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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卷积神经网络是一种全监督的深度学习模型，其要求样本类标完整．在样本类标缺失等弱监督的实际应

用中，卷积神经网络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为解决弱标记环境下的多示例学习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多示

例深度卷积网络模型．该模型引入了一种新的原型学习层．该层使用基于原型度量的算法，实现了示例特征至包特

征的映射，从而使网络能够在包的层面给予类标信息，进而完成整个模型的学习过程．该文首先在肺癌病理图像细

胞分类的问题中，验证了该网络的性能．实验表明，相较于传统基于手工图像特征的方法，该文所提出的方法在准

确率方面约有１２％的提升．相较于卷积神经网络结合传统多示例学习的方法，所提出的方法在各项指标上同样取

得了更好的效果．此外，在自然图像分类数据集ＧＲＡＺ０２上，所提出的方法相较于目前最优的算法也取得了相当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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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目前绝大多数行之有效的深度网络关注于全监

督的情形［１３］．而在现实问题中，类标信息往往是弱

监督的［４６］．在这样的数据集中使用以往全监督的深

度网络会受到噪声的明显干扰，因其基于训练集中

的所有示例对于网络的贡献都是均等而无差别的假

设．解决弱监督样本集的训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机

器学习领域的研究重点，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

其一是多示例学习．多示例学习
［７］思想由Ｄｉｅｔｔｅｒｉｃｈ

等人首次提出，被用于预测药物分子活性．多示例学

习的假设是将样本集看作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包的集

合，每一个包中包含了若干数量的示例（其他机器学

习任务中的样本特征），每个包中的示例数量是任意

的．当且仅当一个包中最少有一个示例为正时，这个

包是正包，反之，是负包．训练集中包的标记已知而

示例的标记未知，目标则是在示例标记不可见的情

形下对包的标记进行预测．这样的假设建立了一个

对于样本集的更高级的抽象，从关注对示例类标的

预测转为关注包类标的预测，从而避免直接对每一

个示例样本进行预测．一些经典的多示例学习算法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４，８，９］．但这些算法都是基于

手工抽取的特征，例如ＳＩＦＴ，ＬＢＰ等．抽取特征的

方法往往是通用的，对样本集不具有特异性．抽取出

的特征往往是浅层的，不能够有效地描述样本的结

构信息．

近年来，通过深层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抽取得到的特征已被证实

在图像分类任务中能够取得卓越的效果［１０］．卷积神

经网络可以抽取出层次化结构化的目标的深层特征

表示信息，其抽取特征的方法是基于数据集学习得

到的，更加贴近输入数据的分布特点．但是以往的深

度学习模型关注于全监督的情形，所有的输入样本

都与其类标一一对应，这样制约了其模型在使用上

的灵活性．因而如果将学习得到的深度特征与多示

例学习算法结合可以解决弱监督条件下的图像分类

问题，提高算法性能．

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原型学习的

多示例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将示例层面通过学

习所得的深层特征表示映射至包的特征的层面，使

用映射后的包的特征表示进行图像分类．将多示例

方法与深层神经网络学习的特征进行结合的想法是

直接的．虽然这样的想法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注意

到已经有一些文献使用了这样的思想［１１，１２］．Ｘｕ等

人［１１］的方法通过分别学习一个深层的神经网络获

得特征并学习一个多示例的分类器得出最终预测，

并通过实验证明了ＣＮＮ在医学图像中的有效性．

但其并没有将多示例和深度学习方法结合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示例的特征抽取以及多示例分类是两个

独立的阶段．Ｗｕ等人
［１２］的方法则是通过使用一个

深层神经网络对示例进行预测后将示例的类标进行

综合得到包的类标，在自然图像分类实验中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效果．根据以往工作总结
［１３］，不进行示

