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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细胞图像的特征选择与分类识别算法研究
董娜 覮，赵丽，常建芳，吴爱国

（天津大学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
为了提高宫颈细胞识别速度，
以最少的特征数量获得最高的识别准确率，
运用分
类与回归树算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进行特征的选择，
并采用粒子群算
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对分类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进行
优化，形成了 PSO-SVM 分类算法对细胞进行分类. 使用 Herlev 数据集对文中提出的算法进
行验证. 通过 CART 特征选择方法，成功地从 20 个特征中提取出 9 个更具代表性的特征，
并
且二分类和七分类的准确率均达到 99%以上. 并引入其他几种宫颈癌细胞的分类识别算法
进行仿真比较，
结果表明，
本文算法在特征数目较少的情况下识别准确率依然具有明显优势，
从而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所述方法有效降低了人工特征选择的难度，在减少了识别用时
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了细胞的识别准确率与之前几乎无异，为宫颈癌疾病诊断提供了一套有
效的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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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speed of cervical cell and obtain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accuracy
with the least number of feature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us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algo原
rithm to select features，
and then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al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herefore，
the PSO-SVM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is formed to classify the cells. This paper
uses the Herlev dataset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Through the CART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9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are successfully extracted from 20 features，
and the accuracy of two classifications and sev原
en classifications are above 99% . Furth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other class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algo原
rithms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for simulation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s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is algo原
rithm is obviously superior when the number of features is smal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ef原
fective. The method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difficulty of artificial feature selection，
and ensures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cells is almost the same as before when the recognition time is reduced. Thu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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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球的病理报告显示，宫颈癌的发病率逐

年增加，每年的新增患者达到 50 多万. 一些发达国
家定期对妇女进行宫颈筛查，有效地降低了宫颈癌
的发病率[1].目前最传统的方法是通过人工阅片检查
是否患有宫颈癌，
然而这种方法识别效率低，
准确率
不高. 即使使用图像处理的方法对宫颈细胞进行识
冗余的特征不仅会
别，
也需要提取大量的细胞特征，
造成识别速度缓慢，
也容易对识别效果产生影响.
分割是细胞识别的基础，根据分割结果可以提
取细胞的各类特征. 癌变细胞与正常细胞在颜色、
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细胞病理学专家就是通
过观察细胞的颜色、形状、大小等特征对细胞进行
判定.
细胞的特征主要是依据细胞病理学专家的诊断
经验来提取的. 因此，选择的细胞特征，既要满足医
师的诊断经验，
又要以计算机理解的方式输入. 文献

[2]对宫颈细胞特征提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取了
87 个细胞特征. 并非所有特征都是有效特征，特征

因此更便于观察. 一般情况下颜色特征的提取主要
是基于 RGB 颜色 [4-5].此外，
HSI 颜色空间也应用相

对广泛 [6-8]. RGB 颜色特征主要是提取 Red、Green、
Blue 3 个颜色空间上的数值特征，如均值、方差、能
量，
熵等.
2）形态特征. 此特征的参 数提 取种 类较 多，
Jantzen 等[9]对宫颈细胞进行仔细地观察后，提出 20

个特征，其中包括面积、周长 [10-11] 以及圆形度等. 此
如核质比等[11-12].
外，
其他特征用来描述细胞，
3）纹理特征. 在提取细胞的纹理特征时，
灰度共
[13]
生矩阵 是常用的方法，该方法提取的特征主要是
对比度、能量、熵等. Walker 等 [14-15] 利用灰度共生矩
阵实现了宫颈细胞的分类. 赵晖等[16] 用灰度共生矩
在细胞分
阵求出 6 个纹理特征，
再对其进行归一化，

类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Plissiti 等 [17] 采用局部二进
制模式特征，
来分析宫颈细胞的纹理特征.
本文算法的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像获取

数量过多或过少，
对分类精度都有影响，因此，选出

获取细胞的精确边缘信息

最有用的特征，以最少的特征获得最高的准确率才
是关键[3].

