基于图
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各典型方法从理论基础、特点、优
缺点、以及时间复杂度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概括与对比，其中
d 为原始特征集含有的特征数量， n 为全体训练样本的数量，
c 为样本的类别总数。

Graph-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Laplacian 计分
Semi-Fisher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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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max(n2 ,log d ))

在文献[21]中，Ren 等人提出 FW-SemiFS(Forwar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方法。该方法是该类方法的典型。
FW-SemiFS 方法首先在有标记数据集上执行一个有监督特
征 选 择 方 法 SFFS(Supervised sequential forward feature
selection) [22]，然后使用所选特征训练一个简单的分类器以标
记无标记样本，之后随机采纳预测结果以扩大有标记样本集
的规模。方法迭代的执行上述步骤并记录 SFFS 的结果，将
SFFS 结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特征作为最终选择的特征，进而
构建特征子集。FW-SemiFS 方法作为一种封装型方法丢失了
可以联合评估特征的优势，计算复杂度高。
文献[23]介绍了一种基于 Biased-SVM 以及遗传算法的
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BSGA(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based on biased-SVM and genetic algorithm)。该方法首先通过
一个考虑了类别不平衡问题的支持向量机预测无标记样本，
形成有标记数据集。再以考虑了类别不平衡的分类准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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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度函数，使用遗传算法在有标记数据集上完成特征选择。
BSGA 方法可以较好的完成不平衡数据集的半监督特征选择。
3.2 基于集成学习
基于集成学习的封装型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通常以自训
练或协同训练的方式训练多个分类器，进而组成集成学习器
为无标记数据生成伪标签。与基于单学习器的方法不同，基
于集成学习的方法在采纳无标记样本的预测结果时，通常要
考虑预测结果的置信度。此类方法通常会采用 bagging 或
RSM[24]的集成学习策略为每个学习器生成不同的训练集。
使用集成学习技术，Hand 等人针对 FW-SemiFS 方法的
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提出了 EN-SemiFS(ensemble-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25] 方法。EN-SemiFS 方法使用
bagging 的集成学习策略，采用自训练方式训练单个分类器，
进而形成集成分类器预测未标记样本的标签，并根据置信度
采纳预测结果。迭代执行上述样本标记步骤数次后，最后使
用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SFFS [22] 得到最终的特征子集。FWSemiFS 方法旨在在循环中完善特征选择，故其需要执行
SFFS 多次来反复评估特征；而 EN-SemiFS 方法旨在循环中
谨慎的增大有标记数据集的规模，故其只需要在数据集达到
一定程度，充分挖掘整个数据集信息标记无标签数据后，执
行一次 SFFS 选出相关特征即可。这一特性优化了 EN-SemiFS
方法计算资源的配比。
Barkia 等人[26]提出了一种基于集成学习的半监督封装式
特征选择方法(semi-supervised feature improtance evaluation
method，SSFI)，方法使用协同训练的策略训练了一个集成分
类器，并将标准随机森林模型中的特征重要性评估方法扩展
后应用到半监督场景中。SSFI 方法为每个小分类器生成不同
的训练集以及不参与模型训练的 OOB(out of bags)样本。然后
以协同训练的方式训练集成分类器，进而依置信度采纳无标
签样本的预测结果。迭代地执行上述步骤直至集成分类器稳
定后，最后执行一个基于重排列的特征评估方法评价并排序
特征。与同种类的其他方法相比[21,25]，SSFI 方法的优势在于：
1)使用协同训练得到了更好的集成学习器；2)提出了一种新
的基于集成机制的特征评估方案，该评价方案较好的使用了
OOB 样本中的信息；3)将置信度测量应用到预测结果采纳、
特征评估中。
Bellal 等 人 在 文 献 [27] 提 出 的 SEFR(semi-supervised
ensemble learning guided feature ranking method)方法与上述的
SSFI[26]方法十分类似。二者皆采用了 bagging 的集成学习策
略，使用了相同的基于重排列的特征评估方案以排序特征。
不同之处在于，两种方法对集成学习框架的使用以及分类器
训练策略的选择。SEFR 方法在使用 bagging 的集成学习策
略，在为每个分类器生成对应训练集以及 OOB 样本后，为每
个单学习器分别执行迭代自训练策略，在迭代中将标记后的
无标签样本依置信度逐渐加入有标记样本集中；然后每个单
学习器独立使用其对应的 OOB 样本评估所有特征。SEFR 方
法的单个分类器在置信度计算、迭代训练、特征评估步骤中
皆未与其他分类器及数据集产生信息交换。故 SSFI 使用协
同训练策略训练分类器，形成集成分类器进而评估特征；而
SEFR 使用自训练策略训练分类器，集成的是每个分类器独
立进行地对特征的最终评价。
Xiao 等人 [28] 提出了一种基于 GMDH(group method of
data handling)神经网络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GMDH-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GMDH-SSFS)，该方法可以
良好地适应标记信息偏少的情形。在执行与同类其他方法
[25~27]
相似地样本标记步骤之后，GMDH-SSFS 方法通过训练
一个 GMDH 神经网络来完成最终的特征选择。GMDH 神经
网络是自组织数据挖掘领域的核心技术 [29]，它可以自组织地

