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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机器学习依赖大量样本的统计信息进行模型的训练, 从而能对未知样本进行精准的预测. 搜集
样本及标记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因而如何基于少量样本 (few-shot learning) 进行模型的训练至关重
要. 有效的模型先验 (prior) 能够降低模型训练对样本的需求. 本文基于元学习 (meta learning) 框架,
从相关的、类别不同的数据中学习模型先验, 并将这种先验应用于新类别的少样本任务. 与此同时, 本
文提出 “模型组合先验” (MCP, model composition prior) 方法, 通过目标函数的最优条件对模型结构
进行分解, 并分别估计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 得到有效的分类器. 这种分解方式具有较高的可解释性,
能够指导在不同小样本任务中 “共享” 与 “独立” 的成分, 从而指导元学习的具体实现. 在人造数据中,
本文方法能够恢复出小样本任务之间的关联性; 在图像数据上, MCP 方法能取得比当前主流方法更优
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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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尽管当前的机器学习方法在文本 [1] 、图片 [2] 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训练过程中, 机器
学习算法需要 “大数据” 来获得准确的分布统计信息. 而在某些实际任务中, 机器学习算法面临 “小数
据” 输入, 即需要基于少量样本进行模型训练. 例如, 某些稀有物种的图片数据难以搜集, 只有极少的
有标记图片, 此时模型需要利用仅有的图片进行训练并对未知的图片进行分类 [3] ; 在利用生物特征的
识别系统中, 无法要求用户做过多次的数据采集, 因此需要从用户提供的有限样本中学习 [4] ; 对于能够
模仿用户行为的机器人, 往往只能收到用户的一到两次演示 [5] ; 推荐系统中, 对于新商品只有有限的
图片、文本描述 [6] . 此外, 搜集有标记的样本经常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 对于一个仅
有少量有标记训练样本的任务如何获得一个可靠的分类器非常重要 [7] , 这类问题在后文中统称为 “小
样本学习问题” (few-sho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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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通过少样本进行物体识别的能力: 即使对某个新事物只有单一的图片、文本描述, 人也
能够对该事物进行很好的理解, 并加以识别 [8] . 人类的这种小样本识别能力归因于其对已有事物观察
的丰富经历, 这种对事物的 “先验” 使得在观察新事物时只需要很少的样本就能对其判别信息进行抽
取. 为使机器学习算法具有如人类一般通过小样本学习的能力, 需要为算法寻求一个 “模型先验”, 当
遇到少量的新类样本时, 该模型先验能够辅助模型快速适配一个新的任务. “元学习” (meta-learning)
提供了一种学习跨任务先验的方式. 不同于以往的人工选择, 元学习能够利用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学习
出适合每一个任务的模型配制方式 [9, 10] , 从具有不同类别的相关任务中提取先验知识, 并将其应用于
未知的类似的任务中. 已有的算法对模型的先验有不同的实现. 如在训练一个图像分类器时, 往往会
使用 ImageNet [11] 上预训练的模型权重来进行初始化, 或者用预训练的模型直接提取特征; 对于类似
任务的优化策略与调参经验也会作为新任务优化方式的首选. 初始化、特征表示、优化策略都可看作
一类模型先验, 这种和具体类别、任务无关的信息可以辅助新任务的学习, 并且也被用于小样本学习
问题中 [12∼18] .
本文通过模型的目标函数的性质, 对模型最优解的结构进行分解, 并将这种分解方式作为一种可
行的先验. 假设不同的任务使用共同的特征抽取函数, 而具有不同的线性分类器. 通过分类器优化
的最优解条件, 能够得到最优分类器具有的结构. 例如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SSVM) 中, 分类器可以表示为特征精度矩阵和类别中心矩阵两部分的组合. 基于这
种分类器的结构分解, 可以分别估计对应的模型成分. 基于 LSSVM 的形式, 本文提出 “模型组合先
验” (model composition prior, MCP) 方法. 这种对模型结构的考虑避免盲目地构造分类器, 并且通过
检查结构, 很容易确定对于所有类通用的部分 (全局信息) 与特有的部分 (本地信息). 基于 MCP, 本文
还提出了一种根据当前任务自动调节先验的方法 MCP+ . 该方法利用当前任务中少量样本反映出的
特征指导特征精度矩阵的构建, 从而找到适配当前任务的分类器. 在实验中, 本文首先验证了在人造
数据集上 MCP 方法能够良好估计不同小样本任务之间的共享信息. 然后, 在数据集 MiniImageNet 和
CUB 上, 本文的方法也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证实了方法的有效性.
后文将首先介绍小样本学习的背景与符号表示, 以及元学习的框架. 在深入探讨本文的 MCP 方
法之前, 将给出使用一阶条件作为模型组合的直观解释. MCP 的具体训练策略、方法扩展将在第 4 节
中说明. 最后是相关工作、实验和结论.

