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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随机抽样的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算法

胡春玲胡学钢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合肥230009)

摘要针对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学习问题，基于并行随机抽样的思想提出了结构学习算法PCMHS，构建多条并行的

收敛于Boltzmama分布的马尔可夫链。首先基于节点之间的互信息，进行所有马尔可夫链的初始化，在其迭代过程

中，基于并行的MHS抽样总体得到产生下一代个体的建议分布，并通过对网络中弧和子结构的抽样产生下一代个

体。算法PCMHS收敛于平稳分布，具有良好的学习精度，而该算法又通过使其初始分布和建议分布近似于其平稳分

布，有效提高了马尔可夫链的收敛速度。在标准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算法PCMHS的学习效率和学习精度明

显优于经典算法MHS和PopMCMC。

关键词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随机抽样，马尔可夫链，建议分布

Stochastic Sample Based Algorithm for Learning Bayesian Networks

HU Chun-ling HU Xue-gang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锄ct Based on the ideas of parallel stochastic sampling．this paper put forward an algorithm PCMHS for learning

Bayesian networks．The PCMHS algorithm runs multi parallel Markov chains converging to Bohzmann distributions．

The algorithm PCMHS，based on the mutual infomaation between nodes。initializes all Markov chains．In the process of

iteration，the algorithm，based on the population from parallel Metropolis-Hasting samplers，generates the proposal dis-

tribu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and uses arc sample and SUb-structure sample to produce the individuals of the next

generatiom The algorithm PCMHS converges to stationary distribution and its learning accuracy is high．In addition，it

designs initial sample and proposal distribution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stationary distribution．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convergence(at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standard data set prove that the learning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 PCMHS greatly outperform the classical algorithms MHS and PopM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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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贝叶斯网络将概率理论和图形理论相结合，是随机变量

之间定性与定量依赖关系的图形表示，它具有形象直观的知

识表示形式，以及接近人类思维特征的推理方式，被广泛用于

专家系统、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领域。研究如何

根据数据和专家知识高效、准确地建立贝叶斯网络，是十多年

来研究热点之一，是贝叶斯网络更加广泛、有效地用于实际问

题领域的关键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1’2]。目前，对于这一类

学习问题，主要有基于打分一搜索的学习方法和基于依赖分析

的学习方法[3“]。基于打分一搜索的学习方法过程简单、规范，

但存在搜索空间巨大，可能收敛于局部最优解等问题；基于依

赖分析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较高，而且能够获得全局最优解，

但存在节点之间的独立性或条件独立性判断困难，高阶的条

件独立性检验的结果不够可靠等问题。

MCMC(Markov Chain Monte Carlo)方法[s,63是源于统计

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类重要的随机抽样方法，该方法广泛应

用于机器学习、统计和决策分析等领域的高维问题的推理和

求积运算。MHS(Metropolis-Hasting Sampler)抽样算法[73

作为MCMC方法中常用的抽样方法之一，通过构建一条马尔

可夫链，模拟一个收敛于Boltzmann分布的系统。收敛之后

的样本为来自于这一平稳分布的抽样，因而能够较好地保证

样本的多样性，所得样本可以直接用来对平稳分布进行矩估

计，避免了高维积分的计算。该算法被评为20世纪对科学和

工程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算法之一[8]。Madigan首次将

MHS抽样算法引入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9]，该算法采用局部

的弧增加、删除和反向的均匀分布作为抽样过程的建议分布，

利用抽样过程产生的来自目标平稳分布的网络结构样本来估

计贝叶斯网络的结构特征，因此，MHS抽样算法在收敛之后

具有良好的学习精度，但MHS抽样过程的融合性差，收敛速

度慢。此后，针对MHS抽样算法的存在的问题，出现了不同

的改进算法[10,n]，这些算法都着力于改善MHS抽样算法的

收敛速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Myers提出的PopMCMC

算法m]。总之，将MHS抽样算法引入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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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较好地解决进化学习方法中由于个体趋同而产生的早熟

