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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独立的学习方式

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了机器学习的几种学习方式，包括监督学习、无监
督学习和强化学习。这些学习方式分别可以由不同的模型实现，比如神经网络、
线性分类器等。针对一个给定的任务，首先要准备一定规模的训练数据，这些训
练数据需要和真实数据的分布一致，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函数和优化方法，在训
练数据上学习一个模型。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学习到的模型往往任务定向的，也
是孤立的。我们也不清楚不同任务的模型之间是否有重复利用的共享知识。此
外，我们需要假设每个任务的模型都是从零开始来训练的，一切知识都需要从
训练数据中得到。这也导致了每个任务都需要准备大量的训练数据。
比如“常识”
本章标题中的“模型独立的学习方式”是指这些学习方式不限于具体的模
型，不管是前馈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还是其他模型。然而一种学习方式往
往会对符合某种特性的模型更加青睐，比如集成学习往往和方差大的模型组合
时效果显著。

10.1

集成学习

给定一个学习任务，假设输入 x 和输出 y 的真实关系为 y = h(x)。对于 M
个不同的模型 f1 (x), · · · , fM (x)，每个模型的期望错误为
)2 ]
fm (x) − h(x)
[
]
= Ex em (x)2 ,

R(fm ) = Ex

[(

(10.1)
(10.2)

其中，em (x) = fm (x) − h(x) 为模型 m 在样本 x 上的错误。
那么所有的模型的平均错误为
R̄(f ) =

M
1 ∑
Ex [em (x)2 ].
M m=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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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就是通过某种策略将多个模型集成起来，通
过群体决策来提高决策准确率。集成学习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集成多个模型。比
较常用的集成策略有直接平均、加权平均等。
最直接的集成学习策略就是直接平均，即“投票”。基于投票的集成模型
f

(c)

(x) 为
f

(c)

M
1 ∑
(x) =
fm (x).
M m=1

(10.4)

定理 10.1： 对于 M 个不同的模型 f1 (x), · · · , fM (x)，其平均期望
∑M
1
错误为 R̄(f )。
基于简单投票机制的集成模型f (c) (x) = M
m=1 fm (x)，
1
其期望错误在 M
R̄(f ) 和 R̄(f ) 之间。

证明. 根据定义，集成模型的期望错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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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 [em (x)en (x)] 为两个不同模型错误的相关性。如果每个模型的错误不相
关，即 ∀m ̸= n, Ex [em (x)en (x)] = 0。如果每个模型的错误都是相同的，则
∀m ̸= n, em (x) = en (x)。并且由于 em (x) ≥ 0, ∀m，可以得到
R̄(f ) ≥ R(f (c) ) ≥

1
R̄(f ),
M

(10.9)

即集成模型的期望错误是大于等于所有模型的平均期望错误的 1/M ，小于等于
所有模型的平均期望错误。
从定理10.1可知，为了得到更好的集成效果，要求每个模型之间具备一定
的差异性。并且随着模型数量的增多，其错误率也会下降，并趋近于 0。
集成学习的思想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描述：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但是一个有效的集成需要各个基模型的差异尽可能大。为了增加模型之间的差
异性，可以采取 Bagging 类和 Boosting 类两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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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ging 类方法 Bagging 类方法是通过随机构造训练样本、随机选择特征等方
法来提高每个基模型的独立性，代表性方法有 Bagging 和随机森林等。
Bagging（Bootstrap Aggregating）是一个通过不同模型的训练数据集的独
立性来提高不同模型之间的独立性。我们在原始训练集上进行有放回的随机采
样，得到 M 比较小的训练集并训练 M 个模型，然后通过投票的方法进行模型
集成。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是在 Bagging 的基础上再引入了随机特征，
进一
步提高每个基模型之间的独立性。在随机森林中，每个基模型都是一棵决策树。
Boosting 类方法 Boosting 类方法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先后训练不同的基模
型，每个模型都针对前序模型的错误进行专门训练。根据前序模型的结果，来
调整训练训练样本的权重，从而增加不同基模型之间的差异性。Boosting 类方
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集成方法，只要基模型的准确率比随机猜测好，就可以通
过集成方法来显著地提高集成模型的准确率。Boosting 类方法的代表性方法有
AdaBoost 等。
AdaBoost（Adaptive Boosting）

