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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蚁群优化算法解决特征选择问题，以获得能代表问题空间的较优特征子集，并能降低分类系统的

搜索空间。以航空纹理影像的特征选择和分类问题为例，利用主分量变换和蚁群优化算法分别对原始纹理影

像特征集合进行特征提取、选择和分类。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不仅能够降低图像特征空间维数，减少图像分类

的工作量，而且还可以提高分类识别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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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纹理本身的复杂性，为了区分不同种类

的纹理，通常要引入多种特征以改善分类识别的

效果。但是，无限地增加特征会导致“维数灾”问

题［１，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特征提取与选

择方法被提出。在具体实施特征提取与选择时，

主要有降维变换和直接选择两种基本方法。直接

选择法是指从原始特征集中选出一定数量的特

征，使选定的可分判据值取最大值。还有一种方

法是对于给定的允许错误率，求维数最小的特征

子集，这是一种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上述两种

方法都属于ＮＰ难的问题，除了穷尽搜索之外，不

能保证得到最优解。在狀较小时尚可用枚举法求

解，对稍大些的狀，如狀≥２０，利用枚举法或者ＢＢ

（分枝界定法）搜索最优特征子集，计算量巨大，要

想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得到最优解非常困难。为了

减少计算量，一批寻求较好次优解的算法被提出，

这类方法主要有顺序前进法（ＳＦＳ）、顺序后退法

（ＳＢＳ）、增减狉法等
［１６］。上述算法或者得到解的

优化程度低，或者计算量太大。本文引入蚁群优

化算法（ＡＣＯ）
［７］来求解特征选择问题，希望能为

解决特征选择问题带来新的思路。

１　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选择

特征选择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组合优化问

题，而蚁群算法特别适合于在离散优化问题的解

空间进行多点非确定性搜索，因此可以运用蚁群

算法来求解特征选择问题。如图１所示，特征选

择可以看成是蚂蚁觅食中寻找最优路径的过程，

每个特征相当于蚂蚁觅食时要经过的节点，每个

特征有两种标记状态０或１。０代表该特征没被

选中，１代表被选中，其余的依此类推。这些节点

的标记状态１和０组成蚂蚁的觅食路径，路径（选

择的特征子集）的质量按照适应度函数进行评价，

适应度函数值越大，说明路径质量越好（特征子集

质量越好），蚁群间通过残留在每个特征节点上的

信息素进行合作，最终寻找到较优的觅食路径（对

应较优的特征子集）。

图１　蚂蚁通过特征节点觅食图（觅食前情况）

Ｆｉｇ．１　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Ｆｏｒ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ｏｄｅ

将特征选择问题抽象成蚂蚁觅食时寻找最

优路径的过程，运用蚁群算法解决。

１．１　问题解的表示和建立

设一组特征为｛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５，犪６，犪７，犪８｝，

要从中选择一组最优子集。每一个特征有两种状

态：一种是被选中的状态，标记为１；另一种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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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选中的状态，标记为０。运用犚只蚂蚁来建

立问题的解，解中的每一个元素的取值表示相应

位置特征选择的情况。假设一条觅食路径如图２

所示，该路径用特征状态标记为｛０，１，１，１，０，０，

１，０｝，这就是特征选择的一个解，这个解表明犪２、

犪３、犪４、犪７ 被选中，而余下的特征没有被选中。犚

只蚂蚁得到这样的解有犚 个。下面以一个维数

为８的特征向量｛狀１，狀２，狀３，…，狀８｝的选择来说明

蚁群的具体工作过程。

图２　觅食路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ｆ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初始时刻蚂蚁还没有开始搜索，信息素矩阵

各元素值都相同（本文设定一个任意的大于零的

数τ０，τ０ 取０．１）。每个特征共有两种信息素τ犻犼，犻

代表特征号，犼取值为０和１。信息素矩阵大小为

８×２，如表１所示。从第一个特征出发，蚂蚁按顺

序漫游所有的特征。通过由如下两条规则组成的

伪随机比例选择规则，蚂蚁标记某个特征是否被

选中。

表１　初始时刻信息素矩阵示例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Ｓａｍｐｌｅ

位犻
状态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根据概率阈值狇０，信息素浓度最大的标记

被选中（狇０ 是事先定义的一个参数，０＜狇０＜１，本

文中设定为０．２）。

２）运用轮盘赌法决定该特征是否被选中：

犛＝

ａｒｇｍａｘ｛［τ（犻，犼）］｝，如果狇＜狇０，按先

　 验知识标记特征状态

犛，如果狇≥狇０，按式（２）利用赌轮法

　

