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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局部保留投影(LPP)是一种常用的线性化流形学习方法, 其通过线性嵌入来保留基于图所描述的流形数据
本质结构特征, 因此LPP对图的依赖性强, 且在嵌入过程中缺少对图描述的进一步分析和挖掘. 当图对数据本质结
构特征描述不恰当时, LPP在嵌入过程中不易实现流形数据本质结构的有效提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在给定
流形数据图描述的条件下, 通过引入局部相似度阈值进行局部判别分析, 并据此建立判别正则化局部保留投影(简
称DRLPP). 该方法能够在现有图描述的条件下, 有效突出不同流形结构在线性嵌入空间中的可分性. 在人造合成数
据集和实际标准数据集上对DRLPP以及相关算法进行对比实验, 实验结果证明了DRLPP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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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ity preserving projections (LPP) is a popular linear manifold learning algorithm, which preserves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of manifold data based on graph description by linear embedding. As a result, LPP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graph, and it lacks further analysis and mining of graph description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When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is improperly described by the graph, it is not easy for LPP to extract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of manifold data effectively while embedding.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local discriminant analysi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a local similarity threshold given the graph description of manifold data, and then discriminant and regularization locality
preserving projections (DRLPP) is presented.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highlight the separability of different
manifolds in the linear embedding spa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graph description of data. Extensive experiments on synthetic
data and benchmark datasets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method compared with related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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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维空间里, 数据常常带有大量的特征, 这不仅
增加了后续算法的训练时间, 也对数据的存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此外高维数据常常带有噪声和不相关特
征, 这严重影响了后续算法的性能. 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 维数约简被提出. 维数约简的目的是将高维数据