颜色
特征

宫颈细胞图像识别的最终目的是判定该细胞是
可以准确地将细胞
否为癌细胞，
经过分类器的训练，

CART 特征选择生成特征向量

分为正常细胞和癌细胞. 尽管现有分类器种类较多，

但是 SVM 因操作简单，
分类准确率高而受到广大学

粒子信息建立 SVM

者关注.

PSO-SVM 训练

为了缓解高维细胞特征导致的欠拟合，并提高

是否满足
训练精度？

宫颈细胞诊断的效率和准确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 CART 特征选择的宫颈细胞分类方法. 首先提取

图 1 本文算法流程图

最后将 SVM 与 PSO 算法结合起来，形成 PSO-SVM

Fig.1 Algorithm flow chart of this paper

分类器，
从而实现宫颈细胞的正确分类.

综合以上颜色特征、
纹理特征和形态特征，本文
共选择了 20 个特征，
汇总如表 1 所示.
表 1 20 个特征分类

Tab.1 20 feature categories

特征提取是从细胞图片中寻找有效的特征. 样
本差异越明显，
则有效特征的差异越明显. 有些特征
有些则需要进
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如颜色、大小等，
纹理等. 一般情况下主要
行一定的变换，如直方图、

从以下 3 个方面提取特征：
1）颜色特征. 主要指细胞核或细胞质的颜色. 细

胞在染色之后，
细胞核和细胞质会变成不同的颜色，

N

Y
分类结果

宫颈细胞的颜色特征、
形态特征和纹理特征共 20 个
选定 9 个特征进行训练，
特征，
然后进行特征选择，

1 宫颈细胞的特征提取

形态
特征

纹理
特征

特征

个数

名称

颜色特征

6

均值、方差、倾斜度、峰态、能量、熵

纹理特征

8

能量、熵、惯性矩、相关性、逆差矩、

形态特征

6

周长、面积、圆形度、长宽比、矩形度、核质比

粗糙度、对比度、方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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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 1 所含的 20 个特征中有部分特征的名
称相同，
如颜色特征和纹理特征中的能量和熵，
但是
因此
两者意义不同，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
各自起着一定作用.

0.15

2 宫颈细胞的特征选择

0.10

特征选择即选择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Liu 等[18]
对特征选择做出总结，
选择一组最优的特征子集，
该
特征子集需保证元素个数最少，既降低特征空间维

数，又保证细胞识别的准确率. 因此本文选择 CART
其本质是对特征空间进行
算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
二元划分，即进行二叉树分裂. 二叉树分裂有标量属
性分裂和连续属性分裂. 标量属性是指进行分裂的条
件为不等于某个值. 连续属性是指进行分裂的条件为
不大于某个值 ，
如 取相邻两个属性中间值. 图 2 为标
量属性和连续属性进行分裂时的示意图.
二叉树分裂

（a）标量属性分裂
二叉树分裂
X臆A

X跃A

（b）连续属性分裂

图 2 标量属性分裂和连续属性分裂图

Fig.2 Scalarattribute split and continuous attribute split

为了保证分类效果，需要确定选择哪种特征属
性. 为了衡量各个特征的重要性，CART 采用 Gini 指
数观察分裂时的不纯度. Gini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Gini（t）= 1 - 移[p（c k|t）]2
k

0.05
0

0

5

10

特征

15

20

25

20

25

（a）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60
40
20

0
0

5

10

特征

15

（b）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图 3 CART 二分类比较结果

Fig.3 CART two 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results
X屹A

X=A

G（D，
A）= DL Gini（DL）+ DR Gini（DR） （2）
D
D
式中：· 表示样本集合的记录数量.
本文采用该算法将 20 个特征分别进行特征选
择，
二分类的比较结果如图 3 所示.