问题，保证算法的学习精度，但该算法存在的收敛速度慢和收

敛性判断困难等问题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更有效地将

MHS算法用于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学习成为近年来引人注目

的研究方向之一。

初始值和建议分布是影响MHS算法收敛速度的重要因

素，若建议分布等于目标平稳分布，此时抽样成为来自于目标

平稳分布的独立抽样[6]，因而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本文提

出的算法PCMHS(Parallel Crossover Metropolis—Hasting

Sampler)采用并行迭代抽样方式，通过对初始样本和建议分

布的设计来改善抽样过程的收敛速度，并通过对网络中子结

构的抽样来改善抽样过程的融合性，提高算法的学习效率。

从单个MHS抽样的角度来看，算法PCMHS是自适应的，具

有较快的收敛速度；从总体的角度来看，该算法具有固定的转

移概率，且转移概率均不为零，因而保证了抽样过程的遍历性

和收敛性。通过与同类算法的实验比较，也验证了算法PC—

MHS明显改善了抽样算法迭代过程的收敛速度，并具有较好

的学习精度。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采用X一{X。，X2'．”，咒)表示领域

变量，r。，r2，⋯，“为相应变量可能的取值情况，D={D，，Dz，

⋯，Dk)为训练数据集，m为网络结构s中节点X，的父节点

集，如·一P(X=岛l IIx．=m，)表示X取其第k个取值，而

m。取其第J个取值时的条件概率。岛一(乱。，0,j z，⋯，岛．)，

显然有：0、<0,ik≤1，E0“=1。
女

2背景知识

2．1 BDe评分

BDe(Bayesian Dirichlet equivalent)评分又称贝叶斯评

分，是贝叶斯网络结构的一种评分方法，该方法源于贝叶斯公

式。BDe评分能够充分结合关于网络结构的先验知识，首先

将网络结构5的先验知识表示为先验概率P(s)，利用贝叶斯

公式，当给定数据集D时，网络结构s的后验概率计算如下：盹LD)-掣 (1)

其中：

P(D s)一I P(D s，良)P(抚I 5)d晚 (2)

因为P(D)与网络拓扑结构无关，从公式(1)可以看出，

BDe评分可以定义如下：

Score胁(sID)一In(P(s)P(Dl 5)=lnP(s)+lnP(Dl s)(3)

如果所有网络拓扑结构5的先验概率P(s)都相等时，则

可取InP(DI s)作为BDe评分。在样本集D完备的前提下，

假设参数0满足局部独立性和全局独立性假设，并且其先验

概率服从Diriehlet分布，即：咖㈦=，蝇揣旦rt督 ㈤

则：

P(吼l s)一Dir(a,jl,a02,"'",a％)=亩警急刍平(如·)M

其中，蛳一莩a啦，Nv一善N融^ t=l

2．2 MHs抽样算法

(5)

MHS(Metropolis-Hasting Sampler)抽样算法作为M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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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方法中常用的抽样方法之一，通过构建一条收敛于平稳

分布的马尔可夫链，模拟一个收敛于Boltzmann分布的系统。

若系统温度为T，E(s)表示状态空间S上任一状态5的能量，

则状态空间上的平稳Boltzmann分布为： ，

P(s户专exp(掣)，y sES

其中，Z为正则化因子。

MHS算法的抽样过程如下：

(1)记当前状态为s妇’，根据建议分布R(sh’f 5。’)，生成下

一个状态5“’。

(2)根据概率规则，决定是否接受生成的新状态。新状态

的接受概率计算公式为：肘m∽)=nlin[1，筹黼] (6)

则转移概率为；

讯∥Ⅳ。={竺抽≤。篙三篇；A意意f))一，≈，
，(d’≠p

(7)

(3)若新状态被接受，则取代原有状态；若被拒绝，则保留

原有状态。

3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学习算法PCMHS

针对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问题，本文提出的PCMHS抽

样学习算法的状态空间为S一{s}，其中s为网络结构，对任意

的sES，其能量函数定义为E(s)一--120iD)，其中Q(sfD)