烅

烄

烆 标记特征状态

（１）

狆犻犼 ＝
τ犻犼

∑
犽

犼
τ犻犼
，犼＝０，１ （２）

式中，τ犻犼表示特征犻的状态犼为０和１的信息素浓

度；狆犻犼是特征犻的状态为犼的信息素归一化概率；

犽表示状态犼可能的取值；狇是在［０，１］区间均匀

分布的随机数；狇０ 是一个参数（０≤狇０≤１），本文

中狇０＝０．２；犛是按概率选择的一个标记。狇０ 的

大小决定了利用先验知识和与探索新解之间的相

对重要性，如果狇０ 设定为较大值，则蚂蚁主要利

用过去遗留下来的信息素直接标记位的状态；反

之，蚂蚁在过去遗留下来的信息素的基础上进行

新解的探索。由于第一次循环中并没有先验知识

可以利用（较优蚂蚁留下的信息素），因此在算法

第一次迭代中，蚂蚁都采用第二条规则标记特征

的选择状态，以后就根据狇０ 的值来决定使用第一

或者第二条规则。狋次循环以后信息素矩阵如表

２所示。

采取这种选择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避免经

过最初一段时间的随机振荡以后蚁群迅速收敛于

局部最优解。

表２　狋次循环以后信息素矩阵

Ｔａｂ．２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ｆｔｅｒ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狋Ｔｉｍｅｓ

位犻
状态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 ０．１ １．２ ０．７ ０．２ ２．０ １．８ ０．１ １．８

１ ０．８ ０．２ ０．１ １．５ ０．３ ０．２ １．５ ０．１

　　下面以第狋＋１次循环生成一个解的过程来

说明蚂蚁是如何工作的。首先生成０～１范围内

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随机数的个数等于解的

长度。假设生成的随机数为｛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２，

０．４５，０．５４，０．１２，０．６３，０．７６｝，根据第一条规则，

对照表２，可以对特征１和６的状态进行标记，特

征１标记为１，特征６标记０，因为它们对应的随

机数小于狇０。对于剩下的没有标记的特征，运用

式（２）来标记，其中狆犻犼是特征犻是否被选中的信

息素概率。上述解中第二个元素的信息素概率为

狆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０．８５７，狆２１＝０．２／（１．２＋

０．２）＝０．１４３。相应地，它可以通过产生服从均匀

分布的０～１之间的随机数来决定是否会被选中。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在０～０．８５７之间，则该特征被

标记为０（即没有被选中）；如果生成的随机数在

０．８５７～１之间，则被选中，标记为１。按照上述方

式，剩下的几个特征也可以被标记，其他的蚂蚁也

以同样的方式并行地进行解的搜索。

１．２　适应度函数值的确定

根据特征选择的任务，选择形式比较简单的

适应度函数［６］：

犉（犾）＝
犚犮（犾）

１＋λ·狀（犾）
（３）

式中，犉表示蚂蚁犾生成解的适应度值；犚犮（犾）表

示运用此特征子集进行分类的正确率；狀表示蚂

蚁此次选择的特征个数；λ是特征个数的权重参

数，由实际经验得到。犉越大，表明选择的特征子

８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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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表现越好，即利用较少的特征获得较高的分类