在训练神经网络时采用的 Dropout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模型集成。

10.2

增加算法

多任务学习

深度学习模型的参数一般非常多，因此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进行训练。但
是构建大规模标注数据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成本一般比较高。为了降低数据
标注成本，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未标注数据中来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通
过无监督学习的预训练来初始化模型参数，也可以通过半监督学习的方法来进
行学习。
多任务学习（Multi-task Learning）是一种利用多个任务之间的相关性来
改进每个任务模型的方法 [Caruana, 1997]。
假设有 K 个相关任务，第 k 个任务的训练集为 Dk ，包含 Nk 个样本。
k
Dk = {(x(k,i) , y (k,i) )}N
i=1 ,

(10.10)

其中，x(k,i) 和 y (k,i) 表示第 k 个任务中的第 i 个样本以及它的标签。
多任务学习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多任务之间的共享机制。在传统的机
器学习算法中，引入共享的信息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会导致模型变得复杂。但
是，在神经网络模型中，模型共享变得相对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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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神经网络模型提供了一种很方便的信息共享方式，可以很容易地进行
多任务学习。最简单地，我们可以在不同任务的神经网络模型中设置一些共享
层（一般是低层）
，用来抽取一些通用特征，然后再针对每个不同的任务设置一
些私有层（一般是高层）直到最后输出层。
除了研究脑启发的计算架构外，我们还需要研究脑启发的新型学习方式。
这些学习方式包括：终生学习，强化学习，主动学习、元学习等。

10.3

迁移学习

机器学习小知识 | 协变量偏移
在传统机器学习中，一个常见的问题的协变量偏移（Covariate
Shift）。协变量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是可能影响预测结果的统计变量。
在机器学习中，协变量可以看作是输入。一般的机器学习算法都要求输
入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分布是相似的。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这些学
习算法在测试集的表现会比较差。
训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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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学习