是关于网络结构s的BDe评分，一般假设系统温度T为1。

PCMHS抽样算法是一种由若干个并行MHS抽样构成的元

MHS抽样，该抽样算法的目标平稳分布为网络结构的后验概

率分布P(slD)，即有：户(5)一专(exp(二号卫)一专(exp(盯(sI
D)))一p(slD)，但初始值和建议分布是影响抽样算法收敛速

度的重要因素。算法PCMHS通过对初始值和建议分布的设

计来改善算法的学习效率。该算法首先基于节点之间的互信

息，在缩减的状态空间中进行网络结构的初始化，然后进入并

行的迭代抽样过程，每一次迭代都基于来自当前样本总体的

建议分布R(sh’I 5“’，曲)，从当前样本的每一个个体出发，对网

络中的弧和子结构进行MHS抽样，构建多条并行的收敛于

p(sI D)分布的马尔可夫链。

3．1算法PLWIHS的初始化

互信息[133是节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流量，度量了节

点之间依赖程度。如果节点之间的互信息或条件互信息小于

某个预定的阈值e(取值一般介于0．001～0．05)，那么在网络

中这两个节点之间就不存在边。互信息的计算公式如下：

J(x，K)一nE。iP(x，墨)109；赫(8)
当数据集完备时，可以通过扫描一遍数据库，得到互信息计算

所需的概率参数。

算法PCMHS通过互信息J(X，K)来缩减搜索空间，生

成关于网络结构的初始样本。该算法首先通过最大生成树算

法，生成尽可能多的互异的样本个体，再基于节点之间的互信

息，根据预定的阈值￡，去掉一些在网络结构中不可能存在的

边，此后在缩减的状态空问中，采用随机的方法生成互异的样

本个体，这样生成的初始样本比完全随机生成的样本更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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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E(训”2篝 ㈣

以咄嘶㈨=锗

后验概率服从超系数为(1+B，，1+r—By)的Diriehlet分布，

此时‰的后验估计为：

知=E(钞IB，户绔 (10)

该后验估计作为PCMHS算法中双链交叉操作中基于网

络中父子结构抽样的建议分布。

总之，算法PCMHS的主要步骤如下：

初始化：

(1)采用最大生成树算法生成初始样本的部分个体；

(2)基于节点之间的互信息，在缩减的状态空间中随机生

成初始样本的其余个体。

迭代阶段：

(1)对上一代总体中的随机选择部分个体，按后验概率估

计式(9)定义的建议分布进行弧抽样，新个体是否接受取决于

按式(6)计算的接受概率；

(2)对上一代总体中的另一部分个体按后验概率估计式

(10)定义的建议分布进行子结构的抽样，新个体是否接受取

决于按式(6)计算的接受概率。

直到算法收敛或已达到预计的迭代次数。

3．3算法PCMHS的性能分析

首先证明PCMHS抽样算法的收敛性，以下定理可以证

明PCMHS抽样算法是收敛的，且收敛后Boltzmann平稳分

布为关于网络结构的后验分布p(s D)。

定理1 PCMHS抽样算法的转移概率具有局部可逆性，

即满足：

P(5(D ID)T(s(n’I s(c’)一P(s“’『D)T(s“’l 5h’)

证明：

P(s“’ID)T(5h’I 5“’)一P(5“’lD)R(5h’I 5“’)·

．r1 P(5“’lD)R(5k’l 5“’)1
mInt h赢了市两瓦百霄巧7

==Pcs(f’I D)R(s(n’l s(c’，{；}}：；；；—}j；；；黼·mint菇稆黼川叫州瓦了市两瓦万廖巧J’

==P(sc"，ID)R(scr，I scn，)·n，in{·，；；{}；；；；{—{；；黼)
=P(s(”’I D)T(5‘4’l 5(。’)

故得证。

定理2 PCMHS抽样算法收敛于平稳分布P(s D)。

证明：

∑P(s“’JD)T(s‘”’伊’)一∑P(s“’ID)R(s抽’J 5“’)·

．f1 P(sh’lD)R(5“’1 5“’)1

mln{l，冗了市两丽可节巧7

=莩附佃删叫少，)筹播黼·
，P(s“’lD)R(5h’I 5k’)11

mia(瓦了币瓦丽≯节巧J}

=P“叫D)A(∥⋯)·min{1，蒜摇蒜榴}
=∑P(sCn’ID)T(5(一’l s‘c’)；P(5h’】D)∑T(s抽’I 5“’)

=P(s‘”’ID)