投影到低维空间, 此外尽可能多地保持原始数据的内
在信息, 从而使得高维数据能够表示在低维空间中.
维数约简包括特征选择[1–4] 和特征提取[5–6] 两种方式,
特征选择是通过移除原始数据特征的不相关项或弱
相关项, 从而达到维数约简的目的; 而特征提取是通
过转化或联合原始数据的特征, 从而达到维数约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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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主要讨论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包括线性维数约简和基于流形学习的非
线性维数约简. 线性维数约简最典型的约简方法包括:
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7] 和
线 性 判 别 分 析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8] .
它们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模式识别、数据挖掘、计算机
视觉等领域. 作为一种典型的无监督学习方法, PCA
的目标是寻找一组最优投影正交基, 使得投影后的数
据方差最大化; 而从重构误差的角度来看, 则是使得
投影后的数据反映射到原空间后的重构误差最小化.
尽管PCA能够较好地重构原始数据, 但是由于PCA没
有利用判别信息, 所以获得的投影正交基未必是最优
的[9] . 因此, 利用了标签判别信息的线性维数约简方
法LDA被提出来. LDA的目标是寻找一组最优投影向
量来最大化类间散度矩阵和类内散度矩阵之间的比
值, 使得同一类数据尽可能聚集在一起, 不同类的数
据尽可能分开. 但是这些方法都属于线性维数约简方
法, 无法提取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 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最直观的思路是基于核对线性模型进行非线性
扩展[10] , 但是基于核的方法计算负担大, 而且无法提
取数据的局部结构特征. 因此近年来众多基于流形学
习的非线性维数约简方法得到广泛研究, 如: 等距映
射(isometric mapping, ISOMAP)[11] 、局 部 线 性 嵌 入
(locally linear embedding, LLE)[12] 和拉普拉斯特征映
射(Laplacian eigenmaps, LE)[13] 等. ISOMAP 模 型 通
过计算样本点之间的测地距离, 来保持高维流形数据
的原有几何结构. 而LLE和LE通过保持原始数据中局
部几何关系, 来保持原始数据的拓扑结构, 最终实现
非线性原始数据的维数约简.
传统流形学习通过非线性映射发现嵌入在高维空
间中的低维流形结构. 然而这种非线性映射不仅计算
成本高, 而且仅仅定义在训练样本集上. 对于一个新
的测试样本点, 无法给出从高维到低维嵌入的映射关
系, 即存在着out-of-sample问题. 因此对于新的高维样
本点, 只能重新对所有数据进行再次处理, 从而大大
增加了计算成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有两类典
型的学习方法, 一类是基于相似性保留的线性化流形
学习方法, 典型算法如: 邻域保持嵌入(neighborhoods
preserving embedding, NPE)[14] 和局部保留投影(locality preserving projections, LPP)[15] , 此类算法通过线
性嵌入来保留数据的流形结构特征; 另一类是基于回
归的 流 形 结 构 保 留 算 法, 如SEANC[16] , RCFE[17] 和
SEC[18] , 这类算法通过线性回归的方式来近似数据的
非线性流形结构.
在流形学习中, 首先需要采用图来描述数据的本
质结构, 图的优劣决定着流形学习方法能否有效提取
数据的本质结构特征. 因此众多图学习(graph-learning)方法被提出来, 典型的学习方法如k NN[19] , ε-bal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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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但是这些图构造方法受局部领域大小选择的影响
极大. 为此, 不少学者提出基于正则化的相似性学习
方法, 实现局部领域大小的自适应选择,典型算法如:
Chen等人[21] 将高斯核和局部线性描述结合在一起来
学习局部相似性, 通过对相似性的一阶正则化, 限制
局部领域的大小. Li等人[22] 在局部线性描述的基础上
利用L1 范数对相似性的稀疏性进行约束; 在文献[23]
中, Nie等人则在最近邻的基础上, 通过添加L2 范数的
正则项, 来学习局部领域和局部相似性. 但是这些方
法是在原空间, 而不是在嵌入空间中学习样本点之间
的相似性, 因此受噪声的影响较大, 所学习到的图
(graph)无法很好地描述数据的本质结构特征.
为了提高图对数据本质结构特征的描述能力, 更
好地解决维数灾难问题, 近年来众多自适应图学习的
方法被提出来, 如: Wang等人[24] 提出了DCLA, Nie等
人[23] 提 出PCAN, Wang等 人[25] 提 出DUDR, Wang等
人[16] 提出了SEANC. 这些方法在嵌入的过程中自适
应构建图, 避免了对超参数的选择, 提高对噪声的鲁
棒性, 有效避免了维数灾难对数据本质结构特征的影
响. 但是上面的这些方法着眼于建立能够对数据本质
结构特征具有良好描述的图形构建上, 在嵌入过程中
缺少对图描述的进一步分析和挖掘, 当图对数据本质
结构特征描述不恰当时, 在嵌入过程中不易实现流形
数据本质结构的有效提取.
如何在给定流形数据图描述的条件下, 提高对流
形数据本质结构特征的提取能力, 近年来, 一些新颖
的线性化的流形学习方法被提了出来, 如: 柯西图嵌
入(CEG)[26] 、基于L2,1 范数的LPP[27] 、局部稀疏保留
投影(LSPP)[28] 、判别稀疏保留图嵌入(DSPGE)[29] 等.
其中CGE利用类柯西分布强调对流形的局部性和拓
扑关系保留能力. 但是CGE为了保留数据的拓扑关
系, 过度强调局部结构特征, 这容易造成流形结构, 特
别是分布稀疏的区域, 在嵌入空间中断裂成多个局部
领域, 即流形结构的整体性特征没有得到有效保留.
这种嵌入模型对于多流形数据容易造成不同流形在
嵌入空间中的交叠, 不同流形数据之间的可分性不明
显. 基于L2,p 范数的LPP, 可以等价看作为L2 范数意义
下, 对相似性重新加权的过程. 这类型方法强调相似
性, 对局部稠密分布的流形结构, 容易过多引入非局
部信息, 从而破坏流形数据的局部拓扑关系. LSPP,
DSPGE利用了稀疏描述和样本的自然判别信息这两
个特征. 这两种方法在嵌入过程中, 除了考虑样本点
之间的局部性, 而且考虑了样本之间的稀疏重建关系,
有效提高了对数据局部本质结构特征的提取能力. 但
是稀疏表示只描述了局部相似性, 对局部判别信息考
虑不足.
本文研究在给定流形数据图描述的条件下, 如何
提高对流形数据本质结构特征的提取能力. 在嵌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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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通过对图描述进一步分析和挖掘, 提出了判别
正则化LPP, 本文的贡献在于:
1) 在给定流形数据图描述的条件下, 通过样本点
之间的相似度阈值确定局部领域. 因为拉普拉斯矩阵
的归一化约束, 相似度阈值具有尺度无关性, 这使得
局部领域的大小, 能够根据分布特征自适应调整;
2) 自适应确定局部领域内、外样本点之间的处理
方式. 对于分布稀疏的领域内, 通过采用L2 范数与
L2,1 范数的组合方式确定数据在嵌入空间中的距离,
利用L2,1 范数对大距离样本点较不敏感, L2 范数对近
距离样本点较不敏感的特性, 避免了大距离样本点对
局部拓扑关系的提取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也防止了流
形数据在嵌入过程中, 断裂成多个局部领域. 特别是
对于具有多个不同流形的嵌入而言, 防止了每个流形
数据集断裂成多个不同的局部领域, 同时不同流形交
叠严重的情况发生.
3) 对于分布稠密的区域, 此时提取该局部判别信
息, 以防止过多非局部信息的引入, 造成流形结构在
嵌入过程中的扭曲和对局部拓扑关系的破坏, 形成流
形结构的光滑嵌入. 对于多流形数据, 有效突出不同
流形结构在线性嵌入空间中的可分性.
4) 在人造合成流形数据以及实际标准数据集上
进行了大量实验, 结果表明了判别正则化的局部保留
投影 (discriminant and regularization locality preserving projections, DRLPP)算法的性能对比其他算法有
着显著的优势.
本文分成5章, 在剩下章节中: 第2章介绍相关算
法; 第3章介绍基于判别正则化的局部保留投影(DRLPP)模型, 以及模型的相关计算步骤; 第4章介绍DRLPP算法与相关算法在人造合成数据以及标准数据集
上进行的大量实验, 以及对实验结果进行的分析. 第5
章对论文进行总结.