例分类，而是采用示例之间关系的学习抽取包的特

征，直接对包进行分类的多示例方法，通常效果更好．

此外，传统的多示例学习假设由于其较大的限

制，不能随意应用到诸多其他领域．因此，在图像分

类任务中，一种扩展的多示例假设被提出来，其放松

了对于示例与包之间关系的约束．在图像分类中，将

待分类的图像看作是包，而将图像中的子块看作是

示例．那么，正的示例是在一副图像中被标记为正有

相关关系的一些图像子块，反之，负的示例则是其中

没有这些相关关系的一些图像子块．一些之前的图

像分类工作广泛的应用了这样的假设［１３］．基于我们

的观察，在图像分类问题中，假设以图像为包，图像

中的目标（对应图像上的图像块）作为示例，如图１

所示，图像上通常包含了很多的噪声示例，而这些噪

声示例具有较大的形式上的差异，使得这些噪声示

例不能够被准确预测出其具体类标，因而影响到基

于示例类标预测的一些基于示例层面的多示例学习

算法．这些多示例学习算法常常综合预测得到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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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类标，通过一些求和、平均或投票等算法预测包的

类标．明显地，其效果会因示例预测准确性而有所下

降．因而本文算法从包的特征层面进行分类并组建

了一个完整的深度多示例学习模型．其主要思路是，

通过从示例中选取原型示例，将包中示例到原型示

例之间的最小距离作为包的特征，因此构建出包层

面的分类器，直接对包的特征进行分类．该方法的优

势是不依赖于示例的标记，对包的标记预测具有更

高的准确率．同时，本文所提方法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实现，具有深度学习算法的一般优点，因此较适合于

如今大样本量的数据集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本文使用了图像子块的集合而不是整张图像作为深

度网络的输入，因此其单幅图像的计算时间会因使

用图像子块的数目而加倍，但会使得该算法具有更

高的鲁棒性．

图１　肺癌图像分类问题和多示例问题的对应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１）提出了一种基于原型

的多示例深层卷积神经网络，能够解决弱监督情

况下的图像分类问题；（２）在基于原型的多示例卷

积神经网络中引入了一种基于原型的包特征表示

方法，能够在包的层面学习包中示例之间的关系，

而不仅仅是示例的特征；（３）将模型应用到肺癌图

像分类以及自然图像分类数据集中，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本文第２节介绍相关工作；第３节对所提的网络

进行整体的展示；第４节则详细介绍了样本特征的学

习过程，尤其是原型层的学习方法；第５节说明整个

网络的学习策略以及参数更新的计算方法；最后，在

实验中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效果并进行总结．

２　相关工作

根据度量对象的层次不同进行划分，多示例的

学习方法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基于示例层度量的方

法和基于包层度量的方法［１３］．其中，基于示例层度

量的方法基于平均贡献假设，假设包中的所有示例

对于包的标记的贡献都是相等的．很多多示例的方

法使用了这样的假设设计算法［４６］．这一类的方法独

立地对每一个示例通过推理去判别他们的标签，因

而对于分类器的训练是各自独立的，在判别一个示

例标签时并没有使用同一个包中其他示例的信息．

而 Ａｍｏｒｅｓ
［１３］在他的文章中验证了使用包层面的

特征判别的算法比使用示例层面特征判别的算

法更能得到好的结果，同时节省了时间的开销．

因此，同样有一些算法基于包的层面的特征度

量［１４１６］．这样的方法用机器学习的术语可以称为

上层建模．这些经典的多示例算法，以往主要使用

的是手工设计的特征而非深度学习的特征，给算

法性能带来了限制．

深度学习方法近年常被用来学习样本的深层的

特征表示，常用的模型主要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擅长

学习数据的结构的生成式深度玻尔兹曼机（ＤＢＭ）

模型；另一种为擅长处理图像等具有二维空间信息

的图像等数据的判别式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模型．

这些的方法被用在诸多的机器学习任务之中并且

被证明是有效的，例如语音识别［１］、人脸识别和核

实［２，３］、目标检测［１７］等等．尤其是在图像分类识别领

域中，ＣＮＮ取得了比以往图像分类模型更好的效

果，但是其针对的任务是全监督的，训练集中的每一

个样本在网络的训练中都被假定有同样的价值．但

是在一些常见的场景中，需要处理弱监督的学习问

题，数据中总是有大量的噪声数据，我们不能给出每

一个样本一个确切的类标．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关

注到了这样的问题，Ｘｕ等人
［１１］提出了一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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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Ｎ抽取特征和多示例分类器的方法去解决医学

