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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组织增量学习神经网络 SOINN(self-organizing incremental neural network)是一种基于竞争学习的两层

神经网络,用于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对动态输入数据进行在线聚类和拓扑表示,同时,对噪音数据具有较强的鲁
棒性.SOINN 的增量性,使得它能够发现数据流中出现的新模式并进行学习,同时不影响之前学习的结果.因
此,SOINN 能够作为一种通用的学习算法应用于各类非监督学习问题中.对 SOINN 的模型和算法进行相应的调整,
可以使其适用于监督学习、联想记忆、基于模式的推理、流形学习等多种学习场景中.SOINN 已经在许多领域得
到了应用,包括机器人智能、计算机视觉、专家系统、异常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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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organizing incremental neural network (SOINN) is a two layered, competitive learning based neural network which is

able to represent the topology structure of input data and cluster online non-stationary data without prior knowledge, and also robust to
noise. The incremental nature of SOINN enables it to learn novel patterns from data stream without affecting previously learned patterns.
In this respect, it is appropriate to expect that SOINN could serve as a general approach to unsupervised learning problems.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SOINN could handle other kinds of learning tasks such as supervised learning, associative memory, pattern based
reasoning and manifold learning as well. SOINN has been used in many kinds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robotics, computer vision, expert
systems, and anomaly dete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urvey of its basic ideas, improvements and applications.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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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增量学习神经网络(self-organizing incremental neural network,简称 SOINN)是一种基于竞争学习的
神经网络模型 [1−3],能够对数据进行增量式的无监督学习.SOINN 使用一组分布在特征空间上的神经元来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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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的密度分布,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构成一个或者多个连通子图,每个子图都代表 SOINN 发现的一个
聚类以及该聚类的拓扑结构.
不同于传统的竞争型神经网络,SOINN 没有固定的拓扑结构,它根据输入的数据以及若干简单的规则自适
应地调整局部神经元的权值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SOINN 的学习算法是完全增量式的,这不仅表现在学习过
程 的 在 线 性 (on-line)上,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学习 结 果 的 增 量 性 .由 于 采 用 了 自 适 应 调 整 的 相 似 度 阈 值(similarity
threshold)来识别之前没有学习过的输入模式,该网络能动态地生成新的神经元来表示输入模式,同时不影响其
之前的学习结果.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SOINN 作为一种通用的竞争神经网络模型,已经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包括机器人
智能、计算机视觉、医学诊断、异常检测等等.除此之外,SOINN 已经被改进和调整来处理更为多样化的机器
学习问题,包括联想记忆、模式分类、密度估计、流形学习等等.
本文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并总结 SOINN 的基本思想、后续改进以及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情况.第 1 节
介绍 SOINN 的研究背景和一些基本问题.第 2 节具体介绍原始 SOINN 以及后续的一些改进,并讨论关于 SOINN
的一些具体问题.第 3 节介绍 SOINN 是如何进行调整以用于监督学习、联想记忆等不同学习问题的.第 4 节总
结 SOINN 在各个领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并作简要介绍.第 5 节讨论 SOINN 进一步的发展方向.第 6 节
对全文进行总结.

1

研究背景
聚类和拓扑学习是无监督学习的两个重要部分,两者都试图从无标签的数据集中发现隐含的信息.聚类算

法的目的是为了挖掘出数据中潜在的全局结构信息,而拓扑学习则关注数据的局部邻域信息,这种局部信息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原始数据在特征空间上的拓扑结构.历史上有多种竞争型神经网络模型被提出用于解决
这两类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Kohonen 提出的自组织映射网(self-organizing map,简称 SOM)[4,5]和 Martinetz
等人提出的 Neural Gas(简称 NG)[6]和 Topology Representing Network(简称 TRN)[7].这些网络都具有类似的学习
机制,预设一定数量的神经元随机分布在某个空间(可以是原始数据空间,如 NG 和 TRN;也可以是一个低维空
间,用于把原始数据映射过来以达到降维的目的,如 SOM),并初始化它们的连接以确定初始的网络拓扑结构,然
后逐个输入数据样本进行训练.训练过程中,所有神经元相互竞争对当前输入的响应权力,获胜的神经元更新自
身参数以适应新的输入.这样的竞争机制导致最终网络收敛后的结果是不同区域的神经元对不同的输入模式
更为敏感,一旦该模式出现,就会有更大的几率在竞争中被激活.因此,竞争神经网络是一种实现模式识别的模
型.然而有研究表明,这样的竞争神经网络难以在保持可塑性的情况下获得稳定的学习结果.这就是 Grossberg
和 Carpenter 提出的稳定性-可塑性困境(stability-plasticity dilemma)[8]:在试图构造一个能够实时地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时,如果一个系统过于稳定,则不善于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反之,系统对外界的刺
激过于敏感,就会导致系统本身没有办法稳定地保存先前学习到的知识,甚至无法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
此,在面对缺乏先验知识且外部输入模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时,网络的自组织性和算法的增量性是一个学习系
统应该具有的特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模式的快速发展,流式大数据正普遍成为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对象,其主
要特点是实时性、易失性、突发性、无序性、无限性[9].在对流式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概念漂移(concept drift)
现象同样会造成稳定性-可塑性困境:算法面对非稳态的输入时(non-stationary environment),如何学习新的模式
而不影响过去学习的结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以聚类为例,传统的聚类算法大致可分为层次化的聚类算法、划
分式聚类算法、基于密度和网格的聚类算法这几类[10],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经典的基于划分的 k-means[11]算法
及其多种改进版本[12−15],此类算法的突出问题是几乎只适用于各向同性性质(isotropic)的聚类簇,对初始聚类中
心点很敏感,而且需要预先指定聚类数目.相比之下,基于混合模型假设并使用 EM[16]算法来求解概率模型能够
对更加一般的数据进行聚类,但同样需要预先指定混合成分的概率分布形式或者聚类的数量.基于图的划分的
谱聚类算法 [17]同样也面临着确定聚类数目的问题.而且,以上算法均无法处理输入中隐含的聚类结构随时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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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的情况.因此,在缺乏先验知识且面对需要快速处理的流式数据时,常用的算法往往没有考虑输入数据的
动态性.
提出稳定性-可塑性困境的同时,Grossberg 和 Carpenter 提出了后来影响力极大的竞争神经网络模型:自适
应共振理论(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简称 ART)[8,18,19]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多
种不同竞争网络模型来适应这一问题,其中的大多数基于 SOM 和 NG 的结构和算法,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之一
是 Fritzke 提出的 Growing Cell Structures[20]和 Growing Neural Gas[21]网络(简称 GNG).其中,神经元可以随着输
入数据动态地增加.因此,GNG 比 NG 网络具有更强的动态性,能够适应变化的输入模式,但是稳定性较差.
SOINN 在 SOM 和 GNG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强了网络的可塑性,同时又增加了删除噪声节点、自适应调整阈
值参数等操作来稳定学习的结果.