观察二分类的结果，可以发现一共有两种衡量
指标：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和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指去掉该特征
后实验结果准确率的下降量. 假设把特征 20 去掉，
分类准确率降低 11.05%，
因此该值越大表示该特征
越重要.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是计算特征对
每个节点观测值的异质性的影响，该值越大也表示
该特征越重要.
本文对七分类进行特征选择，比较结果如图 4
所示.
0.10
0.05

（1）

式中：
t 为决策树的节点；c k 为第 k 个样本的个数；
p
为概率.
观察该计算公式，
发现 Gini 指数的实质是 1 与
类别 c k 的概率平方和的差值，即反映了样本的不确
定程度. Gini 指数通过计算特征对每个节点上观测
观察特征的重要性. 该值越大表
值的异质性的影响，
示该特征越重要，
因此应该选择具有较大 Gini 指数
的特征. 假设父节点对应的样本集合为 D，
CART 选
择特征 A 分裂为两个子节点，
对应集合为 DL 与 DR，
分裂后的 Gini 指数定义如下：

00

5

10

特征

15

20

25

20

25

（a）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80
60
40
20
0

0

5

10

特征

15

（b）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图 4 CART 七分类比较结果

Fig.4 CART seven 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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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图 3 和图 4，可以发现七分类的特征性能
表现与二分类近乎一致. 对细胞而言无论是二分类
还是七分类，
正常细胞之间的差异和异常细胞之间
的差异是很小的，
二分类中正常细胞与异常细胞之
间的差异就类似于七分类中正常柱状上皮细胞与轻
度癌变细胞之间的差异，
因此特征的表现能力相似.
为了对特征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便观察每个
特征，
本文对 20 个特征的表现能力进行了排序，更
为直观的准确率表示如图 5 所示.
80

二分类

70
60
50

七分类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的表现

2019 年

图 6 中，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和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中的表现近乎一致.

虽然个别顺序有所改变，但整体上特征性质改变不
大. Gini 系数是 CART 进行特征选择的重要依据，因
此本文着重分析该系数的变化. 通过观察图 6 可以
发现，
特征 20 所占的比重最大，
效果较为明显，其次

是特征 16，依次类推. 观察特征 4 及之后特征可以
发现，这些特征的缩减对 Gini 系数的影响并不大，

因此综合两类情况，本文选择特征 1、
2、
4、
5、6、
12、
15、
16、
20 共 9 个特征作为选择后的特征，即均值，
周长，
面积，
核质比，进
方差，
峰态，
能量，
熵，
粗糙度，
行后续的分类器训练.

40

3 PSO-SVM 分类器训练

20

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样本，
SVM 通过将其映射到
一个高维的线性空间，
使其线性可分，
并且加入了核
又减少了维数
函数的使用，
既减少了计算的复杂性，
[19-20]
. 虽然传统的 SVM 模型效果不错，
但是求解
灾难
如参数的选取. 本文引入
最优化问题依然效果欠佳，
了 PSO 算法优化 SVM 的超参数，构建 PSO-SVM 模
型，
通过全局寻优，
寻找更好的分类效果.
假设搜索空间是 M 维，
粒
PSO 的数学描述[21]为：
子数为 n，其中第 i 个粒子的位置表示为 xi =（xi1，
xiM），
i = 1，
2，
…，
n，把 xi 带入目标函数就可以
xi2，…，
算出适应度值 fit，根据适应度值的大小可以判断该
粒子的好坏. 第 i 个粒子的飞行速度为 v i =（v i1，v i2，
…，
v iM），搜索到的最优位置为 p i =（p i1，
p i2，…，
p iM），
所有粒子群搜到的最优位置为 p g=（p g1，
p g2，…，p gM），
当两个最优位置都找到时，每个粒子可以根据更新
公式来更新自己的位置和速度.
为了实现全局寻优，需要将本文的数据分为 3
部分（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 具体的 PSO-SVM
算法如下：
1）在初始状态下根据经验初步确定惩罚因子 c
和径向基函数参数 滓 的取值范围.
2）PSO 初始化. 初始化算法的参数，一般情况
下，搜索空间设置为 2 维，粒子数为 20~50. 随机初
始化粒子参数并形成粒子群，随机生成粒子的开始
速度，并确定参数 p best 和 gbest，
p best 设置为粒子的当前
位置，
gbest 为所有粒子中最好的粒子的当前位置.
3）加入训练集训练 SVM，用适应度函数计算每
个粒子的适应度值 fit，并随时更新第 i 个粒子的最
优位置 p i 和所有粒子的最优位置 p g，如果某个粒子