2

问题背景与符号表示

首先定义 K 样本 N 类分类问题 (K-Shot N -Way), 即在当前任务中, 共有 N 个不同的类别, 而
每一个类别中有 K 个有标记样本. 训练集 Dtrain 中共有 N K 个样本, 对每一个样本 (xi , yi ), xi ∈ RD
和 yi ∈ RN 是一个向量表示, 对应类别的位置为 1, 其余为 0. 对于小样本学习任务, 一般考虑 K 很小
的情况, 如 K = 1 或 K = 5. 在训练阶段, 通过已知类别 (seen class, S) 上的样本学习模型参数, 而在
测试阶段, 将应用于未知类别 (unseen class, U) 组成的小样本任务上.
假设所有的小样本学习任务使用同一个映射函数 f (x; Dtrain ) → RN 对样本 x 进行预测. 该映射
f 刻画了不同任务之间的模型先验, 并且有多种实现方法. 例如 f 可以实现为通过某个共同初始化基
于多次梯度下降得到的分类器 [16] 或是实现为基于非参数方法的最近邻规则 [13, 14] . 为模拟小样本学
习任务, 在训练过程中, 会从已知类别 S 中抽取任务, 利用 “元学习” 在抽取的任务上对映射 f 进行
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 在 S 中抽取的任务会具有不同的类别组合, 因此, 要求 f 学习和具体类别无关
S
的信息. 使用 Dtrain
∼ S 表示从 S 中抽取的一个小样本任务训练集, 而 f 的性能可以使用同样方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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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取的测试集 Dtest
∼ S 来进行评估: 即对于 Dtest
里的每一个样本, 使用 f 对其进行类别预测, 计算损
失. 上标 S 表示强调该数据从 S 中抽取, 如果没有上标表示分析对 S 和 U 中抽取的数据子集都适用.
因此, 元学习对于小样本问题的目标函数如下:


∑
S
S )∼S 
S
min E(Dtrain
ℓ(f (x; Dtrain
), y) ,
(1)
,Dtest
f

S
(x,y)∈Dtest

其中, ℓ(·) 是损失函数, 如交叉熵, 用于度量预测结果与真实标记之间的区别. 通过优化上述函数, f 能
够在抽取的不同的小样本任务上进行良好的预测. 因此, 对于新类别构成的小样本任务, 也可以利用
f 获得分类器, 并对未来的样本进行预测.

3

基于一阶最优条件导出的模型分解形式

本节考虑参数化形式对映射 f 进行建模. 首先将上文的映射 f 分解为两个部分: 引入特征表示
映射 ϕ : RD → Rd 与线性分类器 (W ∈ Rd×N , b ∈ RN ). 其中, ϕ(·) 将所有样本从原始 D 维输入空间
映射到 d 维表示空间中; 线性分类器 W = [w1 , . . . , wN ] 的每一列对应当前任务 N 类中每一类的分类
器, b 为偏移. 基于当前任务的训练集 Dtrain , 分类器的优化目标可写为
(W , b) = arg min

∑

ℓ(W T ϕ(xi ) + b, yi ) + λ∥W ∥2F ,

(2)

(xi ,yi )∈Dtrain

其中 λ > 0 是正则项的权重, ∥ · ∥2F 表示矩阵的 Frobenius 范数. 基于上述目标函数, 可以获得最优分
类器的一阶条件为
∑

∑

∇wn ℓ(W T ϕ(xi ) + b, yi )ϕ(xi ) + λwn = 0,

yi =n

∇b ℓ(W T ϕ(xi ) + b, yi ) = 0.

(3)

(xi ,yi )∈Dtrain

此处的 yi = n 为索引当前任务第 n 类中样本的简化表示. 其中, ∇wn 和 ∇b 分别为损失函数对分类
器及偏移的导数. 式 (3) 中的条件表示 “模型组成先验” (MCP), 即最优分类器可表示为特征映射后训
练集的线性组合. 因此, 可以通过找到一组合适的样本权重来构建分类器, 并进行预测. 这种方式在近
邻搜索 [13] 和核方法 [19] 中有类似的应用. 基于这种模型先验组合的概念, 在获取分类器之前, 需要寻
找方法确定最优分类器的样本组合权重. 下文中, 主要考虑平方损失, 而由此获得的模型分解具有较
强的可解释性. 定义 ϕ(X) ∈ RN K×d 为使用 ϕ 映射 Dtrain 之后的训练集矩阵, 而 Y ∈ RN K×N 为对
应的标记. 使用平方损失时,
min ∥ϕ(X)W + 1bT − Y ∥2F =
W ,b

∑

∥W T ϕ(xi ) + b − yi ∥22 ,

(4)

