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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器学习的求解过程可以看作是在假设空间中搜索一个具有强泛化能力和高鲁棒性的学习模型，而
在假设空间中寻找合适模型的过程是较为困难的．然而，集成学习作为一类组合优化的学习方法，不仅能通过

组合多个简单模型以获得一个性能更优的组合模型，而且允许研究者可以针对具体的机器学习问题设计组合

方案以得到更为强大的解决方案．回顾了集成学习的发展历史，并着重对集成学习中多样性的产生、模型训练

和模型组合这三大策略进行归纳，然后对集成学习在现阶段的相关应用场景进行了描述，并在最后对集成学习

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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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以来，由于集成学习能高效地解决实

际应用问题，所以在机器学习领域内备受关注．最
初，集成学习旨在提高自动决策系统的准确性，而
现如今此方法已经能够成功解决各种机器学习问

题．本文概述集成学习的发展历史，并且回顾现有

的集成学习方法，能够为读者提供集成学习系统的

构造理论和集成学习方法．
实际上，通过集成学习思想进行决策在文明社

会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在民主社会中，公民

们通过投票来选举官员或制定法律，对于个人而

言，在重大医疗手术前通常咨询多名医生．这些例

子表明，人们需要权衡并组合各种意见来做出最终

的决定．其实，研究人员使用集成学习的最初目的

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机制的原因相似．
Ｄｉｅｔｔｅｒｉｃｈ［１］从数学角度解释了集成方法成功的 ３
个基本原因：统计、计算和代表性．此外，亦可通过

偏差方差分解［２］对集成学习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１９７９ 年，Ｄａｓａｒａｔｈｙ 和 Ｓｈｅｅｌａ 首次提出集成学

习思想［３］ ．１９９０ 年，Ｈａｎｓｅｎ 和 Ｓａｌａｍｏｎ 展示了一种

基于神经网络的集成模型［４］，该集成模型具有更

低的方差和更好的泛化能力．同年，Ｓｃｈａｐｉｒｅ［５］证明

了通过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方法可以将弱分类器组合成一个

强分类器，该方法的提出使集成学习成为机器学习

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集成学习研究得到迅

猛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颖的思想和模型．１９９１ 年 Ｊａ⁃
ｃｏｂｓ 提出了混合专家模型［６］ ．１９９４ 年，Ｗｏｌｐｅｒｔ 提出

了堆叠泛化模型［７］ ．１９９５ 年，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Ｓｃｈａｐｉｒｅ 提

出了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算法［５］，该算法运行高效且实际应

用广泛，该算法提出后，研究人员针对该算法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８－９］ ． １９９６ 年，Ｂｒｅｉｍａｎ 提出了 Ｂａｇ⁃
ｇｉｎｇ 算法［１０］，该算法从另一个角度对基学习器进

行组合．１９９７ 年，Ｗｏｏｄｓ［１１］ 提出了一种动态分类器

选择方法． ２００１ 年，Ｂｒｅｉｍａｎ 提出了随机森林算

法［１２］，该算法被誉为最好的算法之一．随着时代的

发展，更多的集成学习算法被提出，并且在诸多领

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１　 集成学习主要策略

集成学习算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 ３ 个

方面［１３］：提供给个体学习器的训练数据不同；产生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８７６１６６，６１６６３０４６） ．
　 作者简介：徐继伟（１９９５－），男，湖南人，硕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机器学习，集成学习．Ｅ－ｍａｉｌ：４２００７６８８７＠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杨　 云（１９８１－），男，辽宁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模式识别，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与处

理．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ｙｕｎ＠ 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个体学习器的过程不同；学习结果的组合方式不

同．因此，本章将具体介绍集成学习中多样性产生

方法、基学习器训练方法和基学习器组合策略．
１．１　 多样性　 增强多样性是提高集成学习泛化能

力的关键之一［１４－１７］，文献［１８－２１］对现有的多样

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并阐述了多样

性在集成学习中的重要性．在集成学习中，主要从

数据、参数和模型结构 ３ 个方面增强多样性．
１．１．１　 数据样本多样性　 产生数据多样性的方法

主要有 ３ 种［２２］：①输入样本扰动；②输入属性扰

动；③输出表示扰动．
输入样本扰动：根据原始数据产生多个不同种

类的数据子集，然后利用不同的数据子集训练个体

学习器．常用的方法有：重采样法，通过有放回的采

样得到固定样本容量的数据子集，序列采样法，根
据前一轮的学习结果进行采样．在此基础上，Ｙ
Ｙａｎｇ 等［２３－２４］结合 Ｂａｇｇｉｎｇ 和 Ｂｏｓｔｉｎｇ 的优势，提出