选择所需的特征、建立模型的结构、设定参数的数值。GMDH
神经网络以全体特征为初始输入层，以固定的方式进行组合，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生成下一层候选模型；再通过外
准则对候选模型进行筛选，保留一部分作为新的输入层；方
法迭代执行，模型的复杂度不断增加，直至得到目标模型停
止。最后，检查与目标模型有关的初始输入特征既是特征选
择结果。GMDH-SSFS 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过采样技术
处理了数据集中的样本不平衡问题。
3.3 小结
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都存在一个无标签样
本标记步骤。样本标记步骤通常是一个迭代的"预测-选择"过
程，即先训练模型对样本进行预测，然后再根据置信度选择
一定的无标签样本，采纳其预测结果，将其作为有标签样本
参与下次迭代。置信度的获取难度与分类器类型有关，基于
单学习器的方法受到分类器类型的影响，可能难以获取预测
结果的置信度[25]。基于集成学习的方法通常采用众分类器预
测结果的一致性作为其置信度度量。采用集成学习不仅提高
了预测结果的准确率，而且自然地支持了本文对结果置信度
的需求。在样本标记步骤完成之后，半监督特征选择就可以
通过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或者学习器有关方法完成了。表 4
对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典型方法从所用分类
器类型、训练方式以及特征评估方案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概括
与对比。
表4
Tab. 4

4

基于伪标签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Pseudo-label-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算法简称