图像的分类问题．但是他们将整个算法设计成两个

阶段，训练ＣＮＮ和多示例的分类器分开进行，使得

残差并不能够通过回传消除，而我们的模型将多示

例的分类器纳入到一个整合的深度学习网络中来．

Ｗｕ等人
［１２］使用一个整合的ＣＮＮ学习示例图像的

特征并得到该示例的预测标记，并综合包中所有示

例的预测标记预测出包的预测标记信息，该方法虽

然是一个整合的多示例深度网络，然而他们关注的

是通过对示例分类后将示例的类标进行综合得到包

的类标，即基于示例层度量的方法，并不能够学习示

例之间的关系．不同之处是，本文所提的方法是基于

包层度量的方法．

３　基于原型学习的多示例深层卷积

神经网络

　　基于原型的多示例深度学习网络的整体结构见

图２．该网络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１部分是抽取示

例特征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第２部分为原型示例

选取层，该层的输入为由一个预训练的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抽取的示例特征，输出为一系列原型示例的

特征；第３部分将原型示例特征以及所有的示例特

征，通过包特征变换函数，将示例特征映射为包的特

征，最后对包的特征进行分类，判断一个包的类别．

总的来说，待分类的所有示例特征会被输入一个经

过预训练的ＣＮＮ网络（通常使用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ＬＳＶＲＣ）１２

数据集进行预训练）得到所有示例特征的集合，如

图２中虚线框中所示，通过一些可能的原型选取方

法，学习得到基于该数据集的原型特征向量集．之

后，在训练和测试阶段，一个待分类的图像（包）上的

所有被选取出的图像子块（示例）通过一个深度的卷

积神经网络，从而抽取出示例特征．这些示例特征会

被输入到一个原型学习层．原型学习层构建了一个

基于距离的特征表示器，根据之前的原型选取过程

得到的原型示例的向量集，通过一个包特征转换函

数，示例特征将被转换为包的特征．最后，对于包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回归函数对包的特征进行分类，得到包的

类别．最终整个网络以包的分类损失为整体的网络

损失进行反向微调．网络的整体学习过程将在下文

进行具体的介绍．

图２　基于原型学习的多示例卷积神经网络的整体结构

４　网络结构

多示例学习问题中，训练样本通常由一系列的

包构成，假设包的表示为
!犻＝ 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狀｛ ｝

犻
，犻＝

１，…，犿，其中犿是包的个数，狓犻犼∈!

犱为第犻个包中

的第犼个示例，犱为示例的维度，狀犻为第犻个包中示

例的个数，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中，包为一幅图像，

示例为图像上有目标的区域对应的一个图像小块．

假设包对应的标记为犢犻∈｛０，１｝
犽，表示训练样本中

有犽个类别，犢犻中仅有一个元素取１，取１元素的索

引为包对应的类别．输入数据首先被用来训练一个

深度的卷积神经网络，深度的卷积神经网络由一系

列成组的卷积（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及池化（Ｐｏｏｌｉｎｇ）层

构成，通过对输入样本进行多次卷积以及池化操作

后，输出输入样本的特征表示．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层

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本文采用了同参考文献［１０］

中同样的设置，采用该设置的原因是，本文将所研究

的模型主要用于图像分类任务，文献中的网络参数

设置在图像分类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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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ＮＮ进行详细的回顾，我们将主要阐述本文的

贡献，包括如何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原型以及得到具

有判别性的包的特征．

４１　原型学习层

从示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原型示例）并

将示例特征转换为包的特征进行分类的多示例学习

方法已经有若干代表性的工作［１６，１８］．本文将示例特

征的学习、原型示例的学习以及判别性包的特征的

分类３个部分的内容整合到一个完整的深度学习网

络中．而在以往的方法中，这３个部分是分开进行学

习和优化的．接下来首先介绍如何在网络中进行原

型示例的学习．

原型学习层的主要目的是从示例数据的分布中

学习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显著的示例，并且构建一个

基于距离度量的包的层面的特征表示，进而完成对

于包的类标的预测．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将每个原

型向量看作某个非确定类别（因其是基于学习得到

的类别而非传统人工指定的类别）的图像分布的中

心．因而同属于原型向量那一类的示例图像将和原

型向量具有很小的距离，不同类别的示例图像与原

型之间的距离相对较大，从而在包特征的层面，不同

类别的包的特征会在不同的维度表现出不一样的形

式．整体来说，包的特征在属于自己那一类的原型的

那几个维度上，特征值将较小．包特征值的抽取，实

际上我们是对示例到原型的相对距离进行了一次池

化操作．相对于卷积神经网络中采用的最大池化，均

值池化而言，卷积神经网络中的池化操作是在某一

个图像的局部进行计算．而我们的池化操作是对图

像上全局的所有的示例来说，选取与原型最相近的

示例的距离，由于仅用到了最有效的示例，该操作中

可以消除原图上的噪声图像块对分类的影响．以下

详细介绍该算法的实现过程．

假设以矩阵犎＝ 犺１，犺２，…，犺［ ］狀 ∈!