2

SOINN 算法思想及其改进

2.1 原始SOINN
SOINN[1]是两层结构(不包括输入层)的竞争性神经网络,它以自组织的方式对输入数据进行在线聚类和拓
扑表示.其工作过程如图 1 所示.
•

第 1 层网络接受原始数据的输入,以在线的方式自适应地生成原型(prototype)神经元来表示输入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在 SOINN,SOM,GNG 这类网络中的神经元与常见的前馈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是不一
样的概念,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某个特征空间中的向量,而它们的权值(weight)就是神经元在该空间中的
坐标表示,之后也会用节点来指代这里的神经元.这些节点和它们之间的连接反映了原始数据的分布
情况以及拓扑结构;

•

第 2 层根据第 1 层网络的结果估计出原始数据的类间距离与类内距离,并以此作为参数,把第 1 层生成
的神经元作为输入再运行一次 SOINN 算法,以稳定学习结果.如图 2 所示:当输入数据存在多个聚类并
存在噪声时,SOINN 依然能够生成可靠的神经元节点来表示输入数据中的各个聚类;同时,子图的拓扑
结构反映了原始数据分布的性质.

Fig.1

Two stages of competitive learning in SOINN
图1

SOINN 的两层竞争学习示意图
输入数据

Fig.2
图2

输出神经元节点和连接图

Experiment on artificial dataset
人造数据集上的效果演示

从具体算法的角度来看,SOINN 的训练过程主要分为 4 步:神经元的分布、动态节点调整、拓扑表示以及

邱天宇 等:自组织增量学习神经网络综述

2233

去噪过程.下面分别介绍每个部分的基本思路.
2.1.1

分布神经元
用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数据来近似原始的完整数据集,然后在这些代表点的基础上对新来的数据做出决策,

是基于原型(prototype-based)的学习算法的基本思想.这些代表性的数据被称为原型(prototype),它们通常以某
种方式反映了原始数据的分布信息,比如 k-means 的各个聚类中心,就是一种典型的原型.SOINN 也是一种基于
原型的算法,它的原型由分布在输入空间中的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代表了它周围与它最相似的输入模式.从
这个方面看,分布神经元本质上是一种矢量量化过程.
矢量量化(vector quantization,简称 VQ)[22]最初用于对数字信号进行压缩编码,使得能够以较低的带宽来传
输信号.简单来说,VQ 的过程就是用一组固定数量的码书(codebook)向量 wi(i=1,2,…,k)对原始信号 x 进行编码,
以达到数据压缩的目的.在固定了 wi 之后,对 x 的编码过程就是寻找与之最接近的向量 wi(x)来表示 x.因而,这个
问题最后归结为找到一组向量 wi,使得在解码端信号重建的期望误差值 E(w)最小化:
E ( w) = ∫ || x − wi ( x ) ||22 p ( x)dx

(1)

其中,p(x)是信号 x 的概率密度函数.E(w)通常情况下并没有闭合形式的最优解,需要通过迭代算法来进行优化,
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基于 Lloyd-Max 条件[23,24]的 LBG 算法[25]来近似求解.LBG 算法是一种批处理算法,不能
直接用于增量学习.对公式(1)使用随机梯度下降进行优化得到以下更新式,但通常需要遍历多次训练数据才能
使算法收敛到局部最优解:

wi(t +1) ← wi(t ) + α (t )( x (t ) − wi(t ) )

(2)

其中, w 为第 t 步时与输入向量 x 最接近的码书向量的权值,α(t)为更新步长 .
(t )
i

(t)

在公式 (2)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邻域函数来控制不同码书向量对输入的敏感程度 , 可以形成具有空间有序性
的映射[4],这在许多竞争神经网络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此时,对码书向量的更新式见公式(3):

wi(t +1) ← wi(t ) + α (t )h( x (t ) ,W ,σ )( x ( t ) − wi( t ) )

(3)

其中 ,W={w1,w2,…,wk},σ是调整邻域函数的参数 .通常情况下 ,h 的存在使得只有距离输入模式最近的那些码书
向量能够参与竞争并向输入数据移动,这些向量或者在输入空间相邻(如 NG,TRN,GNG 等),或者在神经元所在
的低维空间相邻(SOM 等 ).网络收敛的结果是输出的码书向量与输入模式间形成一种空间有序的映射关系,即,
相邻的向量编码相似的输入模式.Kohonen[4]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入讨论 ,指出这种空间有序的映射关系在人脑的
神经元中也普遍存在.
对于 SOINN 来说,它的神经元就相当于矢量量化中的码书向量.SOINN 并没有显式地定义邻域函数 h,在每
次新到来输入数据时 , 只有最邻近的神经元 ( 通常称为胜者节点 ) 以及与它在拓扑结构上的邻居节点 ( 两者有边
相连接)有移动的机会,这是由于 SOINN 生成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能够保持输入数据的拓扑邻域系.SOINN 为
每个神经元都赋予了一个不同的学习率(learning rate)参数 ε(t),作用与 VQ 中α(t)相同,其中,t 为该神经元成为胜
者的次数且ε(t)与 t 成反比.其意义在于:使得神经元的移动最终能趋于稳定,算法最终能够收敛而不至于持续震
荡.通常情况下,ε(t)的形式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以保证最终的学习效果.SOINN 使用的是 Robbins 等人[26]提出
的约束条件:
∞

∞

t =1

t =1

∑ ε (t ) = ∞, ∑ ε 2 (t ) < ∞

(4)

满足公式(4)的学习率,保证了每个节点在逐渐稳定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一定的学习能力.
文献 [27]中对矢量量化的渐近性质做了分析 ,指出 :在算法收敛后 ,量化向量 w 的密度 ρ(x)与原数据集密度
函数 p(x)具有如下关系:

ρ(x)∝p(x)α
其中,α被称为放大因子(magnification factor).使用不同的算法来优化函数(1),会得到不同的α值.