分类器类型

训练方式

特征评估方案

FW-SemiFS

单学习器

自训练

SFFS 结果频度

BSGA

单学习器

自训练

分类器精度

EN-SemiFS

集成分类器

自训练

SFFS 结果

SSFI

集成分类器

协同训练

基于重排列

SEFR

集成分类器

自训练

基于重排列

GMDH-SSFS

集成分类器

协同训练

GMDH 训练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半监督支持向量机(S3VM)起初被称作直推式支持向量
机(transductive support vector machine，TSVM)[30]。半监督支
持向量机的目标是结合有标记及无标记样本信息，寻找拥有
最大分类裕度的决策边界。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
择方法在训练半监督支持向量机的过程中完成特征选择，属
于嵌入型特征选择方法。该类方法拥有计算效率高、过拟合
风险低的优点，缺点是选择结果与分类器类型相关；主要分
为基于特征递归消除的方法以及基于流形正则化的方法。
4.1 基于特征递归消除
基于 SVM 的递归特征消除(SVM-based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SVM-RFE)[31]是一种著名的有监督嵌入式特征选
择方法。SVM-RFE 通过训练一个 SVM，将特征按对应的权
重排序，使用后向消除的贪心策略逐步消除不重要特征，最
终形成特征子集。Ang[32]提出了 SVM-RFE 方法在半监督情
境中的两种拓展：基于半监督支持向量机的递归特征消除
(S3VM-based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S3VM-RFE)以及基
于 半 监 督 支 持 向 量 机 的 特 征 选 择 (S3VM-based feature
selection，S3VM-FS)。
S3VM-RFE 方法首先将有标记数据集进行采样，形成有
标记训练集。未被选中的样本被加入无标记数据集中，共同
视作无标记训练集。使用有标记训练集训练一个有监督
SVM[31]，使用无标记训练集训练一个无监督单类 SVM[33]。
特征权重向量是由有监督 SVM 和无监督 SVM 一起给出的，
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方法每次迭代将权重最小的特征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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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VM-FS 方法与 S3VM-RFE 方法步骤大致相同,但没有
采用迭代执行的机制。 S3VM-RFE 方法每次迭代剔除当前特
征集中权重最小的特征，特征排序为多次迭代中特征被剔除
顺序；而 S3VM-FS 仅执行一次训练 SVM 的过程，特征排序
的依据为单次训练结果中特征权重的大小。
4.2 基于流形正则化
Xu 等人[34]提出了一个基于流形正则化的 SVM 嵌入型半
监 督 特 征 选 择 方 法 (discriminative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based on manifold regularization，FS-manifold)。
文章提出了一个结合分类裕度和流形正则化的评价准则，最
优特征子集由此选出。在特征选择中考虑流形正则化以确保
决策函数在所选特征的数据所形成的流形上是光滑的。文章
从 Belkin 等人[35]提出的流形正则化框架开始，经过半监督支
持向量机的对偶问题形式，将半监督特征选择等价变换为一
个最优解在鞍点处的 min-max 优化问题(同时是组合优化问
题)。然后在讨论了半监督特征选择和多核学习 [36]的关系之后，
使用多核学习的一种 Level method[37]求解了该 min-max 优化
问题，从而完成了特征选择。方法总时间复杂度为 O(n2.5 /  2 ) 。
4.3 小结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综合挖掘有标签
样本与无标签样本携带的信息，在训练半监督支持向量机的
过程中完成特征选择。基于特征递归消除的方法是有监督特
征选择方法(SVM-RFE)在半监督问题上的扩展，拥有不易过
拟合、计算效率高的优点；但其结果与采用的半监督支持向
量机有关。基于流形正则化的方法更注重最大化类间裕度，
考虑了全体样本的局部结构；但其目标函数复杂，求解时通
常需要解决一个复杂的优化问题。表 5 对基于支持向量机的
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典型方法从理论基础以及优缺点方面
进行了进一步概括与对比。
表5
Tab. 5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S3VM-RFE
S3VM-FS
FS-Manifold

理论基础

优缺点

半监督 SVM

仅适用二分类问题

递归特征消除

准确度较高

半监督 SVM

仅适用二分类问题

递归特征消除

执行速度快

半监督 SVM

较好的鲁棒性

流形正则化框架

目标函数求解困难

其他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5.1 基于稀疏模型
基于稀疏模型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使用多种稀疏模型
以完成特征选择，同时挖掘并利用有标记数据集与无标记数
据集的信息。在半监督特征选择领域，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
最佳地保存判别信息和训练数据分布信息的转换矩阵
WR k c (kd ) ，进而使用 W 的行向量范数来计算对应特征的权
重。如果矩阵 W 的某些行收缩到零向量，则 W 可被用于特
征选择，即零向量对应的特征被从特征集中移除 [38] 。考虑
WR d c (cd ) 为用于稀疏特征选择的转换矩阵，则半监督稀疏特
征选择方法的目标函数通常为

minloss(W ) + ‖W‖2,p p
W

阵。半监督散度矩阵使用 Fisher 判别分析的类内散度矩阵来
保存有标记样本的判别信息，使用样条散度矩阵来保存有标
记及无标记数据的局部几何结构信息。基于文献[40]所述的
降维框架，半监督稀疏特征选择的目标函数可以被定义为

(

)

min Tr W T MW + ‖W‖2,1

W T W =1

(11)