(xi ,yi )∈Dtrain

其中 1 为元素全为 1 的向量, 其长度可通过上下文确定. 对分类器和偏移进行求导之后, 可以得到其
闭式解:
1
W ∗ = (ϕ(X)T Hϕ(X))−1 ϕ(X)T HY , b∗ =
(Y T 1 − W T ϕ(X)T 1),
(5)
NK
其中 H = I − N1K 11T 是中心化矩阵. 观察式 (5) 中闭式解的结构, 最优分类器 W ∗ 包含两项, 分别
为特征协方差矩阵的逆 (ϕ(X)T Hϕ(X))−1 (也称为精度矩阵, precision matrix) 和中心化之后每一个
类的均值 ϕ(X)T HY (类别中心). 对于此种情况, 可以将小样本学习的难度归因于无法通过少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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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不同方法对比
Figure 1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between diﬀerent approaches. (a) ProtoNet; (b) MAML; (c) MCP.

样本估计出数据分布的统计信息 (特征关系以及类别中心). 而通过例如式 (5) 中的模型先验分解, 本
文考虑使用不同任务之间的信息 “协同估计” 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 再组合成当前任务的最优分类器.
此外, 特征的精度矩阵刻画出不同特征之间的条件独立关系 [20] , 由于所有样本共享同样的特征表示空
间, 因此可以通过已知类别 S 中抽取的任务来对该矩阵进行估计, 并直接用于未知类别 U 构建的任务
中. 对于类中心的估计, 本文在元学习过程中考虑增加 “一致性” 正则项, 使得在每次任务的优化中,
通过当前少量样本估计的类中心和使用 S 中大量样本估计的类中心保持一致, 使得特征表示 ϕ 具有
即使通过少量样本也能够准确反映类别信息的能力. 后文中将详细介绍 MCP 方法的思路具体的实现
方法.

4

模型分解先验方法

本文在 MCP 思想的指导下学习当前任务最优分类器的每个组成部分. 首先介绍 MCP 方法, 包
括在不同任务中学习共享的精度矩阵以及从已知类别中选择数据的统计信息. 接下来是相关方法的讨
论. MCP 方法和相关方法的流程对比参见图 1.
4.1

MCP 方法

根据式 (5), 最优分类器有 3 个组成部分, 分别为样本的偏移、类别均值和特征的精度矩阵. 由于
所有样本都使用相同的特征映射 ϕ, 本文在 d × d 半正定矩阵空间 Sd+ 中建模一个所有任务、类别共
享的属性精度矩阵 P . 后文中将详细介绍剩余两个组成部分如何估计.
偏移估计. 尽管最优偏移和输入样本以及最终分类器有关, 考虑到最优偏移的作用是对当前训练
集样本进行中心化, 因此可以将对偏移 b 的估计转化为对当前任务中所有样本均值的估计. 本文使用
S
长短期记忆模型 [21] (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 来刻画基于当前训练集 Dtrain
对样本中心估计的
S
能力. 当前任务训练集的所有样本将依次输入 LSTM, 具体表示为 b̂ = LSTM({ϕ(xi ), xi ∈ Dtrain
}) ⇒
S
(oi , hi ) = LSTM(ϕ(xi ), hi−1 ), xi ∈ Dtrain . 元组 (oi , hi ) 为 LSTM 输出和隐藏层单元. 本文使用最后
一层的隐藏层单元作为当前任务偏移的估计. 同时, 根据偏移描述了所有样本中心这一性质, 考虑增
∑
加正则项 Ω1 = xi ∈DS ∪Dtest
∥b̂ − ϕ(xi )∥22 使得通过 LSTM 估计的偏移和使用当前任务训练集、测
S
train
试集所有样本估计的中心一致.
类中心修正. 考虑到类中心对最优分类器的重要性, 直接使用当前任务的训练集估计各类中心可
665

叶翰嘉等: 基于模型分解的小样本学习

能不够准确. MCP 方法从不同任务中学习对当前少样本估计的类中心进行修正的能力, 在修正过程
中同时考虑单个样本的属性和样本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双层双向长短期记忆模型 [22] (bidirectional
LSTM, BiLSTM) 来刻画这种修正能力, 该模型同时考虑到了训练集所有样本的全局信息. 与此同时,
底层的 BiLSTM 层抽取类内信息. 对于第 n 类样本
(⃗
ok , ⃗hk ) = LSTM(ϕ(xk ), hk−1 ), k = 1, . . . , K,

⃗k ) = LSTM(ϕ(xk ), hk+1 ), k = K, . . . , 1,
(o⃗k , h

其中, 索引 k 用来遍历当前类别中的 K 个样本. 最后第 n 类的表示引入了同类样本的所有信息, 定
∑
⃗ k + o⃗k ). 针对各类别调整后的中心表示, 一个高层 BiLSTM 用于考虑
义为 en = K1 yk =n (ϕ(xk ) + o
类别之间的信息并对类中心再次做修正.
(⃗
on , ⃗hn ) = LSTM(en , hn−1 ), n = 1, . . . , N,