Villmann 等人[28]总结了常用向量量化算法的放大因子,并给出了几种调整的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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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是 SOINN 实现自组织和增量学习的关键,它使得神经元的权值向量和网络的拓扑结构能够随着

输入模式的到来动态地进行调整 ,以优化对输入数据的表达精度 .此外 ,通过适时增加神经元不仅能够自适应地
确定神经元的数量以满足一定的量化误差约束 , 同时还能在不影响之前学习结果的情况下适应之前没有学习
过的输入模式.SOINN 分别定义了类内节点插入(within class insertion)和类间节点插入(between class insertion)
操作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类内的节点插入操作主要是为了自适应地减小神经元的量化误差 ,尽可能准确地近似原始数据的分布 .具
体的,SOINN 在运行过程中会记录每个神经元的累积量化误差,每学习一段固定的时间之后,找出所有节点中累
积量化误差最大的两个节点 ,然后在它们的中间插入一个新的节点 ,以插值的方式更新它们的累计量化误差值 .
考虑到并非每次插入操作都是有必要的 ,如果不进行一些限制的话 ,那么随着算法的进行 ,节点的数量会不断地
增加 . 因此 ,SOINN 在每次类内的节点插入操作后都会再判断该次插入操作是否显著降低了量化误差 : 如果没
有,则取消本次插入操作.
类间节点插入发生在新输入的数据与之前学习过的数据差异性较大的时候.SOINN 通过为每一个神经元 i
设置一个相似度阈值(similarity threshold)参数 Ti 来判断新来的数据样本是否有可能属于一个新的类别:如果该
数据点与之前学习得到神经元差异性较大 , 就在该数据点的位置上生成一个新的节点来代表这个可能的新模
式.如图 3 所示 ,ξ为新输入的数据点,SOINN 首先找到与其最相似的两个神经元 s1 与 s2,如果 d ( s1 , ξ ) > Ts1 或者

d ( s1 , ξ ) > Ts2 ,就认为数据点 ξ的差异性较大 .其中,d(⋅)为相似度度量函数 (通常为欧氏距离函数 ).新生成的节点并
不意味着最终一定属于一个新的聚类 ,只是在当前的相似度阈值下 ,该输入与之前学习到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
随着越来越多的输入模式得到学习,相似度阈值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在不断变化.
ξ
Ts1

T′

Ts1

s1
s1
s2

Ts2

Ts2

s2

(a)

(b)

Fig.3

Between class insertion

图3

类间节点插入

如果新输入的数据样本不满足节点插入的条件,SOINN 首先找到获胜的两个节点 s1 和 s2,然后以公式 (2)的
形式对它们的权值 W1,W2∈Rn 进行更新.这样,在神经元数量固定的情况下,SOINN 的调整过程实际上等价于传
统的矢量量化过程.
可以看出 :类间节点插入是 SOINN 实现增量学习的关键 ,节点插入的时机对于最终的结果有较大影响 ,而
每个节点的相似度阈值参数 T 又是决定插入操作的关键.如果 T 值过小,则每个数据都会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模
式而生成一个节点;T 值过大,则会导致节点个数过少,此时量化误差增大,而且不能准确反映数据的分布.理想情
况下,该参数应大于平均的类内距离同时小于平均的类间距离[29].ART 使用一个名为 Vigilance 的参数来判断输
入模式是否是一种没有学习过的新模式 ,然而对于不同的输入数据 ,由于它们的分布不同 ,类内距离和类间距离
也会相应不同,因此,参数 Vigilance 是问题相关的.GNG 同样也面临着手动选择阈值的问题.SOINN 在这个问题
上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的方式不断更新 Ti 的值,使得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输入模式.假设 N 为所有节点的集合,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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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点 i 的邻居节点集合.如果 Ni 不为空,即 ,存在其他节点通过一条边与其相连,就令:
Ti = max || Wi − W j || ;
j∈ Ni

否则, Ti = min || Wi − W j || .
j∈N \{i}

可以看出,这两个定义实际上是当前对最大类内距离和最小类间距离的估计值.图 3 和图 4 分别演示了在
节点插入和权值更新的过程中,相似度阈值是如何变化的.实际应用表明,这样的动态调整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Ts1

Ts′1
s2

s2

s1

Ts2

Ts′2

(b)

Updating the weights of neurons
图4

2.1.3

s′1
s1

(a)

Fig.4

ξ

s′2

ξ

更新神经元权值

拓扑表示
神 经 元 的 动 态 调 整 , 是 为 了 对 数 据 进 行 增 量 式 的 学 习 . 此 外 ,SOINN 还 采 用 了 竞 争 Hebb 学 习 规 则

(competitive hebbian learning,简称 CHL)来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Martinetz 和 Schulten[7]已经证明了:用这种方
法建立的连接,能够形成神经元集合的 Delaunay 三角剖分 (delaunay triangulation)的子图;同时,这种子图在神经
元足够稠密的条件下,能够完美保持原始数据的拓扑邻域关系.

CHL 可以简要概括如下:每输入一个数据样本,在特征空间中找出与该输入模式最相似的两个神经元,然后
把它们连接起来.图 3(b)和图 4(b)中加粗的连接就是根据 CHL 建立起来的新连接.但考虑到 SOINN 在运行过程
中会调整节点的位置 ,因此随着算法的进行 ,之前距离比较近的两个节点可能在算法结束时不再被一个输入信
号给同时激活了,因此,它们之间不应该存在连接.为此,每条连接都通过一个参数 age 来记录它们经历了多少次
数据的输入.每次该边连接的两个端点被同时激活时,就重置该参数为 0;否则,该参数超过了一定的阈值就会使
得相应的连接被删除.