2 相关算法概述
2.1

符号定义

本文中: X 代表训练集, Y 代表投影后的样本, n代
表样本个数, d代表训练样本的维数. 本文中的符号以
及定义总结在表1中.

2.2

局部保留投影(LPP)

LPP是一种线性维数约简的方法, 是非线性维数
约简方法LE的线性近似. 其思想核心是使得高维空间
中距离较近的样本点嵌入到低维空间中依然保持这
种较近的距离关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留数据的局
部拓扑结构.
因此LPP目标是寻找一个投影矩阵W ∈ R
将
训练集X 映射到低维空间, Y 是得到的投影后样本点.
其中: n为样本的数量, d为样本的维数, m是样本嵌入
到低维空间后的维数. 投影矩阵W 可以通过对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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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极小化获得.
LPP的目标函数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n
∑
arg min ∥yi − yj ∥22 Sij ,

(1)

i,j

其中S 矩阵的定义如下:

Sij =

−∥xi −xj ∥22

), xi ∈ N (xj )或xj ∈ N (xi ),
exp(
t
 0,
其他情况,
(2)
其中: t是一个热核参数且t > 0, ∥ · ∥2 是L2 范数符号,
N (xi )表示距离xi 最近k 个样本集合. 矩阵S 是一个权
值矩阵, 用于描述数据的局部结构特征, 也被称为相
似度矩阵. 通过对目标函数的极小化, 该算法可将高
维空间中距离较近的样本点嵌入到低维空间中, 并能
够保持这种较近的距离关系.
表 1 本文用到的符号及其定义
Table 1 Notations used in this paper
符合

定义

n

样本个数

d

训练样本的维数

m

投影后样本的维数

X

训练集, X ∈ [x1 x2 · · · xn ] ∈ Rd×n

Y

投影后的样本, Y ∈ [y1 y2 · · · yn ] ∈ Rm×n

S
D

相似度矩阵
n
∑
对角矩阵, Dii =
Sij

L

拉普拉斯矩阵

W

投影矩阵

δ

相似度阈值

j=1

假定Y = W T X , 通过简单的线性代数知识进行
化简, 可以将目标函数改写为
n
1∑
(yi − yj )2 Sij =
2 i,j
n
1∑
(W T xi − W T xj )2 Sij =
2 i,j
n
n
∑
∑
W T xi Sij xT
W T xi Dii xT
j W =
i W −
i,j

i,j

W X(D − S)X W =
T

T

W T XLX T W,
其中: D是一个对角矩阵, 其对角元素Dii =

(3)
n
∑

Sij ,

j=1

d×m

而L = D − S 是一个由样本点构造的拉普拉斯矩阵.
此外, 对于目标函数还有以下的约束条件:

Y DY T = I ⇒ W T XDX T W =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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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标函数可以写为以下形式:
min tr(W T XLX T W ),
s.t. W T XDX T W = I.