了一种混合采样的聚类集成方法．
输入属性扰动：从初始属性集中抽取出若干属

性子集，再基于每个属性子集训练基学习器［２５－２７］ ．
该方法不仅能产生差异性大的个体，还会因属性数

的减少而大幅节省计算时间．使用该方法的算法

有：随机子空间算法［２８］；随机森林算法［１２］ ．特征集

拆分同样是一种输入属性扰动方法［２９］，该方法通

过将原始特征集拆分成多个不相交的特征子集来

分别训练个体学习器，最后集成多个学习器得到最

终模型．一些研究表明，在高维特征的学习任务中，
特征集拆分具有良好的表现效果［３０－３２］ ．因此，Ｌ Ｒｏ⁃
ｋａｃｈ 等［３３］还提出了一个搜索特征集拆分结构的通

用框架．由于时间数据通常具有高维度的特征空

间，Ｙ Ｙａｎｇ 等［３４］提出一种基于隐马尔科夫的拆分

集成方法，该方法巧妙地解决了模型初始化和模型

选择问题．
输出表示扰动：对输出表示进行操纵以增强多

样性，可对训练样本的类标进行变动．常用算法有：
翻转法［３５］，随机改变一些训练样本的标记；输出调

制法［３５］，将分类输出转化为回归输出后构建个体

学习器；将原始任务拆解为多个可同时求解的子任

务，如 ＥＣＯＣ 法［３６］，多分类拆解为一系列的二分

类．
１．１．２　 算法参数多样性　 算法参数多样性是指通

过使用不同的参数集来产生不同的个体学习器．即
使每个个体学习器都使用相同的训练集，但是由于

使用的参数不同，其输出也会随参数的改变而变

化．例如，在众所周知的决策树算法 Ｃ４．５［３７］ 中，置
信因子会大大影响该算法的学习效果，利用在不同

参数值下多次运行 Ｃ４．５ 算法的策略，则可以得到

不同的决策树来构造集成系统［３８］ ． 多核学习

（ＭＫＬ） ［３９］也是一种增强参数多样性的集成学习方

法，它采用调整每个内核的参数和组合参数的方

法，将多个内核的优点组合，然后用于分类或回归．
在神经网络中，通过改变网络中的节点数［４０，－４１］，
或者将不同的初始权重分配给网络［４２］，或者使用

不同的网络拓扑结构［４３］来提高网络多样性．
在提高学习效果的目标下，每个学习器的评价

函数被扩展为增强多样性的惩罚项．其中，最常用

的惩罚方法是负相关学习［４４－４７］ ．在集成学习中，负
相关学习思想采用不同的学习器来表示问题的不

同子空间，在训练学习器时，使用误差函数中的相

关性惩罚项来提高学习器之间的多样性．
１．１．３　 结构多样性　 结构多样性主要是由个体学

习器的内部结构或外部结构的不同所产生的．在一

个集成学习系统中，如果个体学习器都是由同种算

法训练产生的，则称之为同质集成．相反的，如果一

个集成系统中包含着不同类型的个体学习器，则称

之为异质集成［４８］ ．Ｗ Ｗａｎｇ 等［４９］通过实验证明，在
神经网络集成系统中添加一些决策树（但不能太

多）通常会提高整体的性能．文献［５０］指出，在训

练模型时，先让集成系统无限地扩展，然后再进行

修剪，有时可以获得更有效的模型． Ｌｉｕ 等［５１］ 通过

实验探究集成系统大小如何影响集成学习的精度

和多样性，证明从一个大的集成系统中构造一个小

的集成系统既能确保准确性，又能保证多样性．随
后 Ｚｈｏｕ 等［５２］提出了一种模型选择方法，该方法可

以得到一个结构简单、性能优越的集成学习系统．
理想情况下，个体学习器的输出应该是独立或是负

相关的［５３－５４］ ．
１．２　 基学习器训练方法　 随着集成学习研究领域

的不断发展，虽然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的集成学习

算法，但是这些算法大都是由一些经典算法如：
Ｂａｇｇｉｎｇ、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等改编得到的，这些经

典算法具有良好的效果且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本节将对以上 ３ 种经典的集成学习算法进行分析