⃗n ) = LSTM(en , hn+1 ), n = N, . . . , 1.
(o⃗n , h

⃗ n + o⃗n . 类似于偏移估计的过程, 对于类别中心的估计, 可
因此, 第 n 类中心的最终估计为 ên = en + o
以考虑利用已知类别中的丰富信息进行正则, 即令使用 LSTM 估计的类中心和使用已知类别中该类
别所有样本计算的均值保持一致. 由于在优化过程中, 样本的特征表示 ϕ 也随优化过程而变化, 且考
虑到直接计算 S 中某个类别所有样本的均值计算量过大, 因此引入中间变量 cn 记录 S 中每一个类
别的类中心:
N
∑
∑
Ω2 =
∥ên − cn ∥22 , Ω3 =
∥ϕ(xj ) − cn ∥22 .
n=1

S
S
xj ∈Dtrain
∪Dtest

通过 Ω3 , cn 记忆了不同任务中第 n 个类中每一个样本, 累积计算了 S 中每一个类的样本均值, 而 Ω2
要求使用 LSTM 估计的类中心和统计得到的样本均值保持一致. 最终 MCP 的优化目标可概括为
∑
S
S )∼S
min E(Dtrain
ℓ(P ([ê1 , . . . , êN ] − 1b̂T )(ϕ(x) − b̂), y) + λ(Ω1 + Ω2 + Ω3 ).
(6)
,Dtest
ϕ,P

S
(x,y)∈Dtest

在上述目标中, 通过从已知类别 S 中抽样小样本任务的训练和测试集, 对特征表示函数 ϕ, 参数化模
型的 3 个组成部分进行优化. 具体来说, 对于参数化模型需要优化的是不同任务之间共享的特征精度
矩阵 P , 对任务偏移进行估计的 LSTM, 以及对任务类中心进行修正的 BiLSTM 参数. 对中心进行
修正是为了考虑当前任务训练集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或噪声样本, 增加整个预测机制的鲁棒性; 而使用
LSTM 是考虑到其对整个训练集样本之间关系的挖掘能力, 通过 LSTM 刻画样本之间的相对关系, 使
得整个训练集的样本可以基于任务进行相应的特征变换, 以便后续的分类操作. MCP 方法的主要流程
参见图 2.
4.2

MCP 方法扩展

在所有任务中共享同一个特征精度矩阵 P 潜在假设了不同的类别之间具有同样的特征相关性.
而针对某一个任务, 只需要当前任务具有类别包含的特征相关性, 直接利用 S 中所有类别估计的特征
相关性信息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因此, 本小节考虑如何基于当前任务的少量样本选择出对应的特征相
关性矩阵.
基于特征精度矩阵和协方差矩阵的联系: 不同条件概率下的协方差矩阵可以进行直接加权求和,
而精度矩阵是对应协方差矩阵的逆. MCP+ 方法考虑从已知类别 S 中学习并组合出最优的协方差矩
阵, 从而得到对应任务的精度矩阵. 从任务层面考虑, 假设存在某一空间, 其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一
个 N 类 K 样本任务, 且相似的元素具有相似的特征结构关系. 将整个空间划分为 |S| 个区域,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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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iliary classes

Instance embedding
Refined class embedding

Attribute covariance basis

Sample-based task instance mean

Classifier/boundary

Model-based task instance mean
Local consistency regularizer

Few-shot task

Classifier composition
Bias
estimate
LSTM

Embedding

ϕ(·)

Precision
estimate

Class mean
estimate

BiLSTM

Global statistical consistency regularizer

图 2 (网络版彩图) MCP 方法流程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Illustration of the MCP approach

|S| 为已知类别数目. 使用元组 (as ∈ Rd , Ps ∈ Rd×d ) 代表一个区域, 其中, as 是该区域的特征表示,

而 Ps 是这块区域的任务对应的特征协方差矩阵. 在训练过程中, 基于 MCP 的结果可使用 S 中每
一个类别的均值设置 as , 对应类别的协方差设置 Ps . 对于某一个小样本任务, 其特征协方差矩阵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首先使用新的映射 ψ (基于当前 ϕ) 产生的特征表示得到当前任务的向量表示
∑
τ = xi ∈DS ψ(ϕ(xi )), 即经过 ψ 再次映射之后的任务内所有样本的均值. 文献 [23] 中证明这种均值
train
表示能够反映出原始任务样本集合的性质. 使用该任务的向量表示将其嵌入到搜索空间中; 其次利用
向量表示找到相关的基, 并利用相关基元素对应的协方差矩阵辅助当前任务特征精度矩阵的估计:

−1
|S|
∑
−1
T
= C0 +
α = [α1 , . . . , α|S| ], αs = sigmoid(as M τ ), P
αs Ps  ,
s

其中 C0 = P −1 是所有任务具有的初始协方差矩阵, 而最终的精度矩阵是 C0 和不同局部协方差矩阵
加权求和的逆. M ∈ Rd×d 是该空间中任务相似性的度量矩阵. 如果当前任务和某个基任务足够相似,
那就会有较大的权重偏向这个基, 同时该基任务对应的协方差矩阵也会较大程度地用于构建当前任务
的特征协方差矩阵.
直接计算矩阵加权求和的逆会有较高的复杂度. 因此, 本文考虑对该公式进行 Taylor 展开. 由于
对矩阵 A, B 有 (A + B)−1 = A−1 − A−1 BA−1 + A−1 BA−1 BA−1 − · · · , 因此
−1

|S|
|S|
|S|
∑
∑
∑
 C0 +
sigmoid(aT
(7)
αs P Ps P = P −
αs Ps  ≈ P −
s M τ )P Ps P .
s

s

s

上述推导避免了大量的对逆矩阵的求导过程.
4.3

方法讨论

在 MCP 方法中, 主要使用 LSTM 对训练集中的统计量 (偏移、均值等) 进行估计. 对于不同顺序
的输入, LSTM 本身会输出不同的结果, 无法直接用于处理原始无序的任务. 而本方法中, LSTM 主要
用于刻画训练集样本之间的相对关系, 并不需要样本本身的序关系. 同时实验结果验证了使用 LSTM
的有效性. 文献 [24] 中也提出利用最小二乘的闭式解简化模型的构造. 相比于文献 [24], MCP 方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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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强调了特征精度矩阵的重要性, 从后续实验中可发现从不同任务中学习共享的特征精度矩阵有助于
对未知类别的小样本学习. 此外, MCP 方法使用正则项保持模型估计变量和样本统计变量的一致性,
增强从不同小样本任务中模型的估计能力. MAML [16] 方法考虑针对每一个小样本分类任务进行固定
步数的梯度下降获得对应的分类器. 和 MAML 相比, MCP 方法利用平方损失的闭式解避免了由梯度
下降算法带来的不稳定性, 并在测试过程中大量降低了计算的负担.

5

相关工作

通过过往经验的累积, 人类能够通过极少的样本学习新的概念 [8, 25, 26] . 本文将这种跨任务、累积
获得的经验概括为 “先验知识”.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从不同任务中抽取模型先验, 从而快速适配仅有少
量样本的新任务. 以往工作对模型的先验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从非参数化方法的角度, 模型的先验可以通过样本的特征表示实现, 这种特征表示反映了样本间
相似、不相似的关系, 因此仅需要使用最近邻分类器即可完成新任务. 文献 [12] 在小样本字符识别的
任务中验证特征表示的重要性; MatchingNet [13] 通过元学习的方法能够从已知类别的数据中获得高质
量的特征表示. 后续方法采用其他策略增强样本特征表示的能力: 如 ProtoNet [14] 中利用同类样本的
中心对位置样本进行判定; 文献 [15] 引入全局的距离度量指导小样本学习. 从参数化的角度, 小样本
学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基于已有的样本得到对应的分类器, 并且要防止过拟合问题. MAML [16] 提
出了一种模型无关的元学习框架, 即从不同的任务中学习一个共享的模型初始化, 在一个新的任务中,
基于该初始化做固定步数的梯度下降即可得到较好的分类器; 文献 [18, 27] 等一系列方法使用元学习
学习小样本任务的优化策略, 如步长的判定、梯度方向的修正等. 文献 [28, 29] 从理论上证明了元学习
的有效性在. 其他类型的先验在已有工作中也被考虑: 如生成数据的能力 [3, 30] 、逻辑推理能力 [31] 、利
用跨模态信息的能力 [32, 33] . 本文强调了模型组合方式对模型先验的影响, 通过将分类器分解为若干
部分, 可以容易地基于其相应的物理意义对每个部分进行元学习, 从而达到优异的小样本分类性能.
迁移学习 [34∼36] 考虑从源领域 (source domain) 抽取知识并应用于目标领域 (target domain), 一
般源领域具有大量的数据, 但和目标领域的分布不同, 目标领域一般只有少量的有标记数据, 但在某
些情况下会有大量的无标记数据. 将本文已知类别和未知类别的数据分别对应于迁移学习中的源领域
和目标领域. 本文算法利用元学习的框架进行对小样本问题的求解, 相当于在源领域中模拟出大量的
小样本学习任务, 学习对应的分类器生成策略, 并假设这种生成策略和领域无关, 遇到目标领域的小样
本分类任务时就可以直接利用这种学到的策略; 而迁移学习要同时考虑源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数据, 一
般需要大量的目标领域的无标记样本, 以挖掘两个领域之间分布的联系, 并从源领域中选择出合适的
样本辅助目标领域任务的学习. 小样本学习类似于一种基于假设的模型迁移 (hypothesis transfer). 通
过特定的元学习策略学习可被迁移的模型配制 (即本文中生成任务分类器的策略).
小样本学习方法在其他任务中也有相关应用. 例如, 可用于处理具有长尾属性的类别不平衡分类
问题 [37] 、域适应 [38] 、模仿学习 [39] 、概率密度估计 [40] 和零样本学习 [14] .