犱犺×狀代表通

过ＣＮＮ抽取的所有示例的特征对应的特征矩阵，

犱犺为ＣＮＮ输出的示例特征的维度，狀为示例的数

量．我们的目标是从整个数据集中学习得到狆个原

型向量，得到这样的原型向量的原型选取方法可以

有两种：第１种方法是随机选取，得到符合要求的原

型向量即可；第２种方法是通过聚类方法得到，可以

观察到，原型向量可以被看作向量空间中的一些锚

点，通过度量这些锚点和示例之间的距离，可以得到

示例对于这些原型向量的表示．因此，可以假设原型

向量为空间中的一些中心点，那么这些中心点就能

较好地刻画示例在整个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假设需

要将数据集分成犽类，那么可以在空间中找到犽个

这样的中心，而每个中心选取距离最近的狆／犽个样

本作为原型向量．这两种方法的对比，本文将在之后

的实验部分给出．这里主要介绍第２种方法所构成

的网络，使用第１种方法与此类似．

４２　包特征转换函数

得到原型之后，学习从示例特征映射到包的特

征有一系列的转换函数可以实现，本文采用了通过

将包中的示例特征与原型示例特征进行距离计算

后，选取包中与原型向量距离最近的距离作为一个

特征，假设包
!犻的特征为犅犻，则具体如下：

犅犻＝ !犻，（ ）犘 ＝

ｍｉｎ
犼＝１，…，狀犻

狘犺犻犼－犘１狘
２

２

…

ｍｉｎ
犼＝１，…，狀犻

狘犺犻犼－犘狆狘

熿

燀

燄

燅

２

２

（１）

其中，犺犻犼表示第犻个包中第犼个示例的特征向量，因

此，第犻个包的第犽维特征为包中的所有示例与原

型犘犽计算欧氏距离的最小值．值得注意的是，其他

的距离度量方法也可以用在上式的计算中替换欧氏

距离度量．

４３　联合的包特征以及示例特征学习

基于原型的多示例卷积神经网络的整体目标是

学习一个可以正确分类包的神经网络，这样的目标

函数依赖于以下的两个主要因素，包的特征具有判

别性以及一个好的分类函数．本文采用了Ｓｏｆｔｍａｘ

回归函数作为包的分类函数，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可以直

接对包的特征进行多分类．而包的特征具有判别性

取决于具有判别性的示例特征以及原型向量．因而，

多示例深度神经网络的目标函数可定义为

犔＝－
１
熿

燀
犿 ∑

犿

犻＝１
∑
犽

犼＝１

１犢犼 ＝｛ ｝１ｌｏｇ
ｅ－θ

Ｔ
犼

犅犻

β

∑
犽

犾＝１

ｅ－θ
Ｔ
犾

犅犻

燄

燅β

（２）

其中，１｛·｝为判断函数，若大括号中的陈述为真，则

其值为１，反之为０．θ为Ｓｏｆｔｍａｘ回归函数的参数．

ｅ
θ
Ｔ
犼
犅犻为包犅犻的类标为犼的概率，将其做归一化后的

误差，使用负的ｌｏｇ损失进行累积．容易看出，由于

该损失函数在犢＝１时会最大化第犻个包属于第犼

类的概率ｅ
θ
Ｔ
犼
犅犻，而如前文所述算法的目标需最小化

原型与其最相似示例间的距离，即最小化特征犅犻．

因此，式（２）中，需对包的特征取反．特别地，由于包

的特征犅犻基于距离的度量，在数量级上会比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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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为基础的神经网络大很多，因此我们用一个基