和对比．
１．２．１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１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Ａｇｇｒｅ⁃
ｇａｔｉｏｎ）是最早的集成学习算法之一，它虽然结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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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但是表现优越．该算法通过随机改变训练集的

分布产生新的训练子集，然后分别用不同的训练子

集来训练个体学习器，最后将其集成为整体．
该算法中，由于使用自助采样法来产生新的训

练子集，一些实例会被多次采样，而其他实例会被

忽略，因此，对于特定的子空间，个体学习器会具有

很高的分类精度，而对于那些被忽略的部分，个体

学习器难以正确分类．但是，最终的预测结果是由

多个个体学习器投票产生的，所以当个体学习器效

果越好且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时，该集成算法的效

果就会越好．由于不稳定的学习算法对于训练集比

较敏感，训练集只要产生一些微小的变化，就会导

致其预测结果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

对于不稳定学习算法非常有效．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适合于解决训练集较小的问题，

但对于具有大量训练集的问题，其效果就会下降，
因此 Ｂｒｅｉｍａｎ［５５］ 基于 Ｂａｇｇｉｎｇ 设计了 Ｐａｓｔ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ｔｅｓ 算法，该算法能够有效地应对数据量较大的

机器学习问题．文献［５６－６０］对 Ｂａｇｇｉｎｇ 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在文献［５９］中，作者认为对于弱学习

器，Ｂａｇｇｉｎｇ 训练得到的个体学习器是强相关的，因
此 Ｂａｇｇｉｎｇ 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表现较差．因为

个体学习器的选择能直接改变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的集

成效果，所以周志华等［６１］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Ｂａｇｇｉｎｇ
选择性聚类集成算法，并且张春霞等［６２］ 详细介绍

了多种选择性集成学习方法．
图 １ 是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的整个流程，该算法可以

并行训练个体学习器，因此该算法具有很高的运行

效率．
１．２．２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是一种将弱学习器

转换为强学习器的迭代方法，它通过增加迭代次

数，产生一个表现接近完美的强学习器．其中，弱学

习器是指分类效果只比随机猜测效果稍好的学习

器，即分类准确率略高于 ５０％．在实际训练中，获得

一个弱学习器比获得一个强学习器更加容易．因
此，对于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系列算法的研究意义非凡．Ｂｏｏｓ⁃
ｔｉｎｇ 算法除了具有良好的实际性能外，还具有强大

的理论基础和算法特点［６３－６７］ ．
对于监督学习，该算法在第一个分类器之后产

生的每一个分类器都是针对前一次未被正确分类

的样本进行学习，因此该算法可以有效地降低模型

的偏差，但随着训练的进行，整体模型在训练集上

的准确率不断提高，导致方差变大，不过通过对特

图 １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征的随机采样可以降低分类模型间的相关性，从而

降低模型整体的方差．当主分类器不能被信任，无
法对给定对象进行分类时，例如，由于其结果中的

置信度低，则将数据输送到辅助分类器，按顺序添

加分类器［６８－７１］ ．下面将对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的流程进行

简单介绍．
如图 ２ 所示，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反复运行一个弱学

习器来处理不同分布的训练数据，然后按照顺序将

每次产生的弱学习器组合成一个复合强学习器．

图 ２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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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也称 Ｓｔａｃｋ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７］，它是指训练一个用于组合所有个体学习器

的模型，即首先训练多个不同的个体学习器，然后

再以这些个体学习器的输出作为输入来训练一个

模型，从而得到一个最终的输出．文献［７２］给出了

适用于派生更高层次模型的一般化类型，以及该通

用模型的输出属性．文献［７３］ 对比了投票法和 Ｓｔａｃ⁃
ｋｉｎｇ 法，结果表明在很多领域中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的效果都

优于投票法．在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算法中，由于基础学习器、
元学习器和参数的选择会直接决定学习效果，因此

Ｌｅｄｅｚｍａ 等［７４］使用遗传算法来选择该算法的最

佳配置．接下来本文对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算法的流程进行简

单介绍．
如图 ３ 所示，首先在整个训练数据集上通过重

采样方法得到多个训练子集，然后使用这些新产生

的训练集训练得到一系列分类模型，称之为 Ｔｉｅｒ
１， 然后将 Ｔｉｅｒ１ 的输出组合后用于训练 Ｔｉｅｒ２ 的元

分类器．除了重采样方法，交叉验证也经常在训练

Ｔｉｅｒ１ 分类器时使用，即首先将训练集分成 Ｎ 等份，
然后 Ｔｉｅｒ１ 中的每个个体学习器根据前 Ｎ－１ 份训

练集进行训练，最后在第 Ｎ 份训练集上测试．
１．２．４　 ３ 种算法优缺点分析　 Ｂａｇｇｉｎｇ、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和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３ 种集成学习算法各具特色，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解决机器学习问题，因此本文分析并对比了