故得证，即P(sID)是PCMHS抽样的平稳分布。

在保证收敛性的前提条件下，算法PCMHS从并行抽样

的初始样本、建议分布和对网络子结构的抽样来提高迭代过

程的收敛速度。在其迭代过程中，该算法将上一代抽样总体

中弧和子结构的后验概率估计作为对下一代个体抽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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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从总体的角度来看，算法PCMHS是一个具有固定转

移概率的马尔可夫链，从而保证了其迭代抽样过程的遍历性

和平稳性，从个体角度来看该建议分布是自适应的，因为该分

布依赖于当前总体中弧和局部结构的全局信息，其自适应规

则是基于弧和局部子结构的频度。相对于非自适应的MHS

抽样，算法PCMHS性能的改进程度依赖于建议分布对P(s

D)的近似程度，算法PCMHS基于节点之间的互信息生成的

初始样本比完全随机生成的初始样本更加接近于网络结构的

真实分布，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建议分布一开始就能较好地近

似于网络结构的真实分布，基于此建议分布产生的下一代总

体的建议分布就能更好地拟合网络结构的真实分布，从而提

高迭代过程的收敛速度。以下的实验结构也验证了算法PC—

MHS在保证学习精度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了迭代过程的收

敛速度。

4算法PCMHS的实验结果分析

Asia网络是一个用来验证贝叶斯网络学习算法的标准

网络之一，该网络有8个节点，8条边。根据网站http：／／

w、^n矾norsys．corn提供的Asia网概率分布表生成具有10000

个实例的训练数据集和1000个实例的测试数据集，实验中抽

样过程的迭代次数为600次，并行抽样产生的样本大小为

40，MHS算法初始的50次迭代不计入迭代次数。

算法的收敛速度是衡量随机抽样算法性能的一个重要指

标。PCMHS算法的主要优点是有效提高了迭代过程的收敛

速度。PopMCMC算法是由Myers提出的一种在数据缺失条

件下网络结构学习的并行抽样算法。该算法随机生成仞始样

本，基于网络结构中的弧进行抽样，但该算法在基于完备数据

集的贝叶斯网络学习中，与同类算法相比，未能有效地改善收

敛速度，原因在于，基于随机生成的初始样本的建议分布不能

很好近似于目标平稳分布P(sl D)，且弧抽样又不能有效地融

合不同个体的优良子结构，导致迭代过程的收敛速度慢。另

外，为了验证PCMHS算法中子结构抽样的有效性，设计算法

PMHS，该算法与PCMHS唯一不同的是，并行抽样的所有个

体仅进行弧抽样。图1表示在有10000条记录的Asia数据

集上，对算法PCMHS，PMHS，PopMCMC和MHS的收敛速

度的比较。图中的水平线是真实Asia网络的BIDe得分，算法

PCMHS在迭代150次左右即收敛，PMHS的迭代速度与

PCMHS相对较为接近，但其收敛速度还是明显慢于PCM—

HS，两PopMCMC和MHS算法600次迭代后仍远未收敛。

图1算法PCMHS，PMHS，PopMCMC和MHS的收敛速度比较

Log Loss是衡量网络结构对测试数据集预测精度的一

个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算法学习精度的一个性能指标，其计算

公式为

￡一E(一log(TtD))≈一去．菩logP(￡t fD)

其中，丁为测试数据集，其实例数为m，ti为T中任一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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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训练数据集，L的值越小，预测精度越高(若在L的计算

公式去掉负号，则L值越大，预测精度越高)。以下实验给出

了中采用有1000个实例的Asia数据集作为测试集，图2给

出了算法PCMHS，PMHS，PopMCMC和MHS的预测精度

的比较，显然PCMHS在测试数据集的Log Loss始终最小，

预测精度最高。

图2算法PCMHS．PMHS，PopMCMC和MHS的预测精度比较

结束语收敛速度慢是随机抽样算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算法PCMHS从初始样本、建议分布和对网络中子结构

的抽样3个方面对MHS抽样算法进行改进，分析和实验结

果都证明了该算法能有效地提高迭代过程的收敛速度，同时，

算法PCMHS在理论上能够保证收敛于平稳分布，因而具有

良好的学习精度。下一步的工作将围绕如何有效地将该算法

用于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基因调控网络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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