于经验的参数β对其进行规范化．根据经验，参数β
与示例特征犺犻犼的维度有关，在本文的实验中，通常

取β＝１０００．整个函数对包的分类损失定义在包特

征层面，将对包的分类损失整体回传，可用于微调整

个ＣＮＮ网络，因此该网络可以同时进行示例特征

以及包特征的学习．

５　学习方法

精确的对上述的网络进行求解是不可行的，因

而我们采用近似求解的方式对上述网络中的参数进

行学习．整体来说，对上述的网络参数进行求解可分

为以下的几个步骤，首先，采用传统ＣＮＮ网络的学

习方式，学习得到对输入示例输出最优示例特征表

示的网络，在传统ＣＮＮ网络的学习过程中，假设示

例的类标与包的类标一样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设置

实际上，示例类标中是存在噪声的，但是对于初始化

来说，这样的假设已经足够学习到一个较优的网络

参数．然后，通过学习后的示例特征选取出原型向

量．最后，对整个网络总的参数进行全局的反向

微调．

在第３步中，反向微调依赖于反向求解各个网

络层的参数的导数．而根据链式法则的原理，示例特

征的误差由原型层传递，首先给出原型学习层输入

的导数形式：

犔

犺犻狋
＝∑
犼∈犆犻狋

犔

犅犻犼

犅犻犼
犺犻狋

＝∑
犼∈犆犻狋

犔

犅犻犼
（－２（犺犻狋－狆犼））

（３）

式（３）中，犆犻狋为包!犻中使用犺犻狋计算包特征的维度索

引，通过链式求导法则，犔
犺犻狋

的公式如式（３），如果犺犻狋

和所有原型的距离都很远，包特征的计算中该示例

没有参与，则犆犻狋为空，
犔

犺犻狋
为０，对应该示例特征不

会被更新，只有对包特征计算有贡献的示例才参与

后续更新，该方法为次梯度算法．之后的误差传递过

程与传统的ＣＮＮ相同，通过全局的反向传播，对整

个网络进行微调，最终学习得到多示例的深度学习

网络，最终测试的过程为，使用学习得到的网络，输

入一个包中的所有示例，输出为该包的类标．

６　实　验

这一章本文首先介绍数据集的设置以及对图像

进行预处理的方法．之后本文验证了所提模型在数

据集上的验证效果，一些参数的设置以及和现有的

方法进行对比．

６１　数据集设置及预处理

实验采用了两个真实图像数据集：

（１）肺癌图像数据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

医院提供的肺癌数据集中共有４类肺癌细胞图像

（依次标记为核异性癌（ＮＡ），共２１张，鳞癌（ＳＣ），

共３４２张，腺癌（ＡＣ），共３２９张，小细胞癌（ＳＣＣ），

共３７０张）和１类正常肺细胞图像（标记为正常

（ＮＣ），共１２０张），共计１１８２张．分辨率为７６８×５７６

像素．由于癌症细胞之间会有重叠和粘连，并且细胞

只占到图像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并

不能很好地解决这样的５分类问题．

对图像的预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提取图像上包含

肺癌细胞的图像区块，以整幅图像作为一个包，一个

图像区块作为一个示例．肺癌图像的预处理方法主

要如下，首先将输入图像转到 ＨＳＶ空间，提取该图

像在Ｈ通道上的图像，将像素值小于一定阈值的像

素值截断为白色，将上述处理得到的图像二值化，然

后进行最大连通区域计算，计算连通区域的中心，按

该中心，提取图像上一个２２７×２２７大小的区块，作

为该图像上的示例．

（２）ＧＲＡＺ０２数据集
［１９，２０］：是一个十分常用的

自然图像数据集，包含Ｃａ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ｓ，Ｂｉｋｅｓ和Ｎｏｎｅ

四类图像，每类的图像数量在３００到５００张之间，图

像的分辨率为６４０×４８０．数据集中的图像有很高的

空间复杂度，类内差距很大，具体表现在图像中的待

识别目标具有多种形状、角度和光照条件，是一个难

度较高的图像和目标识别数据集．

该数据的预处理首先采用ＢＩＮＧ算法
［２１］生成

图像上一系列的目标框，然后每幅图像上保留一定

数量的目标框中的图像进行缩放后，作为该图像上

的示例．

６２　评价指标

实验中采用的评价指标包括：准确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精度（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召回率（Ｒｅｃａｌｌ）、Ｆ１值（Ｆ１Ｓｃｏｒｅ）