３ 种算法，将它们的优势和不足总结如下．
Ｂａｇｇｉｎｇ 通过重采样方法从原始训练集中有放

回的采样得到多个训练子集，由于各个训练子集相

互独立，降低了基分类器的方差，改善了泛化误差，
并且重采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原始训练集中随机

波动导致的误差，使得不稳定的学习器具有更好的

学习效果．因为该算法中的基学习器权重相同，所
以基学习器的选择会直接影响集成结果，不稳定的

基学习器不仅能提供良好的学习效果，而且能根据

训练集的不同产生多样性，因此 Ｂａｇｇｉｎｇ 与不稳定

的学习算法相结合通常能产生一个强大的学习模

型，并且具有良好的抗噪能力，而且各个基学习器

可以并行生成，提高运行效率．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在每轮训练中使用的训练集不变，但

训练集中每个样例会根据上一轮的学习结果进行调

整，使新学习器针对已有学习器判断错误的样本进

行学习．这种方法能够显著提高弱学习器的学习效

果，但很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产生过拟合现象，并且

每个基学习器只能顺序生成，训练效率相对较差．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使用初级学习器产生新的训练集来

训练次级学习器，但如果直接使用初级学习器的训

练集来产生次级训练集会有很大的风险造成过拟

合，因此通常使用交叉验证方法来产生次级训练

集．在该算法中，次级训练集的数据类型和次级学

习器的选择是两个关键因素．使用多个强大而不同

的初级学习器并且使用类标概率代替预测类标作

为次级学习器的属性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并且次级

学习器选择简单的模型会降低过拟合的风险．

图 ３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３　 基学习器的组合策略　 构建集成学习系统的

最后一步就是选择个体学习器的组合策略．集成学

习系统可以根据个体学习器的表现来决定是否使

用该学习器［７５－７６］ ．下面本节将介绍几种常用的组

合策略．
１．３．１　 投票法　 简单投票法一般分为以下 ２ 种：

（１） 绝对多数投票（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当某类标

的得票数超过个体学习器数量的一半以上时，将该

类标作为预测结果输出，若不存在得票数超过一半

的类标，则拒绝预测．
（２） 相对多数投票（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取得票数

最多的类标作为预测结果输出，不需要考虑得票数

是否超过个体学习器数量的一半，若多个类标都获

得最高的得票数，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类标输出．
在学习任务中，若必须要求集成学习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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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则绝对多数投票就变成了相对多数投票

法，因此通常将这两种方法统称为多数投票法．因
为学习器的训练方法和采用的算法存在区别，所以

集成学习系统中个体学习器的学习能力也不同，在
投票过程中如果能将个体学习器的学习能力考虑

进去，将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
加权投票法［７７］（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首先估计出

个体学习器的误差，然后令权重大小与误差大小成

反比，最终 Ｔ 个个体学习器加权投票的结果可以

表示为：

Ｈ（ｘ） ＝ 
Ｔ

ｉ ＝ １
ｗ ｉｈｉ（ｘ）， （１）

其中 ｗ ｉ 为第 ｉ 个个体学习器的权值，通常 ｗ ｉ ＞ ０，

并且
Ｔ

ｉ ＝ １
ｗ ｉ ＞ ０．

１．３．２　 平均法 　 平均法是一种组合连续数值型输

出常用的方法， 它主要分为简单平均法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和加权平均法（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简
单平均法可以表示为：

Ｈ（ｘ） ＝ １
Ｔ

Ｔ

ｉ－１
ｈｉ（ｘ）， （２）

其中为第 ｉ 个个体学习器．
加权平均法结合了简单平均法和加权投票法，

与加权投票法不同的是加权平均法中的权值不是

用于类标，而是直接应用于实际的连续输出值．加
权平均法的权值可以在集成系统生成期间作为训

练的一部分获得，如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算法中权值的产生，
或者可以通过单独的训练来获得．加权平均法可以