(5)

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 可以将求解目标函数变为求解
以下的广义特征值问题

XLX T W = λXDX T W.

(6)

从中可知矩阵XLX T 和XDX T 是一个对称半正
定矩阵. 而投影矩阵W 是由前m小的特征值对应的特
征向量[w1 w2 · · · wm ]所组成的.

2.3 相似性和多样性
相似性图(相似度矩阵)是一个描述空间中样本点
之间的邻域局部相似性结构的亲和矩阵, 而多样性
图(多样性矩阵)则是一个体现了空间中样本点多样性
信息的亲和矩阵. 这两个图的结合可以更好描述数据
的局部本质结构, 为特征提取提供一个更加精确的准
则[30] . 相似度矩阵的定义有如式(2), 而Gao等人[30] 为
了更好保持数据的流形结构, 利用了数据的类别信息,
建立了如下的有监督学习相似度矩阵:

−∥xi −xj ∥22
−∥xi − xj ∥22


exp(
)(1+exp(
)),



t
t




如果 xi ∈ τi 且 xi ∈ N (xj ) 或





xj ∈ τj 且xj ∈ N (xi ) 且 τi = τj ;



−∥xi −xj ∥22
−∥xi −xj ∥22
Hij =

exp(
)(1+exp(
)),


t
t




 如果 xi ∈ τi 且xi ∈ N (xj ) 或




xj ∈ τj 且xj ∈ N (xi ) 且 τi ̸= τj ;





0,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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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对数据本质结构特征进行描述. 特别是引入了多
样性图实现对局部本质结构多样性信息描述, 但多样
性图其实质是突出空间中相互距离较远的样本点的
可分性, 无法突出不同流形数据之间边界的可分性,
因此该方法对于离群点比较敏感, 模型鲁棒性差. 为
了更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判别正则化的
局部保留投影(DRLPP). 该方法首先通过局部判别分
析提取数据间的判别信息, 在局部判别分析中利用
L2,1 范数来度量样本在嵌入空间的距离, 降低离群点
对局部判别信息的影响. 并将局部判别分析作为正则
项, 与LPP结合, 最终建立判别正则化的局部保留投
影—DRLPP.

3.1

基于相似度阈值的判别分析

假定空间中有一流形数据, 在局部邻域内, 对于相
互距离较近的样本点属于同一类的可能性较大, 反之
属于不同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为了划分样本是否属
于同一类, 定义δ 为样本点的相似度阈值. 如图1所示,
在以深灰圆点为中心, δ 为半径的圆内的3个黑点明显
与深灰点属于同一类, 在嵌入到低维空间中依然保留
这种近邻关系; 而对于浅灰三角形来说, 其与深灰点
距离大于δ , 和深灰点属于不同类别, 则在嵌入过程中
需要最大化浅灰三角形与圆内数据的间隔, 以突出两
类数据之间的判别信息.

(7)
其中: τi 表示第i类数据簇, N (xi )表示距离xi 最近的k
个样本集合. 该相似度矩阵通过建立了最近k 个相同
类和最近k 个不同类的相似性关系, 更好地描述了流
形数据的局部结构特征.
多样性矩阵定义如下:

−t
 exp(
), xi ∈ N (xj )或xj ∈ N (xi ),
∥xi −xj ∥22
Aij =

0,
其他情况.
(8)
从该多样性权值矩阵可知, 当距离较远的高维样
本点xi 和xj 嵌入到低维空间后样本距离相距较近时,
Aij 将给予较重的惩罚. 通过这种方式, 嵌入的过程考
虑了样本之间分布的多样性, 更好地保留了数据的本
质结构特征.

3 基于判别正则化的局部保留投影—DRLPP
尽管在文献[30]中Gao等人提出了采用两个不同

图 1 局部邻域相似性和多样性的描述图
Fig. 1 Description of local similarity and diversity structure

按照以上的思路, δ 为局部领域半径的大小. 显然
该局部领域的选择不具有尺度不变性, 因此基于δ 的
局部领域选择不具有自适应性.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本文使用相似度Sij 约束局部领域, 对于Sij > δ 的情
况, 认为xi 和xj 属于同一类, 应该保留其相似性结构;
而对于Sij < δ 的情况, 认为xi 和xj 属于不同类, 应该
突出其多样性判别信息. 因此有