2.1.4

网络去噪
在实际应用中 ,输入数据中往往存在噪声或者离群点 ,这会导致 SOINN 为它们生成不必要的节点 (因为它

们往往与之前学习到的模式差异性较大 ).另一方面 ,随机地输入顺序也会使得 SOINN 的结果出现不稳定的现
象 ,这是基于竞争学习的神经网络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在算法运行过程中 ,SOINN 周期
性 ( 周期由自定义参数 λ决定 ) 地查找并删除可能处于密度较低区域的部分节点 ,因为这种节点很可能是由于数
据中存在噪声点产生的 , 不能反映原始数据的分布信息 . 此外 , 在两个距离比较近的聚类交界处 , 数据点的密度
也会明显低于聚类的中心区域,因此删除这部分的节点以及与它相关的连接,使 SOINN 能够稳定地把两个不同
的聚类区别开来.
在 SOINN 中,一个节点成为胜者的次数和它的邻居个数被用来判断它是否处于数据密度较低的区域.如果
一个节点没有或者只有一个邻居节点 , 而且成为胜者的次数低于当前神经元的平均次数一定比例就会被删除 ,
同时移除所有与它相关联的边,其中,自定义参数 c 用于控制这个比例.节点的删除操作使得 SOINN 在有噪声的
环境下具有一定的鲁棒性,而参数 λ决定了 SOINN 进行去噪过程的频率,通过调整它,以适应不同的输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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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算法描述

SOINN 自提出以来经历了若干调整与改进,但是总体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下面是其简要算法描述.
算法 1. SOINN.

1)

初始化神经元集合 A={c1,c2},其中:神经元 c1,c2 的权重 W1,W2∈Rn 是随机的两个初始数据样本;初始化

2)

输入一个新的数据样本(或是信号、模式):ξ∈Rn;

3)

找出 A 中与 ξ中最相似的两个神经元,s1 和 s2,其中,
s1 = arg min || ξ − Wc ||

(6)

s2 = arg min || ξ − Wc ||

(7)

边集合 C⊆A×A 为空集,即,神经元之间没有初始连接;

c∈ A

c∈ A \{ s1 }

如果 || ξ − Ws1 ||> Ts1 或者 || ξ − Ws2 ||> Ts2 成立,就为 ξ生成一个新的节点 r,令 A=A∪{r},Wr=ξ;

4)

如果 s1 与 s2 间不存在连接,令 C=C∪{(s1,s2)},即,为两个最相似节点建立连接;
令 age( s1 , s2 ) = 0 ,即,刷新边(s1,s2)的年龄参数 ;

5)

与胜者节点相连的所有边 age 参数加 1:
age( s1 ,i ) = age( s1 ,i ) + 1, ∀i ∈ N i

6)

累加胜者节点的局部量化误差:

Es1 = Es1 + || ξ − Ws1 ||
7)

8)

(8)
(9)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节点,则更新两个胜者节点的权值:
Ws1 = Ws1 + ε (t )(ξ − Ws1 )

(10)

Ws2 = Ws2 + ε ′(t )(ξ − Ws2 )

(11)

1
1
.
其中, ε (t ) = , ε ′(t ) =
t
100t
检查所有连接(i,j)∈C 当前的年龄参数 age(i,j):如果 age(i,j)>agemax,就从 C 移除该连接.其中,agemax 是预
先定义的参数;

9)

如果当前输入的数据样本总数是 λ的整数倍 (即,经过了一个学习周期),检查整个 SOINN 进行类内节
点插入操作和去噪过程.

如果还有输入,就跳转至第(2)步;否则停止算法,输出神经元集合 A 和连接矩阵 C.
2.2 Enhanced SOINN

SOINN 提出之后,Shen 和 Hasegawa[2]提出了 Enhanced-SOINN(简称 E-SOINN)来解决原始 SOINN 的一些
不足.

1)

原始 SOINN 的两层模型意味着需要判断在训练过程中何时停止第 1 层的学习转而学习第 2 层,但是
在在线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难选择合适的时机;

2)

用于减小量化误差的类内节点插入在第 1 层网络中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第 1 层的相似度阈值是根据
数据的分布自适应调整的 . 后续的应用表明 , 在这一层神经元的数量通常是足够多的 , 所以并不会有
比较大的量化误差;

3)

在两个数据的聚类重叠区域密度较大时,SOINN 往往不能够把这两个类别区分开来,因此聚类效果有
待提高.

对此,E-SOINN 在结构上只保留了原始 SOINN 的第 1 层,并移除了类内节点插入操作以简化训练过程,使
得 E-SOINN 更加适合实时的增量式学习 .在算法上 ,增加了一个新的分离与合并子类的过程 ,该过程与节点删
除操作一样是周期性进行的 .它的作用是检测出类别间的重叠区域 , 并删除处于该区域的神经元和与之相关联
的边,达到分离这些存在重叠区域的聚类的目的.实验显示,E-SOINN 能够以更少的参数、更简单的模型获得比
两层 SOINN 更加稳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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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根据 Zhang 等人的分析[30],类内节点插入操作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减小量化误差,它还能使得

SOINN 生成足够密集的神经元,这缓解了增量学习中由数据的输入次序所带来的不稳定问题.因而,是否需要类
内节点插入操作有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决定.

2.2.1

节点密度

E-SOINN 对两个具有重叠区域的聚类进行分离的过程是基于以下假设的:重叠区域处于类别的边缘,且在
此区域中数据分布的密度明显低于聚类内部或者中心点处的密度.图 5 是一种典型的情况,两个聚类发生了重
叠,A 和 B 分别是两个聚类的中心,C 为重叠区域的一部分,A 点和 B 点的密度明显大于位于重叠区域的 C 点.
B

A

C

Fig.5
图5

Overlapped density
重叠的密度区域

数据分布的密度信息可以从已经生成的神经元中得到估计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 : 神经元成为胜者的次数
应当与其所在区域的数据点密度成正比 , 这样 , 被激活的次数就能够作为密度的一种度量方式 . 但事实上 , 从

SOINN 的竞争性来看 ,最终算法稳定时 ,每个神经元被激活的概率是趋于相同的 .因此 ,该参数并不能作为密度
的度量.E-SOINN 使用了每个神经元到它的邻居节点的平均距离来度量其所在区域的数据点密度,这是由于神
经元的移动总是趋向于周围数据密集的区域 ,因而该区域中神经元的相互距离也会相应较小 .应当注意的是 :这
并不是数据密度分布的一个估计,只是作为一种密度大小的度量来找出空间中高密度的区域.

2.2.2

分离和合并子类
根据之前第 2.2.1 节的假设和节点间距离所带来的密度信息,E-SOINN 使用算法 2 对学习得到的神经元网

络进行划分子类的操作.
算法 2. 划分子类.

1)

找出具有密度的局部最大值的神经元 , 分别赋予它们不同的类别标记 , 其中 , 局部最大值是相对于所
有邻居节点来定义的;

2)

其余节点的类别设置为与它们相连接的局部最大值点的类别;

3)

如果某一个节点具有多个不同的类别标记,则认为该节点处于重叠区域内.