表示为：

Ｈ（ｘ） ＝ 
Ｔ

ｉ－１
ｗ ｉ ｌｉ（ｘ） ． （３）

２　 集成学习的应用

时间序列分析、医疗健康和入侵检测三大领域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被研究人员广泛关注．
但由于这 ３ 个领域都具有数据维度高、数据结构复

杂和特征模糊等特点，难以进行人工分析与处理，
因此机器学习方法的引入使得 ３ 个领域的研究取

得了突破．在各种机器学习方法中，集成学习作为

一种可以最大化提升学习效果的技术，推动了诸多

领域的快速发展，因此集成学习也被广泛应用于这

３ 个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将集成学习在

这 ３ 个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概述．

２．１　 在时间序列上的应用　 集成学习被广泛用于

预测天气［７８］、电气设备和化工装置的损耗，卫星通

信和雷达数据等时间序列．时间序列预测与普通预

测的区别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在概念或

分布上发生一些偏差．处理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是使用多个学习器共同决策，因为多个学习器相比

于单个学习器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
在时间序列预测方面，Ｍｄ Ｍ Ｉｓｌａｍ 等［７９］ 提出

了 ＣＮ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算

法，该算法通过使用一个特定的构造方法来决定神

经网络中隐藏节点个数，以此保证每个神经网络的

准确性，并且使用基于负相关的增量训练法来获取

不同周期的神经网络，从而确保个体神经网络的多

样性．Ｄ Ｋｉｍ 等［８０］ 提出了一种 ＧＦＰＥ（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ｕｚｚ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算法，该算法分为两阶段，第一

阶段生成一个尽可能涵盖多的训练样例的模糊规

则库，第二阶段建立微调隶属函数来降低预测误

差，最后加权组合每个模糊预测器的结果进一步的

减少预测误差．Ａｓｓａａｄ 等［８１］ 将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和 ＲＮＮ 相

结合，进一步提升了 ＲＮＮ 在时间序列预测方面的

效果．熊志斌［８２］提出了一种基于 ＡＲＩＭＡ 和神经网

络集成的 ＧＤＰ 时间序列预测算法，该集成算法优

于单一模型并且能够有效用于 ＧＤＰ 预测时间序列

分类方面，Ｊ Ｎｅｕｇｅｂａｕｅｒ 等［８３］设计出了一个通用的

级联分类模型，它可以将高维分类任务分解为一系

列低维任务，因此它不仅适用于时间序列，也可以

用于处理其他具有复杂数据结构的数据集．Ａ Ｂａｇ⁃
ｎａｌｌ 等［８４］提出了一种将监督式集成学习和转换数

据空间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将原始时间序列

在时间、频率、变化和 ｓｈａｐｅｌｅｔ 四个领域上进行转

换，然后再使用监督式集成学习方法生成模型．更
多关于使用集成学习进行时间序列分类的研究可

以参考［８５－８７］ ．
时间序列聚类方面，Ｙ Ｙａｎｇ 等［８８］ 提出了一种

结合 ＲＰＣＬ 网络和集成学习的方法，该方法用多个

ＲＰＣＬ 网络分别聚类不同表征学习后的时间序列，
从而产生多个竞争学习的结果并将其组合，然后使

用几个共识函数（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在组合结果

上学习，最后采用一种最优的选择函数来输出结

果．此外，文献［８９］中提出的加权聚类集成算法也

表现出卓越的性能，该算法通过使用不同特征表示

方法对同一个时间序列进行特征学习，然后利用加

权共识函数（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对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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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特征进行学习，最后采用协议函数（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来输出结果．针对基于隐马尔科夫的时间

数据聚类问题，一种双加权集成方法［９０］ 和混合元

聚类集成方法［９１］ 被提出，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

解决模型初始化和模型选择的问题．更多关于时间

序列聚类的研究可以参考［９２－９５］ ．
２．２　 在医疗健康上的应用　 医疗领域数据通常具

有数据量大、数据质量不高和数据不精确等特点．
然而，用于医疗诊断的专家系统需要具有高度精确

性，因为其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现有的

专家诊疗系统有：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９６］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Ａ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９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ＳＳ）等．因此，
在该领域利用集成学习方法集成多个“专家”进行