其中 loss() 为损失函数，  为正则化参数。 || W ||2, p 为矩阵的 l2, p
范数。求解该优化问题后,使用矩阵 W 的行向量范数来计算
对应特征的权重, 进而完成特征选择。
Han 等人[39]提出了一个基于稀疏模型的过滤式半监督特
征 选 择 方 法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via spline
regression， S2 FS2 R )，该方法引入了一种组合的半监督散度矩

(12)

其中正则化项‖W‖2,1 用于保证 W 行向量的稀疏性，使得 W 可
d d
以用于特征选择，参数   0 控制正则化效果，矩阵 MR 是
一个编码了标签信息及数据局部结构的半监督散度矩阵。正
T
交约束 W W =I 被用来避免解的任意缩放以及全零的平凡解。
半监督散度矩阵 M 被定义为
M = A + D
(13)
d d
其中矩阵 AR 是一个储存了有标记数据标签信息的散度矩
d d
阵，矩阵 DR 是一个储存了有标记及无标记数据局部结构
信息的散度矩阵，参数  (01) 控制了矩阵 D 的权重。算法
的总时间复杂度为 O(d 3 ) 。
Chen 等人[41] 提出了一种基于重标度线性回归的嵌入型
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rescaled linear square regression，RLSR)。
方法在训练稀疏线性回归模型的同时，将无标签样本的标签
表示矩阵 YU 也作为优化目标变量，该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为
min ( X T W + 1bT − Y

2
F

+ ‖W‖22,1 )

st. W , b, YU 0, YU 1=1, M 0

(14)

Yuan 等人[42]在 Chen 等人[41]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名为判
别 半 监 督 特 征 选 择 (discriminative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DSSFS)的嵌入型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DSSFS 方
法将 −dragging 技术引入 RLSR 中的稀疏线性回归模型中，以
起到增大类间裕度的作用。此时优化目标函数的形式为

(

2

min X TW +1bT −Y −(2Y −1)M +‖W‖22,1
F

st. W , b, YU 0, YU 1=1, M 0

SVM-based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算法简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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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其中矩阵 M 为待求解的 −dragging 矩阵。
基于稀疏模型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是近年来研究热点
之一。许多研究者尝试将不同的技术或准则融合到半监督稀
疏特征选择框架中。文献[43]引入 L1 范数图来获取流形结构
信息，在进行稀疏特征选择的过程中同时尽可能保持数据集
流形结构。 文献[44]通过建立 Laplacian 矩阵进而在稀疏特
征选择框架中引入 Laplacian 正则化项，在稀疏特征选择的过
程中保存了样本空间分布信息。
5.2 基于粗糙集
知识约简是粗糙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征选择的过
程既是知识库属性约简的过程。在粗糙集理论中，所谓属性
约简，就是在保持知识库分类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删除冗余、
不相关属性的过程。一般来说，基于经典粗糙集的方法仅可
以处理离散型(分类型)特征。一些基于广义粗糙集的方法可
以克服上述缺点，例如基于邻域粗糙集的 NFARNRS 方法[45]。
Dai 等人[46]提出了两种基于粗糙集的过滤型半监督特征
选择方法(semi-supervised attribut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ough set throry， semirough-P / semirough-D)。基于粗糙集理
论，借助可辨对、正域等概念，将半监督数据集视作有标记
样本集与无标记样本集两部分，semirough-P 方法定义了半监
督环境下的特征子集评估函数 IMP。评估函数 IMP 的一个优
势是其不仅可以评估单个特征，也可以评估特征子集。对于
某一特征子集 F '  F ，其评估函数形式如下：
ImpF ' ( D) =

 F ' ( D) | DisS (F ') |
+
 F ( D) | Dis S (F ) |

(16)