正确率。

１．３　局部搜索和信息素更新

在所有蚂蚁完成解搜索后，本文利用局部搜

索策略以提高蚂蚁生成解的质量。具体操作如

下：首先生成服从均匀分布的０～１间的随机数序

列，它的长度等于解的长度，表示对应解中某位是

否进行变异的概率。如果某个随机数的值小于设

定的概率阈值，则对应解中该位标记值取反。重

新计算新解适应度函数，如果新的适应度函数值

大于局部搜索前的，则将它取代原来的解，否则原

解不变。

局部搜索完成以后要进行信息素更新。本文

选取质量最好的１０％的蚂蚁进行信息素更新，即

在这些蚂蚁经过的轨迹上进行信息素加强，反之

则减弱。假设在第狋次迭代完成以后，挑选出最

好的１０％的蚂蚁来进行信息素更新。这些蚂蚁

模仿真实蚂蚁在路径上释放信息素，信息素按照

如下规则进行更新：

τ犻犼（狋＋１）＝ρτ犻犼（狋）＋∑
犔

犾＝１

Δτ
犾
犻犼，犻＝１，…，犖；

犼＝０，１ （４）

式中，ρ是信息素保留系数，其取值范围是０～１，

较大的ρ表示过去循环中得到的信息素挥发得比

较慢。如果特征犻被蚂蚁犾选中，Δτ
犾
犻犼等于犉（犾），

否则为０。最优的解就是使适应度函数值最大的

解。本文使用最优解保留策略，即在循环过程设

立一个全局最优解并作为全局变量保存起来，如

果本次循环得到的最优解比全局最优解更好（适

应度值更大），则用本次最优解替代它；否则，全局

最优解保持不变。

１．４　算法终止条件

算法终止条件可以是得到的最优解经过连续

迭代没有进一步提高或者达到设定的最大运行次

数，本文选择达到最大运行次数为终止条件。

２　实　验

为了检验蚁群算法处理特征选择问题的性能

和效果，本文利用 ＡＣＯ算法选择影像纹理特征

来进行分类实验。实验采用监督分类法，即对于

要分类的纹理影像先在每类中选择几幅作为样本

进行学习。运用蚁群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后，选取

代表待分类模式的特征子集，然后利用最小距离

分类器对纹理影像进行分类识别。

本文实验中，纹理影像分为灌木和居民地两

大类共７２幅影像，其中灌木４８幅，居民地２４幅，

影像大小为１００像元×１００像元。每类影像提取

小波、分形和共生矩阵等共２２种特征。每类选择

６幅作为训练样本，剩余的影像进行分类判别。

实验共运用５０只蚂蚁，信息素保留率ρ取０．５，

局部搜索和信息素更新比例为１０％，局部搜索概

率狆ｌｏｃａｌ＝０．０５，λ＝０．０１。共运行１０次，每次运行

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运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蚁群优化１０次特征选择和分类实验结果及

原始特征集分类表现

Ｔａｂ．３　１０ＴｉｍｅｓＲｕ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ＣＯ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实验次数 灌木／％ 居民地／％ 平均／％ 适应度 选用特征数

１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３０２ ６

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３９１ ５

３ ９７．９２ ８７．５０ ９４．４４ ０．８９０９ ６

４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３９１ ５

５ ９７．９２ ９５．８３ ９７．２２ ０．９１７９ ６

６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 ９５．８３ ０．９１２６ ５

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２１５ ７

８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３０２ ６

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３ ９８．６１ ０．９３９１ ５

１０ ９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７．２２ ０．９２５９ ５

原始特征集 ９５．３３ ７０．８３ ８７．５０ ２２

　　主分量变换（ＰＣＡ）是常用的特征压缩算法，

在特征提取中一般能够有效地压缩特征维数并很

好地保留原始特征集的信息。本文将原始特征集

和经过ＰＣＡ变换后获得的特征子集与蚁群算法

选取的特征子集的识别效果进行了比较。首先，

采用全部２２个特征参与分类识别，经过ＰＣＡ 处

理以后，取前面５个特征的分类识别结果如表４

所示。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１）蚁群优化算法能够较好地选择特征空间

较优特征子集。由表３可知，在１０次实验中，有

５次成功将特征由２２维压缩至５维（表３中带

号的实验）。最差情况只有１次，原始特征被压缩

至７维，但与原来的２２维相比，减少了１５维，还

是大大地压缩了特征空间。总体来看，蚁群算法

平均将特征空间维数降低了１６维以上，同时能保

持高于原始特征集的正确识别率。对于本文２２

维特征选择问题，通过５５０次特征子集组合尝试

就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见，蚁群优化算法能

够成功提取特征空间的较优特征子集。

表４　原始特征和取犘犆犃变换特征的分类表现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ＣＡ

所用特征 灌木／％ 居民地／％ 平均／％

原始特征集 ９５．３３ ７０．８３ ８７．５

ＰＣＡ变换前５特征 ９５．３３ ７０．８３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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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利用蚁群算法选择的特征子集进行识别

有可能提高识别正确率。由表４可知，采用全部

特征集和经过ＰＣＡ变换的前５个特征的平均正

确识别率都是８７．５％。而采用经过蚁群选择的

特征子集进行识别，平均识别率达到９７．６４％，高

出了１０％，最高可以达到９８．６１％，最差情况下也

达到了９４．４４％，且两类的识别精度都较之应用

原始特征集有所提高，这得益于蚁群在寻优过程

中抛弃了对分类识别起干扰作用的不良特征，保

留了对分类贡献较大的特征。总的来说，无论在

分类精度和所运用的特征个数上面，蚁群算法的

表现都是最好的。

综上所述，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选择方法不

需要人为指定要选择的特征维数，能够智能地在

正确识别率和特征维数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自

动寻找到比较合适的特征子空间的维数，改善了

用传统方法对大规模复杂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存在

的局限性。该方法不仅避免了传统方法易陷入局

部最优，找不到全局较优解的缺陷，而且当特征规

模较大时，具有良好稳健性，因此是解决该类问题

的一个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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