决策的系统相比只根据单个“专家”进行决策的系

统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Ｙ Ｌｉ 等［９８］针对帕金森病设计出一种基于语音

数据的分类算法．Ｂ Ｌｓｓａｃ 等［９９］ 提出了一种基于特

征选择和数据分类的集成学习方法，此方法用于癌

症诊断和评分．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等［１００］ 在预测心力衰

竭方面提出了一个结合时间序列测量方法和多元

逻辑回归集成模型的方法．Ｇｕｏ Ｈａｏｙａｎ 等［１０１］ 设计

了一种针对肺结节检测的多层次特征选择和集成

学习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李霞等［１０２］ 提出了一

种基于递归分类树的特征基因选择的集成方法，该
方法不仅能够寻找疾病相关基因，而且能显著提高

疾病的分类准确率． Ａ Ｃ Ｔａｎ 等［１０３］ 将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和 Ｃ４．５ 决策树算法相结合，在癌基因表达

谱中利用微阵列分析对癌症基因组数据进行分类．
并且，集成学习在生物信息方面也具有广泛的应

用［１０４－１０７］ ．
２．３　 在入侵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互联网，手机，电
子商务，基于 ＰＣ 的通信和信息系统已成为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这些系统的广泛使用使通信变得更加

方便快捷，增加了数据传输和信息共享量，并提高

了生活质量．由于通信系统在许多领域都有使用，
因此当它们受到诸如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等各

种攻击的困扰时，便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影

响．关于发现攻击并消除其影响的研究被称为入侵

检测系统（ ＩＤＳ） ［１０８］ ．可将 ＩＤＳ 研究看作是将网络

的正常行为与攻击行为分开的分类任务．机器学习

和数据挖掘算法在 ＩＤＳ 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其主要

目的是解决 ＩＤＳ 泛化能力差的问题．由于攻击者会

不断改变并提高他们的能力，所以对 ＩＤＳ 的研究将

是永无止境的［１０９－１１１］ ． Ｐ Ｍｅｈｅｔｒｅｙ 等［１１２］ 研究了一

种基于集成学习方法的协同入侵检测系统，它允许

使用未开发的云资源来检测云系统上的各种类型

的攻击．谷雨等［１１３］针对于新的入侵行为，提出了一

种集成 ＰＣＡ、ＩＣＡ 和增量式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系

统．Ｐ Ｓｏｒｎｓｕｗｉｔ 等［１１４］针对于 Ｕ２Ｒ 和 Ｒ２Ｌ 这两种难

以检测的网络入侵攻击，采用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算法创建

一个可以保护安全性并提高分类器性能的模型． Ｓ
Ｃｈｅｂｒｏｌｕ 等［１１５］提出了一种基于集成学习方法的混

合体系结构，它将不同的特征选择算法组合，通过

确定重要的输入特征，从而建立一个高效的入侵检

测系统．Ｇ Ｇｉａｃｉｎｔｏ 等［１１６］ 针对网络流量中不同的协

议与服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块化多分类器系统

（ＭＣＳ）的无标签网络异常入侵检测系统，其中每个

模块都会模拟一组特定的网络协议或者服务类型．

３　 总　 结

人类做出重大决定前会寻求多种意见来辅助

决策，集成学习算法就是模仿这种行为而产生的．
七十年代后期，模式识别、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等学

科的研究人员开始对集成学习方法进行研究．随着

研究热情不断增长，并且对于集成学习的研究不断

深入，多种集成学习方法被提出并被广泛应用于各

个领域．
集成学习通过结合多个学习器来为各种机器

学习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模型能够解决很多单一

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大部分集成学习算法对

基础学习器的类型没有限制，并且它对于诸多成熟

的机器学习框架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因此集成学

习也被称为“无算法的算法” ．
已有集成学习算法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局限性，

例如，若想通过 Ｂａｇｇｉｎｇ 算法取得较好的集成效

果，则需要基学习器同时具备高效的学习能力以及

高度的数据敏感性．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在训练带有噪声

的数据时容易产生过拟合问题．因此集成学习在很

多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后续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展开：①集成学习结构优化：针对集成

学习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进行研究，使集成

学习系统的性能进一步提高．②集成学习模型选

择：对集成学习系统中的模型进行选择，将冗余和

对结果有负面影响的模型移除．③集成学习模型融

合：对于非监督算法，其输出结果较为复杂，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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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式集成学习算法的模型融合策略无法使用．
本文首先对集成学习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

的介绍，然后对集成学习的三大支柱进行了详细的

阐述，最后列举了集成学习在具体问题中的应用．
本文为集成学习的初学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学习

框架，清晰地对集成学习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

述，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读者能够了解集成学习

系统构造方法和基本的集成学习模型，并且鼓励读

者继续探索研究集成学习，也可以将集成学习方法

引入自身研究领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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