这样,就在 E-SOINN 的神经元网络中根据密度划分出了多个子类,Shen 等人在文献 [2]中指出:在实际运行
中,E-SOINN 使用的方法反映的密度信息往往并不是如图 5 所示一样是平滑的,因此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分离
操作.为此,E-SOINN 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合并子类.这两个操作使得 E-SOINN 能够区分出重叠密度较
大的两个聚类,获得比 SOINN 更加可靠的聚类效果.
2.3 其他改进
在 E-SOINN 之后,对 SOINN 的改进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把 SOINN 应用于监督学习中,简化 SOINN 算法
用于快速生成不同类别的代表神经元;另一个方向是改进 SOINN 在非监督学习中的性能,重点是提高其分离重
叠聚类簇和面对不同输入次序时的稳定性.

Adjusted SOINN 是 E-SOINN 的一种简化形式,它对 SOINN 的调整属于上述的第 1 种情况,主要用于监督
的学习过程中.因为已经有了类别信息,因此它删除了 E-SOINN 的分离去除子类的过程.Adjusted SOINN 大部
分的应用场景是为不同的类别生成代表节点 ,这样可以在丢弃输入数据的情况下 , 以较少的代价保存不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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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信息,用于之后的处理过程.一个具体的应用是 Adjusted SOINN Classifier(ASC)[31].

Load Balancing SOINN(简称 LB-SOINN)[30]对 SOINN 的调整属于第 2 种,其在 E-SOINN 的基础上提出了 3
点主要的改进:

1)

提出了负载均衡(load balancing)的概念,其中 ,负载指的是神经元的学习次数(learning time),即,成为胜

2)

使用了一套基于 Voronoi 区域划分的算法来合并已经分离的子类,合并的过程是从密度高的神经元开

者的次数,然后采用类内的节点插入方法来平衡神经元的负载;
始,避免了 E-SOINN 可能出现的反复分离又合并子类的震荡情况;

3)

把多种相似度衡量方式进行组合作为 SOINN 对节点距离的度量方式,并根据数据的维度赋予不同的
权重,使得 SOINN 在高维空间也有很好的表现.

文中指出 :如果神经元的数量足够多 ,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每个神经元的负载保持大致接近 ,最后生成的神经
元的拓扑结构对数据的输入顺序以及神经元的初始位置不敏感 ,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结果 . 从实验结果来
看:LB-SOINN 能够获得比 E-SOINN 更加稳定的聚类效果,同时也能够很好地处理文本分类这种特征维度较高
的学习问题.

Local Distribution SOINN(简称 LD-SOINN)[32,33]也是对 SOINN 稳定性的一种改进.对于原始 SOINN 以及
其他后续的改进来说,我们注意到:每个胜者神经元从生成到被删除,它的权值 W 要么不变,要么以公式(10)、公
式(11)的形式进行更新.假设某神经元到某一时刻共经历 N 次更新,则第 n 轮的权值由如下公式进行更新:
1
W n = W n −1 + (ξ n − W n −1 ).
n
稍作运算,我们能够得到:

WN =

1 N n
∑ξ .
N n =1

因此,每个 SOINN 中的神经元最终的权值就是所有用于更新该神经元的训练样本的均值.从统计的角度上
来说,每个神经元保留了局部样本的一阶矩信息.基于此观察,LD-SOINN 试图通过为每个神经元维护局部协方
差矩阵来保留更为丰富的样本信息,来提高 SOINN 的稳定性.
每个 LD-SOINN 中的神经元都维护一个局部协方差矩阵Σ,该矩阵保存了落在该神经元接受阈范围内所有
样本的二阶矩信息.假设这些样本的个数为 N,我们知道该协方差矩阵的最大似然估计为

ΣN =

1 N n
∑ (ξ − W N )(ξ n − W N )T .
N t =1

其中,ξ,W 的定义都与前文相同.为了使得算法能够保持增量性,该矩阵同样以等价的迭代形式进行更新.
1
Σ n = Σ n −1 + 2 [( n − 1)(ξ n − W n −1 )(ξ n − W n −1 )T − nΣ n −1 ].
n
通过同时保留局部样本的均值和协方差信息 ,每个神经元实际上维护了一个局部的高斯分布 ,因此算法中
也不再使用欧式距离来度量某个样本到神经元的距离 ,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协方差矩阵加权过的马氏距离 .此外 ,
每训练一定时间 ,距离相近而且分布相似的神经元将被合并 ,以减少神经元的数量 .这使得整个网络的复杂度始
终得到有效的控制,增加了模型的稳定性.如图 6 所示,面对与图 2 相同的输入数据,LD-SOINN 对数据的描述比
只利用一阶信息的 SOINN 更加简洁,图中每个椭圆都描述了一个神经元和由它的协方差矩阵所确定的高斯分
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数据近似以高斯分布的形式存在时,LD-SOINN 几乎可以完美地回复出该聚类的所有信
息 (左边的两个高斯分布 );当该条件不满足时 ,由于 LD-SOINN 的自适应性以及多个高斯分布的近似能力 ,LD-

SOINN 依然能够近似地还原出输入数据的分布(两个环形分布和一个正弦形状分布).
LD-SOINN 不仅从算法上对 SOINN 进行了改进,使得每个神经元的表达能力更为丰富,它同时也给 SOINN
提供了概率上的解释.尽管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从模型的本质来看,LD-SOINN 所做的改进实际上使得 SOINN 成
为了一种增量式的高斯混合模型 ,每个神经元成为了一个动态的高斯成分拟合它周围的训练样本 ,可以被动态
生成也可以被动态删除 , 具有相当高的灵活性 .而训练该模型的方法就是对每个神经元的参数分别做最大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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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由于每输入一个样本模型参数都能够得到更新,因此相比于 EM 算法训练的高斯混合模型,LD-SOINN 训
练的速度更快 ,收敛需要的样本数也大大减少 .原始 SOINN 可以被看成是协方差矩阵为单位矩阵的特殊情况 ,
这为理解 SOINN 这一类算法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Fig.6

Learning output of LD-SOINN [33]
图6

LD-SOINN 的学习结果

2.4 参数讨论
原始 SOINN 总共有 8 个参数,分别是 λ,agemax,c,α1,α2,α3,β,γ.后 5 个参数用于调整类内节点插入过程中局部
量化误差的重新分配.而在使用单层结构的 E-SOINN,Adjusted SOINN 中 ,λ,agemax,c 是对 SOINN 影响最大的 3
个参数.其中,