6

实验

在实验中, 本文首先展示了 MCP 方法在人造数据上学习任务之间相关性的能力; 此后, MCP 方
法在两个典型数据集上和已有方法进行对比, 并取得了优异的结果, 验证了 MCP 算法处理小样本问
题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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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数据集与实现细节

本文主要实现基于已有论文的设定 [13∼15] , 使用 4 层卷积网络来实现特征抽取函数 ϕ: 在每一个
层中, 包含通道大小为 64、卷积核大小为 3 × 3 的卷积层, 批量归一化层 (batch normalization, BN) [41] ,
ReLU 激活层和 2 × 2 最大池化层. 与以前的方法不同, 本文在网络最后的输出层后增减了一个全局平
均池化层, 因此 ϕ 的输出保持在 64 维. 全局池化层不仅可以很好地处理图片不同局部的空间变换, 而
且还可以大大减轻优化负担. 模型中的所有长短期记忆模型 LSTM 单元都使用 64 维隐藏状态. 该架
构的复杂性几乎与 MatchingNet [13] 相同. 对于 MCP+ , 高阶映射函数 ψ 由具有 ReLU 激活的双层全
连接网络实现, 隐藏层维度为 128. 所有算法均使用随机梯度下降 ADAM [42] 优化器进行优化. 优化
过程中最大迭代轮数设置为 30000.
MiniImageNet. MiniImageNet 数据集 [13] 是 ILSVRC-12 数据集 [11] 的一个子集. 该数据集共有
100 个类别, 每一类有 600 个样本. 评估过程中, 本文遵循文献 [18] 的数据分割方式, 使用 64 个类作

为已知类别进行模型参数的学习, 16 个类用于参数选择, 20 个类用于最终模型的测试. 所有图片首先
调整为 3 × 84 × 84 大小. 在优化过程中, 本文使用验证集来选择参数, 并记录最佳模型进行测试. 优
化之前, 本方法在训练集已知类别上预训练一个 64 类的分类器, 用其网络给特征网络 ϕ 的权重做初
始化.
CUB. Caltech-UCSD Birds 200-2011 数据集 [43] 一般用于测试模型的细粒度分类能力, 其中含有
200 种鸟类共 11788 幅图像. 由于类之间的相似性, 当给出有限的训练样本时, 产生的分类问题更加

困难. 在图片预处理过程中, 本文首先根据每幅图片给定的鸟的边框裁剪图像, 然后将其大小调整为
3 × 64 × 64. 在算法评估过程中, 本文使用前 100 类作为已知类别, 以下 50 种鸟类作为验证类别, 剩
余 50 类用于测试. 该设置遵循文献 [15], 由于该论文没有公开类别划分, 本文在上述类别划分上重现
了所有对比方法.
本文对所有数据集使用相同的评估协议. 对于模型参数训练和评估过程中的每一个 N 类 K 样本
问题, 都使用相同的方式构建. 首先从相关类别集合 (已知类别或未知类别) 中抽样出 N 个类别, 并
从每个类中抽取 K 个样本作为当前任务的训练集, 每个类别中继续抽取 15 个不重叠的样本作为验
证集, 用于评估当前任务上分类器的能力. 在MiniImageNet 和 CUB 对模型评估时, 分别抽取 600 和
1000 次任务, 记录其均值和置信度.
6.2

人造数据结果验证与分析
本小节展示了 MCP 方法在人造数据集上学习小样本任务之间关联性的能力.