30
10

0
20 16 15 1 12 5 6 2 4 13 17 3 19 9 18 11 10 7 14 8
特征

图 5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的表现

Fig.5 Performance of 20 features in Mean decrease in Gini index

观察图 5 可以发现，前 6 个特征中两种分类情
况的 Gini 系数性能表现一致. 七分类中每个特征的
Gini 系数比二分类大，因为随着分类类别数目的增
加，类别之间细微的差异就使得某个特征发挥了作
用. 另外，
七分类中特征 6 的表现能力没有特征 2 和
4 表现好，
但是在二分类中其表现能力较好，因此其
重要性是可以确定的. 综合考虑每个特征的表现能
力，
本文选择前 9 个特征送入分类器进行训练.
以下为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的表现，
具体情况如图 6 所示.
0.12

二分类

0.10
0.08

七分类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的表现

0.06
0.04
0.02
0
20 16 12 15 2 5 9 1 6 11 8 10 7 13 3 4 19 17 18 14
特征

图 6 20 个特征在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的表现

Fig.6 Performance of 20 features in Mean decrease i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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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适应度高于 p best，
则新的适应度值取代 p best，
如果
则当前最优位置的
所有粒子当前适应度值高于 gbest，
适应度值取代 gbest. 对 c 和 滓 进行迭代寻优，从而获
取最优参数 c 和 滓 的值.

4）观察训练集训练结果是否满足精度，是则继
续向下进行；
否则转向步骤 3）.
5）加入验证集观察训练结果，并计算误差和适

应度函数，如果算法达到结束条件，继续向下进行；
否则，对粒子的速度和位置进行更新，并返回 3）继

4 宫颈细胞的准确率比较
本文采用十折交叉验证对 917 张 Herlev 数据

集进行训练和测试，即每次选择数据集中的 9 份作

为训练集，
剩下的 1 份作为测试集，
共进行 10 次. 其

中分别进行了 20 个特征和 9 个特征的分类器训练，
训练效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 个特征和 9 个特征的训练结果比较

续向下进行. 算法的终止条件是达到分类精度或迭

Tab.2 Comparison of the training result

代次数.
6）至此，就可保证得到了适应度最优的粒子信
输出分类结果即可.
息，
加入测试集进行测试，
如图 7 所示，
为 PSO 训练 SVM 的流程图.

of 20 features and 9 features
类别

准确率/%

二分类

20 个特征

99.89

916

7.15

9 个特征

99.78

915

4.46

七分类

20 个特征

99.56

913

22.70

9 个特征

99.35

911

13.55

特征向量输入
粒子信息建立 SVM
导入训练集训练 SVM
N

是否满足
训练精度？
Y

在二分类中，
20 个 特 征 的 识 别 准 确 率 为

99.89%，
9 个特征的识别准确率为 99.78%. 七分类

导入验证集验证 SVM

中，
20 个特征的识别准确率为 99.56%，
9 个特征的

计算分类误差并计算 fit

细胞识别的准确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识别所消耗

fit 满足
精度要求

识别准确率为 99.35%. 在特征数目减少的过程中，
Y

N

的时间却得到了有效地降低. 二分类的运行时间减
少了 3 s 左右，
七分类的识别时间减少了 9 s 左右.

确定了 9 个特征后，将 9 个特征放进 PSO-SVM 进

全局最优粒子

行二分类和七分类的训练，其准确率如表 3 和表 4

更新粒子信息

表 3 二分类识别准确率

确定局部最优粒子和

N

识别正确数目/个 运行时间/s

达到最大
迭代次数？

Y
fit 最优的粒子信息建立 SVM
导入测试集
分类结果

图 7 PSO-SVM 模型

Fig.7 PSO-SVM model

经过以上算法，得到使 SVM 误差最小的参数 c
和 滓 的最优值.

所示.