•

λ是 SOINN 进行去噪以及类内节点插入的周期 .当输入中包含较多噪声时 ,应当设置相应较小的 λ值 ,
使得算法能够及时删除因为噪声而产生的节点和连接 . 在一些人工数据或者几乎没有噪声的情况下 ,
尽量增大 λ的值可以使得 SOINN 为数据集生成足够多的节点以减少量化误差,同时具有更好的拓扑保
持性质;

•

agemax 决定了一对神经元间的连接在不被刷新的情况下 ,最多能存在多少个单位时间 (输入的次数 ).这
个参数的存在,是由 SOINN 增量学习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神经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可能会增加或移
动 ,刚开始相邻的两个节点在一段时间之后也许并不相邻 ,此时 ,两个神经元间存在的连接应该被消除 ,
否则就违反了 CHL 规则.因此 ,agemax 对最终生成的网络拓扑结构有较大影响,其值通常不宜太大.因为
由于输入次序的随机性 ,难免出现误生成的连接 ,它们都应当在一段合适的时间窗内被删去 .通常情况
下 ,数据流形的结构越复杂 ,agemax 的值应该越小来保证拓扑结构的正确性 .根据实际应用不同 ,50~100
的取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比较适用;

•

c 值是进行节点删除时使用的一个阈值参数,通常设置为 0.5~1.0 之间.山崎和博等人针对 SOINN 的各
个参数进行了详细的实验,论证了参数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对最终的输出有怎样的影响[34].

3

基于 SOINN 的学习算法
基于原型的无监督学习算法扩展为有监督的分类算法是非常自然的 , 可以首先对每个类别的样本集分别

应用无监督算法进行学习来分别得到它们的原型 ,然后基于这些原型做最邻近分类 ,比如基于 SOM 的一系列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LVQ)算法[35].目前,已经有许多基于 SOINN 的监督学习算法已经被提出,它们无一
例外都把 SOINN 的增量学习性质引入了传统的分类算法中 ,使得分类器的训练可以更加灵活高效 .除此之外 ,

SOINN 的算法思想也被用在了密度估计和流形学习中,下面简要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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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监督学习

SOINN 最初被设计用于进行无监督学习,对原始数据进行表示、聚类以及拓扑学习.当学习任务从无监督
学习变为分类时 ,对算法有了不同的要求 .在聚类时 ,为了能够得到尽可能准确的聚类结果 ,SOINN 需要相对较
多的节点来代表原始数据 ,这些节点以及它们的连接提供了关于数据的分布信息以及拓扑结构 . 然而对于分类
问题来说,类的边界信息才是最终分类的关键信息.
基于这个观察,Adjusted SOINN Classifier(简称 ASC)[31]在训练过程中保留那些对分类决策有帮助的节点
以加速后续的分类过程.其训练过程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1)
2)

首先,对每个类别的数据分别使用 Adjusted SOINN 进行学习,得到各个类的代表神经元集合;
考虑到 SOINN 的结果会受到输入数据的顺序影响 ,为了使算法更加稳定 ,再对代表每个类别的神经
元使用 k-means 算法进行调整,使得它们收敛到稳定的位置;

3)

如果一个节点的类别与它的 k 近邻节点进行多数表决得到的类别不同时 , 删除该节点 . 该思想来自

ENC(k-edited neighbors classifier)[36],目的是提高最终最邻近分类的性能;
4)

检测并删除对分类没有帮助的中心节点.

如图 7 所示,最左边的图是原始的输入数据,中间的是 Adjusted SOINN 为每个类别生成的神经元,最右图为

ASC 算法运行后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 Adjusted SOINN 生成的节点中,只有与分类相关的边界节点被保留
了下来 ,它们对最终的分类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删去了大部分对分类无关的节点 ,算法在实际分类时只需要较
小的时间与空间开销.

Fig.7
图7

ASC trained by artificial data[31]
ASC 在人工数据上的运行结果[31]

ASC 是完全基于 SOINN 框架的分类器,由于额外的节点清理操作,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在线的算法.但是当
SOINN 与其他基于原型的分类器相结合时,往往能够使得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增量学习性质.Zheng[37]和 Xu[38]等
人分别将 SOINN 与 LVQ,SVM 相结合,使得这两种算法获得了增量学习的能力.
3.2 半监督学习和主动学习

SOINN 也被改进 ,用于实现增量式的半监督学习和主动学习 [39,40].利用了 SOINN,能够实现数据压缩的性
质,相应的算法对学习中标注样本(半监督学习)的数量或是询问次数(主动学习)的要求都较低.
对于半监督学习 , 首先使用 E-SOINN 中的方法 , 每隔一段固定的学习时间找到当前具有密度极大值的节
点,并用它们把 SOINN 分离为许多子类,然后找到可能处于决策边界上的节点和边.由于 SOINN 产生的节点密
度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分布 ,这种方法会产生很多不正确的分割 ,因此采用了密度差的方法判断是否要把两个相
邻的子类进行合并 . 如果一个子类中存在一个带类标的节点 , 则把整个子类标注为该教师节点的类别 ; 否则 , 在
同一个合并类中存在教师节点 , 就把子类标注为该教师节点的类别 . 在上述过程中 , 如果找到多个教师节点 , 就
使用密度最大的那个节点的类别.
主动学习的算法通常期望查询的次数越少越好 , 因此每次只询问对标注影响力最大的节点 . 这些节点包括
每个子类中密度最大的节点、合并类中密度最大的节点以及子类相邻边界上的节点 .SOINN 通过询问这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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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影响分类效果的节点来进行主动学习,因此只需要进行少量的询问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学习效果.
3.3 联想记忆和基于模式的推理
神经网络用于联想记忆有很长的历史 ,历史上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联想记忆系统和算法 , 如知名的 Hopfield
网络 [41],但它们往往对可联想的模式和记忆容量有较严格的约束 [42].基于 SOINN 的联想记忆系统 [42,43]希望能
实现更加一般和通用的联想记忆,下面简要介绍文献[42]提出的一种基于 SOINN 的通用联想记忆系统(general

associative memory,简称 GAM).
GAM 假设联想和记忆都是基于模式的,它可以完成由一种输入回忆起某种模式 (自联想),或是由一种模式
联想到一个或是多个其他的模式(异联想 ),这些模式可以为实值或者是二值的向量,同时记忆容量能不断增加.
如图 8 所示,GAM 采用 3 层结构,自下而上分别为:

1)

输入层 : 接受 键 (key) 和响应 (response) 向量 作为输入 , 其中 ,Key 作为联想某个模式的线索模式 , 而

Response 则是希望能联想出的模式向量.这些输入都被视为不同的模式供第 2 层学习并记忆;
2)

记忆层:使用 Adjusted SOINN 算法对输入的模式进行学习,不同的模式对应于该层学习得到的不同的
聚类;

3)

联想层 :把记忆层学习到的每种模式都抽象为该层的一个节点 ,通过在该层建立不同节点间的有向连
接来学习模式间的联想规则 .联想规则可以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或多对多 ,因此能够同时满足
多种形式的联想记忆.