假设总共有 200 个类, 每一个类使用 64 维的正态分布表示, 所有类别和数据按以下方式生成: 首
先, 从空间中随机抽取 200 个向量作为类中心. 所有类别特征的协方差矩阵都由一个基矩阵生成, 假
设不同的类具有不同的均值但具有相同的协方差矩阵. 协方差基矩阵由 8 个 8 × 8 的小矩阵按照分块
对角方式组成. 其中每一个子矩阵首先随机生成, 再通过自乘的方式得到半正定的矩阵并嵌入协方差
基矩阵中. 本文使用前 100 个类进行训练 (用于参数学习), 后 50 个类用于模型验证 (参数选择), 最后
50 个类用于测试 (模型评估). 此时的特征抽取函数 ϕ 假定为单位映射, MCP 中的其他组件的设置与
前文描述的相同. 本小节主要考虑 30 类单样本和 5 样本分类任务. 在模型训练或评估时, 每一个小样
本任务均从对应的类别集合中先确定 30 个类别对应的分布参数, 再基于确定的分布抽样出样本. 模
型训练过程中, 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 5000, 如果验证集上模型的最优准确率在最近 20 个迭代内没有
增加, 则学习率将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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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造数据集不同设定下测试结果
Table 1

Comparison results over two settings on synthetic dataset

Method

Noise

30-Way 1-Shot (%)

30-Way 5-Shot (%)

Method

Noise

30-Way 1-Shot (%)

30-Way 5-Shot (%)

NN

N

9.82 ± 0.10

13.91 ± 0.11

NN

Y

9.61 ± 0.10

13.46 ± 0.11

Proto

N

9.82 ± 0.10

25.35 ± 0.15

Proto

Y

9.61 ± 0.10

24.97 ± 0.14

FCE

N

12.80 ± 0.12

63.08 ± 0.25

FCE

Y

10.09 ± 0.10

48.53 ± 0.22

MCP

N

91.77 ± 0.19

95.46 ± 0.12

MCP

Y

89.53 ± 0.20

94.88 ± 0.12

(a)

(b)

(c)

图 3 (网络版彩图) 真实精度矩阵 (a) 与 MCP 算法在较弱 (b) 和较强 (c) 噪声环境下估计的精度矩阵
Figure 3
(c) noise

(Color online) The ground-truth precition matrix (a) and the ones estimated by MCP with weak (b) and strong

由于不需要为该人造数据提取特征, 本文将 MCP 方法与以下几个基准算法进行比较, 如表 1 所
示. 前两种方法模拟了 MatchingNet [13] 和 ProtoNet [14] 中使用的分类策略. 具体来说, NN 表示使用
最近邻搜索方法对每一个任务的测试样本进行分类, Proto 表示使用训练集中每一个类的类中心进行
分类 (也被称为最近类均值分类器 [44] ). 对于全上下文嵌入 (fully conditional embedding, FCE) [13] , 本
文遵循原始论文的方法, 学习额外的 BiLSTM 参数.
本文研究了两种情况. 首先在正常情况下, 所有任务共享相同的协方差矩阵, 这与 MCP 中的假
设一致. 本文还考虑了一个有噪声的情况, 即在每个样本的采样期间, 在真实的协方差矩阵上添加值
在 [0, 0.1] 之间的随机噪声, 试图干扰原始协方差矩阵的分块对角结构. 精度矩阵具有与协方差矩阵相
同的分块对角结构. 图 3(a) 展示了所有任务下真实的精度矩阵, 图 3(b) 和 (c) 分别是 MCP 模型在正
常和噪声设定下估计出的精度矩阵. 在图 3(b) 和 (c) 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种类型的模型结构, 这意味
着即使在模式不明确的嘈杂环境中, 本文的 MCP 方法也能够学习这种共享的结构. 从表 1 中的数值
结果来看, 本文的 MCP 方法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达到最高精度. 直接使用现有特征对于小样本问题
很难. FCE 的提升可能来自其对样本上下文信息的考虑. MCP 的成功源于其对上下文和结构的明确
建模, 以及对元训练中数据统计信息的利用. 具体来说, 该人造数据的构造直接考虑到 MCP 方法的特
点, 满足 MCP 方法的假设, 即所有的小样本学习任务均由同一个特征变换矩阵生成. MCP 方法能够
在学习过程中明确学习到不同任务上特征的关联性, 并利用这种任务之间特征的关联性辅助后续的小
样本分类. 其余方法并没有假设这种任务特征的结构信息, 因此并不能取得好的分类效果.
6.3

实际数据结果对比与分析
MiniImageNet 数据集上的比较结果在表 2 中. 本文比较了当前主流的几种方法. 由于本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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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iniImageNet 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测试均值及 95% 置信度
Table 2

Few-shot classiﬁcation mean accuracy on MiniImageNet dataset, together with 95% conﬁdence intervals
5-Way 1-Shot (%) 5-Way 5-Shot (%)

5-Way 1-Shot (%) 5-Way 5-Shot (%)
MAML [16]

Baseline NN

41.08 ± 0.70

51.04 ± 0.65

MatchingNet [13]

48.70 ± 1.84

63.11 ± 0.92

43.40 ± 0.78

51.09 ± 0.71

Siamese

48.42 ± 0.79

–

MatchingNet (FCE) [13]

43.56 ± 0.84

55.31 ± 0.73

mAP-SSVM [15]

50.32 ± 0.80

63.94 ± 0.72

Meta-LSTM [18]