目前，在神经网络的学习机制上，主要是监督学习，并采用反向传播的方法
进行参数更新。这种学习方式得到的模型往往是任务定向的，也是孤立的。我
们需要假设每个任务的模型都是从零开始来训练的，一切知识都需要从训练数
据中得到。这也导致了每个任务都需要准备大量的训练数据。然而这些学习过
程和人脑的学习方式是不同，人脑的学习过程一般不太需要太多的标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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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脑可以通过记忆不断地累积学习到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可
以在不同的任务中进行共享 [Chen and Liu, 2016]。近年来，很多研究者也不
断尝试新的学习机制。一类是多任务学习（Multi-task Learning）[Ben-David
and Schuller, 2003, Caruana, 1997]。另外一类是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
[Pan and Yang, 2010]，将在一个领域或任务上训练好的模型，迁移到新的领域
或任务来帮助学习新的模型，使得新的模型不用从零开始学习。但在迁移学习
中需要避免将领域相关的特征迁移到新的领域 [Ganin et al., 2016]。和迁移学
习比较相关的另外两种学习机制是终生学习 [Chen and Liu, 2016] 和持续学习
[Kirkpatrick et al., 2017]。终生学习是一种持续地学习方式，学习系统可以不
断累积在先前任务中学到的知识，并在未来新的任务中能够利用这些知识。目
前，机器学习的前提假设是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分布要相同，一但训练结束
模型就保持固定，无法进行迭代更新。
此外，根据没有免费午餐定理，没有一种通用的学习算法在所有任务上都
有效。因此，当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某个任务时，我们通常需要“就事论事”，
根据任务的特定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损失函数、优化算法以及超参数。这种可以
动态调整学习方式的能力，称为元学习（Meta-Learning），也称为学习的学习
（Learning to Learn）[Thrun and Pratt, 2012]。由于目前神经网络的学习方法是
误差反向传播算法，一种很自然的元学习就是通过另一个神经网络替代反向传
播算法，来调整网络的参数Schmidhuber [1992], Younger et al. [2001]。近年来，
一些更复杂的网络（比如循环神经网络）来替代反向传播算法 [Andrychowicz
et al., 2016]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有一套自动方法，根据不同任务来动态地选择合适的
模型或动态地调整超参数呢？事实上，人脑中的学习机制就具备这种能力。在
面对不同的任务时，人脑的学习机制并不相同。即使面对一个新的任务，人们
往往也可以很快找到其学习方式。（4）
（2）深度强化学习强化学习是指一类从（与环境）交互中不断学习的问题
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强化学习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智能体从与环境的交
互中不断学习以完成特定目标（比如取得最大奖励值）
。强化学习就是智能体不
断与环境进行交互，并根据经验调整其策略来最大化其长远的所有奖励的累积
值。和深度学习类似，强化学习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贡献度分配问题，每一个动
作并不能直接得到监督信息，需要通过整个模型的最终监督信息（奖励）得到，
并且有一定的延时性。强化学习也是机器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强化学习和
有监督学习的不同在于，强化学习不需要给出“正确”的策略，只需要取得最
大化的预期利益。现代强化学习可以追溯到两个来源：一个是心理学中的行为
主义理论，即有机体如何在环境给予的奖励或惩罚的刺激下，逐步形成对刺激
的预期，产生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习惯性行为；另一个是控制论领域的最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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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控制策略，使得性能指标取极大值
或极小值。
目前，机器学习算法一般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训练好一个模型，其中主要
原因是我们往往从零开始来训练模型，一切知识都需要从训练数据中得到。并
且每个训练好的模型也都是孤立的，专门为某个任务定制的。我们还无法很好
地将一个任务上的模型直接用来做另外一个任务。并且，机器学习的前提假设
是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分布要相同。
这和人脑的学习模型是不同，人脑的学习过程一般不太需要太多的标注数
据。一方面，人脑可以可以通过记忆不断地累积学习到的知识，另一方面，这
些知识可以在不同的任务中进行。而人类的学习是一直持续的，我们对外界环
境保持感知，从而对感兴趣的信息保持关注；之后，在大脑的海马系统上，新
的知识在以往知识的基础上被快速建立起来；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在大脑
皮质区形成较难遗忘的长时记忆。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一种终生的机器学习机
制，包括可累计的知识存储方法、顺序学习、知识迁移和知识共享等。

10.5

元学习

目前的深度学习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其依赖比较大规模的数据，目
前还无法快速学习，使得深度学习的应用受到很大的局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会遇到很多新的任务，现在的深度学习因为无法快速适应新的任务，就没
办法来替代人类的工作。
根据没有免费午餐定理，没有一种通用的学习算法在所有任务上都有效。
因此，当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某个任务时，我们通常需要“就事论事”，根据
任务的特定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损失函数、优化算法以及超参数。那么，我们是
否可以有一套自动方法，根据不同任务来动态地选择合适的模型或动态地调整
超参数呢？事实上，人脑中的学习机制就具备这种能力。在面对不同的任务时，
人脑的学习机制并不相同。即使面对一个新的任务，人们往往也可以很快找到
其学习方式。这种可以动态调整学习方式的能力，称为元学习（Meta-Learning）
，也称为学习的学习（Learning to Learn）。

θt+1 = θt + α∇f (θt )

(10.11)

θt+1 = θt + gt (∇f (θt ), ϕ)

(10.12)

其中，θt 为网络参数，∇f (θt ) 为梯度，ϕ 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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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深入阅读

关于集成学习的可以参考《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Bishop, 2006]。
习题 10-1 集成学习是否可以避免过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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