Fig.8

Network structure of GAM

图8

GAM 的网络结构

联想层为每次连接的起始节点分配一个索引来区别从一个节点发出的不同连接,这样就实现了一对多、多
对多的联想规则 .每个连接维护一个被激活次数的参数 ,该参数于每次使用该连接进行联想时增加一次 .该值越
高 , 表示该联想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 因此 , 当一个输入模式有多个可能联想到的结果时 , 拥有最高值的联想规则
会被首先返回.

GAM 通过联想层的训练能够得到不同模式间的联想规则 ,实现了异联想 .自联想主要由记忆层实现 ,因为
记忆层的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因为 SOINN 的竞争过程而产生的 Voronoi 的区域 , 该区域被称为它的接收域

(receptive field),所以任何的输入模式落入该区域都会被它所代表.因此在运行过程中,每个神经元的 Voronoi 的
区域充当了记忆模式的吸引子 (attractor) 的角色 ,当原本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偏差时 ,只要它仍然落在对应的接收
域内就可以被恢复出来.
基 于 类 似 的 思 想 ,Shen 等 人 设 计 了 基 于 模 式 的 推 理 算 法 [44]. 该 算 法 以 模 式 作 为 推 理 的 命 题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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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一组由若干命题对象的析取范式表示的 If-Then 规则作为输入来学习符合逻辑的推理规则 .相似
的 If-Then 规则得到的聚类簇被作为长期记忆(long term memory)储存起来,当一个待推理的命题到来时,找到学
习结果中相似的推理规则进行递归地推理,直到存储的长期记忆中没有针对当前命题的推理规则.
3.4 密度估计
密度估计的任务是从一组数据样本中恢复出生成该组样本的概率分布函数 , 在给定一个新的样本时 , 密度
估计算法需要能够尽可能准确地返回这个样本点的概率密度 . 这样的密度信息对于异常检测和分类任务往往
十分重要 .传统的密度估计算法主要包括非参数式 (nonparametric)方法和参数式 (parametric)方法 .非参数方法的
代表是传统的核密度估计和一系列基于它的算法 , 它们的特点是几乎不需要任何假设就能提供理论上比较完
备的密度估计结果 .但它们通常受限于计算复杂度 ,只适合于处理低维和小数据样本 .参数式方法假设数据服从
某一特定的分布族,具有较强的概率假设,因此训练代价小,但也因此在应用上受到限制.
混合模型(finite mixture model)[45],其代表为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是对参数式和非参数
式模型的一种权衡.公式(12)使用一组加权的高斯分布来近似目标概率分布:
K

f ( x) = ∑ α nφ ( x | μ n , Σ n )

(12)

n =1

其中,K 为高斯成分的个数,αn 是第 n 个成分所占的权重,Φ(⋅)为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混合模型通常使用 EM
算法来进行学习,由于公式(12)的非凸性,算法一般收敛至局部最优点.此外,训练过程中 K 作为一个超参数,取值
非常关键,通常需要反复运行算法比较 BIC,AIC 等指标才能确定合适的取值.

Nakamura[46,47]使用 SOINN 训练好的神经元的权值作为高斯成分的均值,然后用使得该神经元成为获胜节
点的所有局部数据样本计算该高斯成分的样本协方差矩阵.由于 SOINN 可以动态地增加删除神经元,因此该方
法扩展了传统的成分数目固定的混合模型 .但是由于协方差矩阵的计算需要用到所有的局部数据样本 ,该方法
并不是完全在线的.Xiao 等人 [48]提出使用 LB-SOINN 的节点配合核密度估计算法进行密度,并分析了理想情况
下的估计误差.Qiu 等人[49]提出了一种名为 LAIM 的基于 LD-SOINN 的增量式高斯混合模型,每个神经元同样
代表了高斯混合模型中的一个高斯成分 , 其中使用了一个特殊的阈值系统来控制高斯成分的生成 . 此外 ,LAIM
使用了一个局部的更新策略 ,能够使用每个数据样本对其周围一部分的成分进行在线学习 .这使得模型在降低
训练复杂度的同时,能够发现局部变化较为复杂的密度分布.
3.5 流形学习
流形学习的目的是恢复出高维数据中的低维流形结构.目前常见的流形学习算法有 LLE[50],Isomap[51]等等,
它们都试图使得数据从高维映射到低维空间时 ,高维数据间的邻域信息能够得到保留 ,即 :原本相邻的点在低维
空间也应该相邻;反之,在原始空间中距离较远的数据点在映射之后也要距离较远.这就是邻域保持

(neighborhood preserving)的性质.
数据点之间的邻域关系是原始数据拓扑结构的局部性质 , 这些邻域关系包含了原始数据分布的拓扑结构
信息,即:数据是以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分布在特征空间中的,是各向同性(isotropic)的超球体、超平面还是其他不
规则的流形结构.