Tab.3 Two classifications recognition accuracy
类别

总数/个

识别准确数目/个

准确率/%

正常细胞

242

241

99.59

异常细胞

675

674

99.85

表 3 中，
1 个正常细胞被识别为异常细胞，1 个

有 4 个正常柱
异常细胞被识别为正常细胞. 表 4 中，
状细胞被识别轻度癌变细胞，
2 个轻度病变细胞被
识别为正常柱状细胞. 对病人而言，
实际意义上的七

分类识别错误个数只有 2 个，将正常细胞识别为癌

细胞不会对患者造成真正的伤害，因此识别准确率
为 99.78%，
与二分类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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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七分类识别准确率

表 6 七分类中不同测试方法测试误差比较

Tab.4 Seven classifications recognition accuracy

Tab.6 Comparison of test errors of different test

类别

总数/个

识别准确数目/个

准确率/%

正常上皮鳞状细胞

74

74

100

98

94

95.92

146

100

70

正常中层鳞状细胞
正常柱状细胞
轻度病变细胞

70

182

180

197

197

146

中度病变细胞
重度病变细胞

150

原位癌细胞

方法

100

97.8
100

150

100

为了证实所提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同时采用了
主成分回归分析（PCR）、主成分分析（PCA）-PSO-

SVM、核主成分分析（KPCA）-PSO-SVM、最小冗余
最大相关（MRMR）[22] -PSO-SVM 和 ReliefF [23] -PSOSVM 共 5 种方法作为对照. 并且，本文采用均方根
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平均绝对误
差 （Average Absolute Error，
AAE） 和最大绝对误差
（Maximal Absolute Error，
MAE）、准确率（Accuracy，
ACC）、敏感度（Sensitivity，
SEN）和特异度（Specifici原
ty，
SPE） 作为模型性能评价指标，其中 RMSE 和
ACC 为主要的评价指标.
RMSE =

姨

AAE = 1
N

1
N

N

移
i = 1

N

移（y^ - y）

（3）

yi - y^ i

（4）

1

i

i

2

MAE = max（ yi - y^ i ）

（5）

式中：
yi 为第 i 个样本的真实值；y^ i 为第 i 个样本的
估计值；N 为测试集的样本个数.
本文在将特征数降维为 9 个的基础上对各个
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各个算法表现性能如表 5、表
6 所示.
表 5 二分类中不同测试方法测试误差比较

PCR

PCA-PSO-SVM

RMSE

0.122 1 0.349 5
0.073 1 0.270 3

KPCA-PSO-SVM 0.022 9 0.151 3

MRMR-PSO-SVM 0.043 6 0.208 9

ReliefF-PSO-SVM 0.093 78 0.306 2

CART-PSO-SVM 0.002 18 0.046 7

SPE/% ACC/% SEN/% MAE
83.06

87.79

89.48

1

95.04

97.71

98.67

1

85.95
92.56
88.43

99.59

92.69
95.64
90.62

99.78

95.11
96.74
91.41

99.85

RMSE

SPE/% ACC/% SEN/% MAE

PCR

0.524 7 0.732 6

69.01

82.01

86.67

4

PCA-PSO-SVM

0.235 2 0.624 7

83.06

88.88

90.96

4

KPCA-PSO-SVM 0.055 6 0.325 2

92.98

96.07

97.19

3

MRMR-PSO-SVM 0.112 3 0.461 1

86.78

92.69

94.81

4

ReliefF-PSO-SVM 0.354 2 0.697 3

88.89

85.71

76.86

5

CART-PSO-SVM 0.006 54 0.114 4

99.70

99.35

98.35

1

观察 6 个评价指标可以发现，在宫颈癌细胞的

二分类和七分类研究中，本文提出的特征选择方法
的性能指标最优，即本文的 CART 模型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
且各类性能指标均优于对照实验方法. 本文

算法的准确率比 KPCA 算法高出 3%左右，比 PCR
高出 30%，
灵敏度和特异度也均为最高.