以及真阴率（Ｔｒｕ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ＴＮＲ）．准确率即

正确分类的样本数量除以总的样本数量．精度、召回

率、Ｆ１值以及真阴率在实验中均是对５个类别分别

计算，另外对５个类别的数值进行了求平均得到．

６３　实验结果

本节的实验结果主要验证以下几个方面，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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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原型示例数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所提方法

在两个数据集中的效果，所提方法与传统方法（包括

采用手工特征的方法、ＣＮＮ与传统多示例方法结合

的方法）的效果对比．

６．３．１　肺癌图像数据集

在实验中，整个ＣＮＮ网络的参数设置与参考

文献［１７］相同，在原型学习层，主要实验不同的原型

数量对分类准确率效果的影响．

（１）调整原型数量对结果的影响

首先验证本文所提方法中的原型示例数量对分

类效果的影响，以肺癌数据集的实验结果为例，表１

列出了原型数量对最终图像五分类的分类准确率影

响，测试的原型数量包括８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由实验

显示，１００的效果最优．因而，在后续实验中，采用的

原型数量为１００．

表１　原型数量与准确率之间的关系 （单位：％）

原型数量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Ｆ１ ＴＮＲ

５０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９．６

１００ ９９．０ ９９．０ ９９．０ ９９．０ ９９．８

１５０ ９８．５ ９８．６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９．６

２００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８．５ ９９．６

２５０ ９８．０ ９８．０ ９８．０ ９８．０ ９９．５

（２）所提算法在５个肺癌图像类别上的分类效果

本节主要分析所提方法在５类肺癌图像上的分

类效果，图３展示了所提算法在５类肺癌图像分类

问题上的混淆矩阵（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从图中可以

看出，５个类别的图像均可以被很好的分开，其中

ＳＣ与ＡＣ有部分图像不能被很好地分开，其原因主

要是ＳＣ与ＡＣ图像在外观是比较相近的．

图３　所提算法在５类肺癌图像分类问题上的混淆矩阵，

从图中可以看出５个类别的图像均可以被很好地分

开，其中ＳＣ与ＡＣ有部分图像不能被很好地分开

在５个类别上的分类效果与ＣＮＮ结合传统分

类方法的效果对比，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在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指标上，ＮＣ与 ＮＡ 的分类效果是最好的，几乎都

为１，所提方法在ＳＣ的分类效果略差，而在其它３类

上均优于传统方法．在 Ｒｅｃａｌｌ指标上，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指标，ＮＡ与ＮＣ的分类效果趋近于１，所提方法在