其中集合 D 为标记信息的取值范围，式(14)右侧首项由有标
记样本计算，其中  F (d )= POSF (d ) | S | , 为特征集 F 对应的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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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个数与全体样本个数的比值，称为标签对特征集 F 的依
赖度；式(16)右侧第二项由无标记样本计算，其中 | DisS ( F ) | 为
特征集 F 对应的可辨对数量。方法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空
集 T 开始，逐一向集合 T 中添加特征直至集合 T 的评估结果与
全体特征组成的集合相同，这对应了保持知识库分类能力不
变的条件；然后逐一检查集合 T 中已有的特征，如果去掉某个
特征不会影响集合 T 的评估结果，那么就从集合 T 中去除该特
征，这对应了删除冗余、不相关属性的过程。
作者提出的两种方法(semirough-P，semirough-D)步骤相
同，仅在特征集的评估函数上有所不同。semirough-D 的特征
集评估函数为
Imp F ' ( D) =

| Dis LD (F ') | | Dis S (F ') |
+
| Dis LD (F ) | | Dis S (F ) |

(17)

两种方法的总时间复杂度皆为 O(dn2 ) 。
Liu 等人[47]基于粗糙集理论，采用集成机制评价特征集，
提出了基于粗糙集和集成选择器的半监督封装型特征选择方
法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via ensemble selector ，
RSES)。文章讨论了 semirough-P[46]方法的两个不足并针对性
的提出了解决方案。semirough-P 方法没有预测未标记样本的
标签，可能会丢失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 RSES 方法使用一
种基于图的标签传播算法(LPA)[48] 计算未标记样本的标签。
semirough-P 方法仅使用了一种特征集评估函数，而 RSES 方
法使用了集成评估方式。从邻域决策错误率 [49] 中得到启发，
文章提出了局部邻域决策错误率来表征邻域分类器 [49] 在不
同决策类上的表现，进而建立了集成评价机制。与 semiroughP[46]方法不同，RSES 方法不含从已选特征集中消除特征的过
程。方法的总时间复杂度为 O(dn2 ) 。
5.3 基于信息论
基于信息论的特征选择方法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其通过降低特征子集内部相关性、提高特征子集与类别相关
性完成特征选择。信息熵理论不要求假定数据分布是已知的，
能够以量化的形式度量特征间线性或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信
息增益(IG)定义为先验不确定性与期望的后验不确定性之间
的差异，互信息(MI)描述的是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相互依存关
系的强弱。二者是基于信息论特征选择方法的常用信息度量。
Wang 等人[50]基于马尔可夫毯和信息论，提出了一种基
于 信 息 论 的 过 滤 型 半 监 督 特 征 选 择 方 法 (semi-supervised
表6
Tab. 6
算法简称
S2FS2R
RLSR
DSSFS
semirough-P
semirough-D
RSES
SRFS
SF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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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s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nformation
theory，SRFS)。SRFS 方法在去除不相关特征和识别冗余特
征组任务上表现十分出色。方法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识别
并去除不相关特征。在有标记数据集上，特征的相关性可以
使用互信息度量，与标签互信息大的特征被认为是相关特征；
在无标记数据集上，由于缺乏标签信息，故应用最大熵原则，
认为信息熵较大的特征更与标签相关。然后，基于 SRFS 方
法定义的特征相关性与冗余性，判别任意两个特征之间的冗
余关系。以特征为顶点冗余关系为边，为特征集建立有向非
循环图；进而借助图的划分操作，将特征聚类成簇。最后，
从每个簇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由于之前冗余特征被划
分为若干互不相关的特征簇，簇内的特征相似而不同簇的特
征不相似；故该方法可以极大减轻特征维度的影响，高效的
找到最佳特征子集。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d 2 n) 。
文献[51]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熵的半监督粗糙特征选择
算法 SFSE(entro-based rough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SFSE 方法基于互补信息熵的概念，给出了半监督数据集有
标记数据、无标记数据以及通过有标记数据标注的数据的不
确定性度量；并基于上述三部分数据熵的组合，定义了半监
督数据集上的互补信息熵；进而重新定义了特征重要度，设
计了特征选择方法。SFSE 采用了一种基于 K-近邻的无标记
数据标记算法，标注了部分无标签数据。另外，SFSE 中的互
补信息熵是基于粗糙集理论定义的。
5.4 小结
基于稀疏模型的方法通过寻找一个行稀疏的转换矩阵来
完成特征选择。基于粗糙集及基于信息论的方法借助粗糙集
或信息论的基本概念，通过定义半监督情境下的新特征度量
评估特征。这些方法大多属于过滤型特征选择方法，可以视
作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在半监督情境下的扩展。此外还有一
些基于有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设计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例
如 Cheng 等人基于逻辑迭代 Relief[52]方法设计的半监督逻辑
迭 代 Relief[53] 方 法 、 Xu 等 人 基 于 mRMR 准 则 (minimalredundancy maximal-relevance criterion)[54]设计的 RRPC(maxrelevance and min-redundancy criterion based on pearson's
correlation)[55]方法等。表 6 对本章提到的各典型方法从理论
基础、特点、优缺点以及时间复杂度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概括
和对比。