观察表 5 和表 6 可以发现，本文算法的 RMSE

和 AAE 均为最低. 本文的评价指标为均方根误差和

平均绝对误差，误差越小，分布越均匀，识别错误的

可能性越小，识别越稳定. MAE 为最大绝对误差，在
二分类中，如果识别出现错误，
MAE 值只能为 1，在
七分类中，该值具有不确定性. 该值越大，证明该算

法的不稳定性越大，
在 ReliefF 算法中 MAE 值为 5，
识别中出现了将第一类正常细胞识别为第六类异常
细胞的情况. 而本文 MAE 值为 1，即只在第三类正
常细胞和第四类异常细胞之间识别出现误差，但仍

保证了较高的识别精度，因此也体现了本文识别算
法的优异性.
为了更加全面地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本文
率，
具体的比较结果如表 7 所示.

test methods in the two classifications
AAE

AAE

列举了其它几种算法的特征选择数目以及分类准确

Tab.5 Comparison of test errors of different

方法

methods in the seven classifications

1
1
1

1

文献[26]识别准确率为 98.98%，
在其它 6 种算法中，

特征数为 11 个，
本文识别算法准确率比其高了 1%
左右，特征数少用 2 个，
效果较为明显. 从文献[9]和
[24]中可以看出，
特征数多识别效果不一定高. 文献

[27]和[28]中虽然选择了相同的 9 种特征，识别准确

率却比本文算法低了 6%和 4%，因此特征数目的选
择不仅要准确反映细胞的差异，还要具有较高的准

本文算
确率. 综合 7 种算法的识别准确率和特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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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以最少的特征数实现最高的准确率，识别效
果较好，对于人工智能识别癌细胞的推广具有极大
的价值.
Tab.7 Comparison of the algorithm and
other algorithms in this paper

文献[9]
文献[24]
文献[25]
文献[26]
文献[27]
文献[28]
本文

准确率/%

特征数/个
20

95.2

11

98.98
93.72
95.36
99.78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5，
52 （1）：56—65.（In

［4］ NUNOBIKI O，SATO M，TANIGUCHI E，et al. Color image analy原
sis of cervical neoplasia using RGB computer color specification

［J］. Analytical and Quantitative Cytology and Histology，2002，
24

93.41
96.91

DUAN J，HU Q H，
ZHANG L J，et al. Multi -label classification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neighborhood rough set［J］.
Chinese）

表 7 本文算法与其它算法的比较

算法

7

24
11
9
9
9

5 结 论
针对目前宫颈细胞识别过程中出现的特征冗余

（5）：289—294.

［5］ VIJAYASHREE R，RAO K. A semi -automated morphometric as原
sessment of nuclei in pap smears using image［J］. Journal of Evolu原
tion of Medical and Dental Sciences，2015，4（53）：
63—70.

［6］ 张勇. 一种有效的白细胞图像彩色空间序贯分割方法［J］. 西安
交通大学学报，1998，32（8）：
52—56.

ZHANG Y. An effective segmentation method for color space of

white blood cell image ［J］. Journal of Xi忆an Jiaotong University，
1998，
32（8）：52—56.（In Chinese）

［7］ 花蕾，叶玉坤. 基于知识的肺癌早期细胞诊断系统［J］. 计算机
应用研究，2000，17（2）：90—92.

HUA L，
YE Y K. Knowledge-based early cell diagnosis system for

lung cancer ［J］.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2000，17（2）：
90—92.（In Chinese）

和准确率低的问题，本文建立了基于 CART 特征选

［8］ 陆新泉，李宁，陈世福. 形态，颜色特征及神经网络在肺癌细胞

择了 9 个有效的特征，建立了 PSO-SVM 模型进行

LU X Q，LI N，
CHEN S F. Application of morphology，color features

识 别中 的 应 用研 究 ［J］. 计 算机 辅 助 设计 与 图 形 学学 报 ，

择算法的宫颈细胞分类识别模型，
从 20 个特征中选

2001，
13（1）：87—92.

细胞的分类，
使得细胞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 99%以

and neural network in recognit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J］. Journal

上.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引入了 RMSE、

AAE 等评价指标，并与其它分类方法进行比较，结

果表明，
本文算法不仅提取了更加精准有效的特征，
而且实现了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该研究结果有效地
提高了二分类和七分类的识别效率，同时对于降低
宫颈癌的误诊率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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