∑ ∑
T
T
2

 min i j,S >δ ∥W xi − W xj ∥2 Sij ,
ij
(9)
∑ ∑

∥W T xi − W T xj ∥22 Sij .
 max
i j,Sij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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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1]和文献[31], 本文将局部判别分析模
型建模为
∑ ∑
∑ ∑
min
∥xi −xj ∥22 Sij −
∥xi −xj ∥22 Sij .
i j,Sij >δ

j

i

j

∥

T
Wt+1
xi

−

T
Wt+1
xj

∥22

Sij +

′
T
T
,
xi − Wt+1
xj ∥22 Sij
λ ∥ Wt+1

s.t. W T XDX T W = I,

(10)

i j,Sij >δ

i

∑∑

i j,Sij <δ

但是这里使用了L2 范数的平方作为样本之间距离
的度量准则, 增加了相互距离远的样本对目标函数的
影响, 这导致了目标函数对于噪声和异常样本点, 或
者是非局部信息极其敏感. 为了避免非局部信息的影
响, 可以考虑选择一种具有较好鲁棒性的距离度量方
式. 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32] , 使用L2,1 范数度量样本
点之间的距离, 可以有效抑制这种影响, 提高对局部
拓扑结构的保留能力, 因此将上述式(10)改写为以下
形式:
∑ ∑
∑ ∑
min
∥xi −xj ∥12 Sij −
∥xi −xj ∥12 S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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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其中
′
Sij
=

Bij Sij
.
− WtT xj ∥12

∥WtT xi

参考式(3), 也可以将式(15)改写成矩阵形式

min tr(W T XLX T W + λW T XL′ X T W ) =
tr(W T X(L + λL′ )X T W ) =
tr(W T XLλ X T W ),
s.t. W T XDX T W = I.

i j,Sij <δ

(17)
(11)

当δ 设置不当或者局部分布比较均匀的时候, 很容
易出现∀Sij < δ , 这时局部判别分析模型就会变为
∑ ∑
−
∥xi − xj ∥12 Sij . 显然, 该模型无法在嵌入
i j,Sij <δ

空间中提取并保留数据的局部拓扑结构. 为了降低δ
参数设置的影响, 提高δ 对任意数据分布特征的适应
性, 本文将局部判别分析与LPP结合起来, 把局部判别
分析作为LPP的正则化项, 建立目标函数如下:
∑ ∑
min
(∥xi − xj ∥22 + λ∥xi − xj ∥12 )+
i j,Sij >δ

∑ ∑

i j,Sij <δ

(∥xi − xj ∥22 − λ∥xi − xj ∥12 ).

(12)

3.2 DRLPP

j

利用拉格朗日函数对式(17)求解:

L(W, α) = W T XLλ X T W −α(W T XDX T W − I).
(18)
对W, α进行求导, 得出式(19), 可以通过求解式
(19)的广义特征问题来得到其特征值以及特征向量:

XLλ X T W = αXDX T W.

(13)

s.t. W T XDX W = I,

(19)

根据LPP的知识, 投影矩阵W 是由前m小的特征
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1 w2 · · · wm ]所组成的.
当问题转化为式(19)形式后, 根据文献[33–34]可
知, 可通过迭代算法来求解该目标函数, 并保证迭代
过程中目标函数值的收敛性, 算法伪代码程序可见算
法1.
算法 1

增加约束条件并将式(12)重写为
∑∑
min J(W ) =
dij Sij ,
i
T

(16)

DRLPP算法伪代码.

输入: 训练集X ∈ [x1 x2 · · · xn ] ∈ Rd×n , 参数
λ和δ .
初始化: 由式(2)计算得到的相似度矩阵S 以及拉
普拉斯矩阵L = D − S , 由式(14)计算得到的矩阵B ,
以及随机生成投影矩阵W ∈ Rd×m .

其中

di,j = max{0, ||W T xi − W T xj ||22 +
λBij ||W T xi − W T xj ||12 },

while not converged do
根据式(16)计算S ′ 以及L′ = D′ − S ′ .

其中

Bij = sgn(sij − δ).

根据式(17)计算Lλ .

(14)

根据式(19)计算Wt .

式(13)涉及L2,1 范数, 无法直接求得闭合解. 根据
文献[33–34], 本文使用迭代的方式去求解目标函数.
首先将该式改写为如下形式:

min J(W ) =
∑∑
T
T
xj ∥22 Sij +
xi − Wt+1
∥Wt+1
i

j

T
T
∑ ∑ λBij ∥Wt+1
xj ∥22 Sij
xi − Wt+1
=
∥WtT xi − WtT xj ∥12
i j

end while
输出: 投影矩阵W ∈ [w1 w2 · · · wn ] ∈ Rd×m .