SOINN 以 一 组神 经元 来代 表 ( 或 者说 编 码 ) 原 始数据 , 这实际上分别定义了两个映射关系 ,Φ:M→V 和
−1

Φ :V→M,其中 ,M 为嵌入在 Rn 中的数据流形 ,V 为 SOINN 的节点集合.根据 Martinetz 等人[7]的定义,当映射Φ 和
Φ−1 同时满足邻域保持的性质时,图 G(V,E)具有完美的拓扑保持性质(topology preserving).其中,E 为神经元间的
边集合.对Φ来说,邻域保持就是指在数据流形中相邻的数据点被映射到在图 G 中相邻的神经元,对于Φ−1 也有
类似的定义.已经证明:当任意的输入数据 x 及与其最相似的两个神经元 w1,w2 组成的三角形(x,w1,w2)完全位于
数据流形中时 ( 意味着神经元在流形上的分布足够稠密 ),CHL 能够生成具有完美的拓扑保持性质以及路径保
持性质的连接.TRN 为此使用了 NG 作为分布神经元的算法,这需要预先指定神经元的数目并多次遍历训练样
本 .然而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把神经元的数量设置的足够多 ,以满足之前定义的稠密条件 ,使得最终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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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完美的拓扑保持性质;但相应地,这种方式也会使得网络不能适应新的输入环境,不具备增量学习的能力.
由于 SOINN 同样使用了 CHL 来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因此只要节点足够稠密,原始数据分布的拓扑结
构也能完美地被 SOINN 的网络结构保留下来.Gan[52]基于此观察使用了 SOINN 自适应地为输入的高维数据生
成 land-mark 点 ,改进了传统的流形学习算法 Isomap,取得了更好的降维效果.Xiang 等人[53]同时利用了 GNG 和

SOINN 来获得数据的拓扑表示,并使用神经元之间的相似度来代替原始数据间的距离,并以此提出了一个度量
学习(metric learning)和低维嵌入(embbeding)的学习框架.

4

SOINN 的应用
SOINN 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包括医疗专家系统、计算机视觉、异常检测、机器人智能等,以下是

对这些工作的不完全总结.

•

医疗诊断和专家系统

Corchado 等人 [54,55] 将 E-SOINN 用于白血病的辅助诊断中 , 研究者们建立了一个混合专家系统 (mixture
expert system),包括数据的预处理、分类以及知识抽取这 3 个部分.E-SOINN 被用于分类过程,其分类结果再通
过 CART[56]进行知识抽取,以辅助医生的诊断过程.

•

计算机视觉

Toyoda 等人[57]将 SOINN 用于图像标记(image labeling).首先 ,从像素矩阵中分别抽取出图像的纹理和颜色
特征;然后,把属于相同类别的特征送入 SOINN 进行聚类,学习到的 SOINN 节点用于代表该类的颜色特征和纹
理特征.Kawewong 等人[58]把 SOINN 用于室内场景识别.Sun 等人把 ESOINN 中的距离度量替换为 Mahalanobis
距离,然后使用修改后的 ESOINN 来匹配摄像头中不同图像帧中的相同人物[59].袁飞云等人使用了 SOINN 对图
像进行分类 [79]. 此外 ,SOINN 在目标物体识别也有相关的应用 [60,61].Yang 等人基于 SOINN 提出了改进的

ViSOINN[62]提取图像中的子图来进行图像分类.
•

异常检测

Xiang 等人[63]用一种半监督学习的方法配合 E-SOINN 建立了一个入侵检测系统,在 KDD Cup 99 数据集上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Carpine 等人[64]把 SOINN 用于 IRC(internet relay channel)僵尸网络 (botnets)的在线检测.

•

机器人智能

He 等人[65]使用 SOINN 作为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学习系统,通过图像展示以及语音指导等多模态的训练过
程 , 使得机器人能够用一些简单的自然语言来描述当前的物理场景 ,同时还能与人进行简单的词汇交流 .He 和
其他研究者们还利用来自语音和视觉的信息 , 使用 SOINN 训练机器人理解单词的含义 [66].Kawewong[67] 和

Tangruamsub[68] 把基于 SOINN 的联想记忆系统分别用于机器人路径规划 (path-planning) 和导航 (navigation).
Okada 等人[69−71]使用 SOINN 实现了机器人的手势识别.Najjar 等人[72]使用 SOINN 来学习机器人传感器输入与
电机响应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机器人学习一些特定的关节动作来执行制定的任务.
除上述常见的应用领域外,Chen 等人[73]把 SOINN 用于 GPU 加速的并行在线聚类过程;Noorbehbahani 等
人[74]修改了 Ajusted SOINN 的距离度量来进行在线聚类;Ranvier 等人[75]使用 ESOINN 来帮助重构用户使用移
动设备时的复杂流程,这些流程可以被用于分析用户的活动情况;时晓峰等人探讨了基于 SOINN 的信息融合技
术[78];Hasegawa 等研究人员将 SOINN 应用在机器人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当研究人员要求它把一杯水进行
降温时,它主动做出了使用冰块降温的动作,而这个动作是没有作为程序写在机器人芯片内部的,这表明 SOINN
使得机器人面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与学习能力.
总的来看,机器人智能是 SOINN 最主要的应用方向.这是由于 SOINN 增量学习的能力非常适合用于机器
人智能的训练过程 ,自适应的学习算法不需要太多人的干预 .不需要指定聚类的数目 ,使得 SOINN 适合于在没
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得到数据的大致密度分布以及拓扑结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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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方向
虽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是 SOINN 还有一些理论上的工作有待完善,以下是一些值得研究

和探讨的问题.

1)

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固定神经元数量的竞争型神经网络在理论上往往较容易分析,如 SOM,NG 算法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收 敛 性 以 及 密 度 近 似 的 分 析 结 果 . 然 而 没 有 固 定 结 构 的 增 量 式 算 法 如 GNG,

GHSOM[76],SOINN 进行理论分析则较为困难 , 目前并没有关于它们的严格数学分析 . 因此 , 如何从理
论上分析这类结构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型神经网络的收敛性质,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

2)

对数据输入次序敏感 : 基于在线学习的竞争型神经网络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对数据的输入次序非
常敏感 ,一个好的输入次序和不好的输入次序会导致网络的性能千差万别.LB-SOINN 已经尝试使用
负载平衡的方式来缓解这个问题 , 然而这引入了许多自定义的参数 , 提高了算法使用时的复杂性 . 如
何找出更简单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6

结束语
SOINN 是一种能够对数据进行在线聚类和拓扑表示的竞争神经网络,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中得到了应用.

Araujo 等人 [77] 把 SOINN 归类为一种网络结构随时间变化的自组织映射网 (self-organizing maps with timevarying structure), 我们认为 , 它的特点不仅体现于结构的自组织性上 , 更重要的是它增量学习的能力 , 能够学习
新的输入模式而不影响之前学习的结果.本文介绍了 SOINN 的基本思想、一般性质以及典型的应用,希望通过
这些,能够使读者对 SOINN 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将其应用到科研工作的相关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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