43.44 ± 0.77

60.60 ± 0.71

mAP-DLM [15]

50.28 ± 0.80

63.70 ± 0.70

RelationNet [45]

50.40 ± 0.80

65.30 ± 0.70

Meta-CF [24]

48.70 ± 0.60

65.50 ± 0.60

ProtoNet [14]

49.42 ± 0.78

68.20 ± 0.66

ProtoNet Pool

49.21 ± 0.79

66.80 ± 0.68

MCP

51.24 ± 0.82

67.37 ± 0.67

MCP+

51.27 ± 0.81

66.93 ± 0.63

表 3 CUB 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测试均值及 95% 置信度
Table 3

Few-shot classiﬁcation mean accuracy on CUB, together with 95% conﬁdence intervals

1-Shot 5-Way (%)

1-Shot 20-Way (%)

1-Shot 5-Way (%)

1-Shot 20-Way (%)

Siamese

47.17 ± 0.62

21.35 ± 0.21

mAP-DLM

50.07 ± 0.64

22.79 ± 0.22

MatchingNet

46.58 ± 0.66

16.61 ± 0.18

ProtoNet

48.89 ± 6.30

22.92 ± 2.17

MAML

31.04 ± 0.43

10.57 ± 0.13

ProtoNet Pool

48.96 ± 0.65

21.18 ± 0.21

MCP

50.95 ± 0.65

25.30 ± 0.25

MCP+

55.85 ± 0.72

26.39 ± 0.26

文献 [13∼15] 相同的评估、数据处理方法, 因此引用文献 [15] 中的实验结果作为对比. 其中, ProtoNet
Pool 是本方法的基准对比方法, 实现基于 ProtoNet [14] , 但有两点不同. 首先, 在特征表示网络的末尾增
加全局平均池化层. 同时, 在元学习之前, 在已知类别上优化多分类问题, 用特征层的权重初始化网络.
ProtoNet Pool 获得与原始 ProtoNet 类似的结果, 特别是在单样本任务 (1-shot) 设定中. 这意味着池
化层在降低计算开销的同时能保持原始的性能. 本文的 MCP 方法在所有对比方法中能够取得较好的
分类结果, 并比 ProtoNet Pool 具有更好的分类精度. 和 ProtoNet Pool 的比较结果证明了 MCP 的有
效性不是来自最终的池化层或预训练的权重. MCP+ 算法能取得更好的小样本分类效果, 说明考虑精
度矩阵的特定生成模式对小样本分类更有帮助. 在测试过程中, 本文也考虑 20 类分类问题. 在 1-Shot
20-Way 的小样本分类任务上, MCP 和 MCP+ 的分类准确率分别为 22.68 ± 0.72 和 22.68 ± 0.63; 在
5-Shot 20-Way 的小样本分类任务上, 两种方法的分类性能分别为 37.62 ± 0.65 和 37.85 ± 0.68. CUB
数据集上的比较结果在表 3 中, 在该数据上, 本文提出的 MCP 方法仍然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7

结语

本文针对小样本学习问题进行探索, 将小样本学习的主要难点归因于 “模型先验” 的学习. 基于损
失函数的一阶最优解条件, 本文提出 “模型分解先验” 这一概念, 基于平方损失函数首先将最优模型分
解为不同分块, 然后利用元学习方法对不同的分块进行估计, 最后综合成最优的分类器. 这种对模型
分解的思路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 利用其对应的物理意义, 一方面可以简化估计方法, 同时也便于确
定在不同任务间共享或每个任务独特的成分. 此外, 本文的 MCP+ 方法能够利用已知类别的信息. 本
文方法在人造数据集上展示出了可解释性, 并在基准数据上获得最好的效果. 未来的工作包括将这种
模型分解先验的概念扩展到一般损失函数, 并引入其他模态的信息辅助小样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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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shot learning via model composition
Han-Jia YE & De-Chuan ZHAN*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dc@lamda.nju.edu.cn
Abstract Although achieve inspiring performance in many real-world applications,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require a huge amount of training examples to obtain an eﬀective model. Considering the eﬀort collecting labeled
training data, the few-shot learning, i.e., learning with budgeted training set, is necessary and useful. Model
prior, e.g., the feature embedding, initialization, and conﬁguration, is the key to the few-shot learning. This
study metalearns such prior from seen classes and apply the learned prior over few-shot task on unseen classes.
Meanwhile, based on the ﬁrst order optimal condition of the objective, the model composition prior (MCP) is
stressed to decompose the model prior and estimate each component. The composition strategy improves the
explainability, while guiding the shared and speciﬁc parts among those few-shot tasks. We verify the ability of
our approach to recover task relationship over the synthetic dataset, and our MCP method achieves better results
on two benchmark datasets (MiniImageNet and C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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