4

实验分析

在本章中将本算法与PCA[7] , LPP[15] , LFDA[35] ,
ISOP[36] , NPE[14] , OLPP[37] , ULGE[38] 和LSPP[28] 进行
对比验证, 数据采用人造合成流形数据和实际标准数
据集, 标准数据集部分代表图像如图2所示. 在人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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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流形数据实验, 与PCA, LPP和LFDA进行对比验证.
在实际标准数据集实验与 ISOP, NPE, LPP, ULGE,
OLPP和LSPP进行对比验证, 并且在实验过程中, 首
先用PCA对数据集进行处理, 去除噪声和冗余特征.
另外, 本文确保LPP, OLPP, ULGE与DRLPP算法的相
似度矩阵S 是一致的, 并对S 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

(a) Coil20

(b) Yale

(c) ORL
图 2 标准数据集的部分图像
Fig. 2 Some images of benchmark database

其中, DRLPP算法的参数δ 选取了S 矩阵的均值,
而参数λ的选择则是参考文献[24]根据模型的结果
在[0.01, 10]的范围内调整, ULGE算法的参数根据论
文献[38]进行设置. 在分类验证效果阶段, 使用欧式距
离来度量样本之间的相似性, 并且使用最邻近分类
器(1–NN)进行分类计算其准确率. 此外, 本文还对算
法进行收敛性实验证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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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合成数据集

该数据集是一个随机生成的二维高斯矩阵, 该矩
阵包含两类高斯分布的数据簇, 高斯数据的协方差矩
阵为[0.01, 0; 0, 4], 均值向量分别为[±3, 0], [±1, 0]和
[±0.5, 0]. 本文分别使用了PCA, LPP, LFDA以及DRLPP对其进行降维, 目的是寻找一组投影向量来使得
降维后数据可分性强. 4种算法的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
观察图3, 可以知道: 当两数据簇相距较远时, 4种方法
都可以轻易找到最佳的投影方向; 然而, 当两数据簇
相距较近的时候, PCA由于只考虑全局本质结构忽略
了局部拓扑结构, 造成效果不佳; 而当两数据簇相距
很近的时候, LPP因为只强调数据之间的相似性, 而忽
略了不同流形之间的判别信息, 破坏了数据的局部本
质结构特征, 导致无法找到最优的投影向量. DRLPP
因其能保留局部邻域内样本的相似性, 又考虑了局部
判别信息, 所以该算法在3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一组较
好的投影向量. 特别地, 在两数据簇相距很近的情况
下, 能够提取某个数据簇区域的局部判别信息, 同时
防止另外一个数据簇的非局部信息的引入, 避免了流
形结构在嵌入过程中的扭曲和对局部拓扑关系的破
坏, 有效突出不同流形结构在线性嵌入空间中的可分
性. 此外, 和有监督LFDA算法相比, DRLPP算法也不
逊色.

图 3 人造合成数据实验结果
Fig. 3 Experimental result on synthetic data

4.2 标准数据集
4.2.1 Coil20标
标准数据集
Coil20数据集是来自于哥伦比亚图像数据库
(columbia object image library)的数据集, 里面包含
了20类样本在旋转一周范围内不同的角度下拍摄的
照片, 每类样本包含72张图片, 共1440张图片. 在实
验中, 将所有原图片处理为32 × 32像素大小的图
片, 并分别将其转换为向量xi ∈ R1×1024 , 组成一

个X ∈ R1440×1024 的数据集. 对于这些数据集, 作者
分别随机抽取10%, 20%, 30%, 40%的数据来用作
训练集, 其余数据作为测试集. 为了避免偶然性的
影响, 每种划分方式作者都会重复进行10次实验.
图4展示了4种划分情况下Coil20数据集平均识别准
确率与投影维度变化曲线图, 表2展示了各个算法
的最优平均识别率的均值以及最优平均识别率均值
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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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oil20数据集平均识别准确率与投影维度变化曲线图
Fig. 4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versus the projection vectors number on the Coil20 database

表 2 各算法在Coil20数据集的最优平均识别率对比(均值±标准差)
Table 2 The top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 deviation on the Coil20 database
训练集大小