其他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Other semi-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理论基础

特点

优缺点

稀疏模型

根据判别及结构保持能力评估特征

联合评价特征

嵌入式降维框架

使用 l2,1 范数获取稀疏性

目标函数难以求解

稀疏线性回归模型

引入标量因子

稀疏线性回归模型
−dragging 技术

粗糙集理论

结果与模型相关
结果可解释性强

引入 −dragging 矩阵
基于粗糙集的特征评估准则
在有/无标签数据集上分别评价特征

结果与模型相关
结果精度高
联合评价特征

基于粗糙集的特征评估准则

联合评价特征

特征集成评价机制

结果精度高

信息论

基于信息论定义了相关/冗余特征

有效去除不相关特征

马尔可夫毯

将特征聚类成簇

彻底去除冗余特征

定义了半监督意义下的信息熵

独立评价特征

粗糙集理论

信息论
粗糙集理论

半监督特征选择应用动态
特征选择是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是

时间复杂度
O( d 3 )

—
—
O(dn2 )

O(dn2 )

O( d 2 n)

—

削减假设空间大小、降低数据维度的重要方法。半监督特征
选择被广泛的应用于半监督数据集的降维处理。本章节对半
监督特征选择的热点应用进行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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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
计算机科学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生成了越来越多的高
维多媒体数据集。随之而来的维度灾难问题给现有的多媒体
检索与理解技术带来了挑战。针对这一问题，Wang 等人[56]
分析了基于 Laplacian 计分的图方法的不足，基于稀疏特征选
择框架，结合自适应局部流形学习技术，设计了一种嵌入式
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设计的方法成功应对了不同的多媒体
分析任务，包括自然场景标记、目标检测、行为识别以及 Web
图 像 标 记 任 务 [56] 。 Zeng 等 人 [57] 指 出 为 大 规 模 数 据 建 立
Laplacian 矩阵过于耗时且不现实，设计了一种无须构造图的
嵌入式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在网页与图像注释任务上取得
了良好的表现。针对 Web 图像分类任务，Song 等人[58]将特
征选择过程融入保持样本流形结构的半监督学习中，设计了
一种嵌入式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在样本预测的过程中完成
了特征选择。Shi 等人[59]将稀疏半监督特征选择应用于多视
角数据的多媒体数据分析任务，在图像标注、视频概念检测
以及 3-D 运动数据分析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结果。针对网络图
像标注问题，文献[60]提出了一种基于 Hessian 正则化的半监
督特征选择方法，在实验数据集上取得了较高准确率。
超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在例如水质检测与灾害预警的许多
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人员需要在大量可用特征
中筛选具有类别判别力的特征。另一方面，相对低廉的采集
成本与昂贵的标注成本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半监督数据集。
Chen 等人应用稀疏半监督特征选择，有效的改善了基于对象
的图像分析方法在超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上的性能[61]。更进一
步，Chen 等人[62]提出将超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看做多视图数据
以更好的分析数据内在结构，并基于稀疏半监督特征选择框
架设计了一种新的多视图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实验证明，
针对超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这种多视图方案与视图内特征是
合理有效的，为分析超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的数据结构提供了
一种新方法[62]。
6.2 计算机辅助诊断
计算机辅助诊断常涉及使用算法进行决策，如通过机器
学习的分类模型进行判别，为医生提供辅助意见。在诸多诊
断工具数据中识别相关特征是计算机辅助诊断的关键 [63]。针
对阿兹海默症诊断问题，An 等人[63]借助半监督 Laplacian 矩
阵来挖掘半监督样本集的结构信息，同时进行样本特征的评
估，选出具有判别力的样本与特征；并将上述步骤迭代执行，
以选出最终样本集与特征集。实验证明 An 等人设计的半监
督特征选择方法在 核磁共振成像(MRI)与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数据集上取得了更好的性能，改善了辅助诊断结果[63]。
Jiang 等人[64] 将基于标签传播聚类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应
用于识别与不同临床表型相对应的疾病相关基因，进而了解
疾病进展过程中的基因功能和受影响途径。
6.3 音频语料分析
在涉及音频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任务中，半监督特征选
择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在音频分类任务中，存在着大量未被
挖掘和利用的特征或特征组合信息。Yang 等人[65]基于 mRMR
特征选择框架[54]，以约束补偿 Laplacian 计分与一种半监督
巴氏距离作为半监督相关性与冗余性度量，设计了一种应用
于音频分类任务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实验证明 Yang 等
人的方法可以有效移除不相关特征，显著提高分类精度 [65] 。
情感识别指从音频或语料中自动判断说话人情绪的任务，
是改善人机交互体验的关键问题之一。针对语音情感识别问
题，Sun 等人[66]在应用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了
一种说话人归一化方法，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对语音情感识别
的有效性，可以在说话人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取得良好的
归一化效果。