其他几类上均优于以往的算法．在Ｆ１Ｓｃｏｒｅ的指标

上，所提方法也取得较以往算法更好的效果．在

ＴＮＲ的指标上，所提方法仅在ＡＣ的指标上存在略

低于其它方法．

（３）所提算法与其他方法的效果对比

我们将所提算法与相关的方法在上述的５个指

标上进行了比较，表２中前６行为传统通过手工方

式抽取特征的方法，对比的方法包括ＬａｐＲＬＳ
［１８］，

ＭＣＭＩＡＢ
［２２］，ｍｃＳＶＭ

［２３］，ＥＳＲＣ
［２４］，ＫＳＲＣ

［２５］以及

ｍＳＲＣ
［２６］，可以看到的是传统方法在准确率指标上

的最好效果是８６．７％，未达到９０％．而采用 ＣＮＮ

结合传统多示例学习方法的效果，均达到了９５％以

上．其中ＣＮＮ＋ＳＶＭ的方法未采用多示例学习，其

效果略差于采用了多示例方法 ｍｉＳＶＭ 以及 ＭＩ

ＳＶＭ的效果．表２中，所提方法随机以及所提方

法ＫＭｅａｎｓ分别为原型学习采用随机选取以及采

用ＫＭｅａｎｓ距离，所提方法ＫＭｅａｎｓ在５个指标上

均取得了最优的效果，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然

而深度学习算法在该数据集上的分类效果趋近于饱

和，因而本文的算法相对于ＣＮＮ结合传统分类方

法的效果的优势并未完全体现．

此外，本实验采用经ＩＬＳＶＲＣ１２数据集预训练

的ＣＮＮ抽取图像的深层特征，此数据集中并未包

含本实验所需验证的肺癌数据等．但实验结果的对

比说明此预训练网络依然具有较高的效能．因此可

以看出，不同种类图像，例如自然图像和医学图像在

底层特征上具有某些共性，因此通过共享经自然图

像数据集训练的ＣＮＮ依然可以在医学图像中得到

较高的效果．

６．３．２　ＧＲＡＺ０２数据集

为验证所提算法在普通自然图像分类问题中的

适用性，我们在 ＧＲＡＺ０２图像数据集上验证了我

们的算法．在实验中，我们将数据集中每一类的

８０％作为训练样本，余下的２０％作为测试样本．在

每张图像（包）中，选取２０个图像子块（示例）．

表３将我们所提方法在ＲＯＣＥｑ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

指标上与该数据集上作为基准的算法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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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与相关方法在肺癌分类数据集上的对比（每类方法中最优者用粗体表示）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Ｆ１ ＴＮＲ

非深度

学习方法

ＬａｐＲＬＳ
［１８］ ０．６２５ ０．５３３ ０．５３８ ０．６５７ ０．９０７

ＭＣＭＩＡＢ［２２］ ０．６０８ ０．５８５ ０．５６４ ０．５６３ ０．８９９

ｍｃＳＶＭ［２３］ ０．６７４ ０．５９８ ０．５７７ ０．５７６ ０．９２１

ＥＳＲＣ［２４］ ０．８００ ０．７３０ ０．８８４ ０．７７７ ０．９４０

ＫＳＲＣ［２５］ ０．８３０ ０．７８２ ０．８４３ ０．８０４ ０．９５３

ｍＳＲＣ［２６］ ０８６７ ０８３４ ０９１３ ０８６２ ０９６２

深度

学习

方法

ＣＮＮ＋ＳＶ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９２

ＣＮＮ＋ｍｉＳＶＭ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７

ＣＮＮ＋ＭＩＳＶＭ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１ ０．９９５

本文所提方法随机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９４

本文所提方法ＫＭｅａｎｓ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８

图４　所提算法与ＣＮＮ＋传统分类方法在５个类标的图像上的分类效果对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相较于表３中的前３个算法

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相较于表３中的第４个算法，

我们的算法取得了与之相当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

表３中的前４个算法均是采用特定的目标检测加识

别的算法实现的，训练样本为全监督形式的．而我们

的算法采用了ＢＩＮＧ进行目标检测，保留的图像块

上有大量的噪声，实验设置为弱监督环境下的．在这

样的情形下，所提算法仍然取得了和目前算法相当

的效果，从而验证了所提算法在抗示例噪声干扰上

的有效性．

表３　不同方法的犚犗犆犈狇狌犪犾犈狉狉狅狉犚犪狋犲指标比较

方法 Ｂｉｋｅｓ Ｃａ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ｐｅｌｔ等
［１９］ ７７．８ ７０．５ ８１．２

Ｈｅｇａｚｙ等
［２７］ ７４．７ ８１．３ ８１．３

Ｚｈａｎｇ等
［２８］ ８８．９ ８５．２ ８８．１

Ｇｕｐｔａ等
［２９］ ９６．０ ９０．７ ８９．３

本文所提方法 ８６．７ ８５．６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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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总　结

基于多示例的深度学习方法在图像分类领域目

前取得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原型向

量提取的多示例深度学习方法，可以同时学习示例

以及包的特征，从而更好地进行包层的分类．该方法

在肺癌图像分类数据集上进行了效果验证，实验表

明，相对于传统手工特征抽取的图像分类方法以及

ＣＮＮ结合经典多示例学习的方法，所提方法效果均

优于传统方法．而在ＧＲＡＺ０２数据集上，所提算法

在更难的实验设置下，取得了与以往算法相当的效

果，从而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该方法在解决图像分类的问题上，尚有进一步

研究的空间，包括目前的方法中，包特征转换函数的

研究，原型学习方法的研究，此外，在图像分类问题

中，多示例多标签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之一，本

文的后续工作包括，进一步研究结合深度网络的原

型学习方法，包特征转换函数方法以及与多示例多

标签结合的深度学习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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