ISOP/%

NPE/%

LPP/%

OLPP/%

ULGE/%

LSPP/%

DRLPP/%

10%
20%
30%
40%

76.09±3.02
80.86±3.00
83.14±2.47
84.92±2.08

80.58±2.03
85.83±2.44
87.00±2.72
88.38±2.13

70.68±3.05
78.05±2.70
82.01±2.60
84.36±1.94

80.68±2.29
87.96±1.97
89.22±2.11
89.59±1.71

71.48±4.78
80.06±2.38
85.25±2.65
88.70±2.71

77.02±1.94
82.49±2.46
84.79±2.65
87.02±2.05

86.62±
±1.63
91.31±
±2.46
94.31±
±2.61
96.08±
±1.38

通过分析曲线图和表格数据可知, 所有方法的
识别准确率均随着投影维度的增加而提高, 但DRLPP算法相比其余算法最早达到识别准确率的最优
值, 同时DRLPP算法在不同投影维度的情况下, 识
别准确率都显著高于其他算法.

4.2.2 Yale标
标准数据集
Yale数据集是来自于耶鲁大学计算机视觉中心
(UCSD computer vision)的数据集, 该数据库包含
15类样本共165张图片, 每一类都有11个图像, 每一
类的图片均包括光照、人脸表情和配饰的变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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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数据集, 先将所有原图片处理为32 × 32 像素
大小的图片, 每张图片裁剪为向量组成实验数据集.
作者会分别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i(i = 3, 4, 5, 6)张
图片来用作训练集, 剩余的图片作为测试集. 每种
划分方式都会重复进行10次实验. 图5展示了4种划
分情况下Yale数据集平均识别准确率与投影维度变
化曲线图, 表3展示了各个算法最优平均识别率的
均值以及最优平均识别率均值的标准差.
通过曲线图以及表格可见, DRLPP投影维度较
高情况下最优平均识别率能够较明显优于其余算
法, 而且随着训练样本的增加, 训练集包含更多的
信息, 所有算法的识别率都有较明显的提高, 但
DRLPP算法的识别率提高较快, 使得DRLPP算法在

2205

投影维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与其他算法相比, 平
均识别率的优势也越大. 但是DRLPP在投影维度较
低的情况下, 性能稍微弱于LSPP, 造成这种结果的
的原因为: 与Coil20, ORL两个数据集相比, Yale数
据集中某些图像光线变化差异较大, 这造成人脸图
像在高维空间中的流形结构特征不明显. 而LSPP结
合了稀疏表示来学习数据的本质几何结构, 稀疏表
示对噪声的鲁棒性使得LSPP在投影维度较低的情
况下体现出较好的性能. 但是随着投影维度的增加,
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的有用信息增加, 本文所提算法
比 LSPP 体现出更优异的性能. 该实验结果说明
DRLPP能够更好地提取数据的判别信息, 表征数据
的本质结构.

图 5 Yale数据集平均识别准确率与投影维度变化曲线图
Fig. 5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versus the projection vectors number on the Yal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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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算法在Yale数据集的最优平均识别率对比(均值±标准差)
Table 3 The top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 deviation on the Yale database
训练集大小

ISOP/%

NPE/%

LPP/%

OLPP/%

ULGE/%

LSPP/%

DRLPP/%

3
4
5
6

50.42±2.55
50.86±4.90
54.78±5.11
57.47±4.68

51.83±3.80
52.19±6.61
59.44±4.36
62.80±2.70

51.92±4.57
55.14±3.55
57.11±5.24
60.00±4.22

40.33±2.92
47.71±5.23
50.33±3.31
57.73±3.33

46.58±4.29
47.33±7.69
47.89±5.53
52.27±7.95

55.00±2.99
55.71±2.34
57.67±4.95
61.60±2.65

58.42±4.43
59.14±5.19
65.00±3.82
69.73±3.02

4.2.3 ORL标
标准数据集
ORL人脸数据集是来自于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
室(Cambridge university computer laboratory)的数
据集. 该数据集的样本包含40个人, 每人10张不同
的图片, 共400张灰度图片, 图片分辨率为112 × 92.
每个人的图片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光线情况下拍
摄的. 照片中每个人都包含旋转及倾斜的人脸照片,
并且人的面部表情有睁眼、闭眼、微笑以及不微笑,

而面部配饰则有戴眼镜和不戴眼镜. 在实验中, 类
似Coil20数据集的预处理后, 分别从每一类中随机
抽取i(i = 3, 4, 5, 6)张图片来用作训练集, 剩余的图
片作为测试集. 每种划分方式作者都会重复进行
10 次实验. 图6展示了4种划分情况下ORL数据集
平均识别准确率与投影维度变化曲线图, 表4展示
了各个算法最优平均识别率的均值以及最优平均识
别率均值的标准差.