第 38 卷第 2 期

6.4 药物设计
结构活性定量关系(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QSAR)是药物设计领域一种有效的计算技术，它通过目
标的化学结构信息来预测其生物反映活性。在 QSAR 研究中，
很多抑制剂的抑制活性没有被经验确定，已知的抑制活性是
通过耗时且昂贵的实验获得的，故半监督特征选择技术适于
处理 QSAR 数据集。Sheikhpour 等人[15]设计了从回归问题数
据集中提取成对约束信息的方案，进而应用半监督约束得分
解决了 QSAR 问题的特征选择任务。实验结果说明，在 QSAR
模型上，基于全体样本局部结构以及成对约束信息进行特征
选择的半监督方法显著优于仅使用有标记样本进行特征选择
的有监督方法[15]。Hasanloei 等人[18]则设计了从回归问题数据
集中定义样本间相邻关系的方案，进而应用半监督 Laplacian
得分解决了 QSAR 问题的特征选择任务。实验同样证明了相
较有监督方法，Hasanloei 等人[18]方法在解决 QSAR 问题特
征选择任务上的优越性。

7

结束语

处理实际应用中常见的监督信息不完整的数据集，有监
督特征选择方法和无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各有其局限性。半监
督特征选择方法一方面可以挖掘全体数据样本的结构、分布
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不完整的监督信息，从而更好
地完成特征选择任务，起到削减假设空间大小、降低数据维
度的作用。本文首先讨论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的分类，探
讨了各类方法的优缺点；然后对常用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进行了综述，整理了其热点应用。
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a)近年来，半监督特征选择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大部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
是基于图的，并且它们的表现与其使用的 Laplacian 图密切相
关。传统方法中使用的 Laplacian 图结构与性质彼此相似，建
立后不能修改，限制了图方法的性能[67]。在特征选择过程中
动态地更新 Laplacian 图信息是提高图方法性能的可行思路。
b)回顾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大部分半监督特征选择方
法是针对分类问题提出的，少有针对回归问题提出的半监督
特征选择方法[68]。针对回归问题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是当
下急需探索的研究领域。除去本文讨论的图方法 [14,18]，基于
稀疏模型的半监督特征选择方法被认为是可行方案之一[6]。
c)可扩展性与稳定性是特征选择技术在准确率之后的更
深层次追求[2]。可扩展性良好的方法应当拥有多项式时间的
复杂度，能够在尺寸不一的数据集上统一取得良好结果。稳
定性良好的方法应当不受样本集采样偏差的影响，在增删少
量样本时结果保持一致。提高特征选择方法的可扩展性与稳
定性，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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