图 6 ORL数据集平均识别准确率与投影维度变化曲线图
Fig. 6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versus the projection vectors number on the ORL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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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算法在ORL数据集的最优平均识别率对比(均值±标准差)
Table 4 The top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 deviation on the ORL database
训练集大小

ISOP/%

NPE/%

LPP/%

OLPP/%

ULGE/%

LSPP/%

DRLPP/%

3
4
5
6

67.21±3.14
69.87±2.59
75.65±2.56
80.25±3.57

76.32±3.57
80.25±2.43
84.15±2.17
88.63±2.51

65.64±3.59
70.50±4.13
75.55±3.20
78.63±4.02

56.39±2.37
67.42±2.90
74.55±2.99
80.56±2.17

72.11±4.35
78.21±2.64
80.00±3.52
87.31±2.70

68.00±3.01
72.63±3.64
73.30±2.85
77.84±3.15

80.32±2.16
85.88±1.93
89.70±2.21
93.99±1.70

通过曲线图6以及表5可见, DRLPP算法的平均
识别率在各个维数变化下均高于其他算法, 在投影
维数为1至40维时, DRLPP算法的平均识别率提高
显著, 并最早达到最优值.

从图7中可见, 目标函数值随迭代过程不断减小,
最终达到收敛, 同时目标函数值在迭代十次内, 能
够达到收敛状态. 通过收敛性实验, 从实验的角度
反映了算法的收敛性.

同时, 当维数为20至40时, DRLPP算法的识别
率优势明显, 其次, 随着投影维度的不断的增加,
LPP, ULGE和LSPP算法出现识别率明显下滑以及
NPE, ISOP和OLPP算法识别率不再增加的现象, 而
DRLPP 算法在此情况下, 平均识别率仍能很好地保
持在最优值, 甚至仍有一定提升, 说明DRLPP算法
不仅能够有效提取数据的判别信息和数据的本质结
构,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5 结论

从 Coil20, Yale 和 ORL 数据集的实验可以看出,
Coil20数据集在少训练集, 较低的维度的情况下, 就
可以达到相对较高的识别精度. 而针对Yale和ORL
人脸数据集的识别精度, 随着投影维度的增加, 识
别精度增加较缓慢, 在较高投影维度的情况下, 识
别精度才达到最优值. 同时, 随着训练数据集的增
加, 针对人脸数据集的识别精度增加明显. 说明Yale
和ORL人脸数据集的数据复杂程度, 要高于Coil20
数据集.
4.2.4

收敛性实验

图7展 示 了 本 文 算 法 在Coil20, Yale和ORL这3
个数据集上迭代次数和目标函数值的变化曲线.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维数约简算法—基于判别
正则化的局部保留投影(DRLPP). DRLPP建立一个
局部判别分析来学习数据的局部拓扑结构以及样本
空间分布的多样性, 并将局部判别分析作为LPP的
正则项, 克服了基于相似性学习算法只强调相似性
学习而忽略多样性学习的缺点. 因此, DRLPP不仅
能很好保持数据的局部拓扑结构, 也能很好保持局
部样本分布的多样性, 更好地描述了数据的局部本
质结构特征. 从人造合成流形数据、Coil20数据集、
Yale 数据集以及 ORL 数据集的实验中也体现了
DRLPP 算法具有以下优势: 1) DRLPP算法通过样
本点之间的相似度阈值来确定局部领域, 使得局部
领域的大小, 能够根据分布特征自适应调整, 同时
通过L2 范数和L2,1 范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刻画
局部领域内的分布特征差异, 使得DRLPP算法更有
效地提取数据的判别信息; 2) DRLPP算法由于采用
L2 范数和L2,1 范数的组合学习的方式, 使得算法具
有一定的鲁棒性; 3) 从人造数据集实验可以看出,
DRLPP算法在考虑数据流形结构的条件下, 突出了
不同流形之间的判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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