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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在保证目标识别准确率基础上进行有效特征降维，文章以目标识别准确率为特征选择准则，提出一种支持
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快速筛选出部分优质特征子集
与猫群算法(Cat Swarm Algorithm, CSO)迭代寻优结合的特征选择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水声目标识别的特征选择。
实验数据处理结果表明：相比 SVM-RFE 和 CSO 特征选择算法，文中提出的方法在平均特征维数降低 8%的基础上，
平均目标识别率提高了 1.88%，能够实现有效降维的目的。该方法对判断特征是否适合用于特定的目标识别也有一定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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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feature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accuracy of target recognition, a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based on combin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algorithm and cat swarm optimization (CSO)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feature selection of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 recognition. Experimental data processing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SVM-RFE and CSO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s, the average feature dimens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reduced by
8 %, and the average target recognition rate is improved by 1.88 %. This method also 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in
judging whether the feature is suitable for specific target recognition or not.
Key words: feature selection;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 recogniti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RFE); cat swarm optimization (CSO)

0 引 言1

在水声目标的识别问题中，提取更多的特征是
提高目标识别率的主要方法之一。较高的特征维度
包含更为丰富的信息量，可以提高问题描述的准确
性。但与此同时，高维特征的冗余信息会影响算法
的速度，甚至有可能降低目标识别准确率。因此，
根据所需识别数据特性对特征进行选择以降低特
征维度是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 2020-07-20; 修回日期: 2020-08-15
基金项目: 水声对抗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JCKY2020207CH02)
作者简介: 郭政(1994－), 男, 山东嘉祥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水
声信号处理。
通信作者: 赵梅, E-mail: zhaomei@mail.ioa.ac.cn

遍历所有特征空间得到最优特征子集的穷举
搜索方法是最基础的特征选择算法。但穷举方法效
率低下，在面对高维特征向量时计算量巨大。因此
需要采取更高效的算法进行特征选择。
通常，特征选择算法可分为过滤式(Filter)算法
与封装式(Wrapper)两类算法 ，两者主要区别为，
Filter 方法独立于分类识别算法，其优点在于以较小
计算量的代价减少特征维数，但并不能保证结果用
于分类识别的准确率 ；Wrapper 方法则以分类识别
算法的准确率来评价算法性能，虽然计算量较大但
准确率较高 。在水声目标识别应用中，Wrapper
方法作为基础的特征选择算法更为适合。
Wrapper 方法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生成待检
验特征子集。近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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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遗传算法、差分进化算法、粒子群算法、蚁群
算法以及模拟其他生物种群行为算法等均可应用
于生成、搜索特征子集。Lin 等 将猫群算法(Cat
Swarm Optimization, CSO)应用于参数优化与特征
选择。张震等 将改进的粒子群算法与禁忌搜索结
合应用于入侵检测系统特征选择。Guyon 等 在应
用基因选择研究癌症时提出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
消 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算法。Yan 等 、叶小泉等
将其分别与聚类方法等结合应用于特征选择。但各
种算法也存在其固有局限性。遗传算法局部搜索性
能较差 ，差分进化算法难以处理噪声问题 ，粒子
群算法在算法后期易于陷入局部最优解 ，蚁群算
法复杂度较高 ，同属 Wrapper 方法的 SVM-RFE
能以一定规则对特征进行排序和选择，实现特征降
维，但难以有效识别冗余特征，因而只能有限度地
提高目标识别准确率 。
本文提出一种结合 SVM-RFE 和 CSO 的特征选
择方法，即 SVM-RFE-CSO 方法。猫群算法是在粒
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将种群分为跟踪及搜寻两种行为模
式，通过多次迭代进行寻优。CSO 的两种工作模式
利用变异算子对自身位置周围进行搜索，并根据最
优解位置不断更新猫的当前位置，以跳出局部最优
进而得到全局最优解 ，适合弥补 SVM-RFE 难以
有效识别冗余特征的局限性。因此，将 CSO 与
SVM-RFE 进行结合，并将其应用于水声目标识别
的特征选择中，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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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

∆J (i) ≈ (∆wi )2

(4)

故在决策函数中特征的权值 w 大小表示了其包
含信息量的多少，在 SVM-RFE 中则以 w 表示特征
的重要程度，作为特征排序的依据。SVM-RFE 算
法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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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算法流程图

1 SVM-RFE
Fig.1 Flow chart of the SVM-RFE algorithm

图 1 中，S 表示当前特征列表索引序列，R 表
示执行完毕后输出的特征排序列表索引序列，∅表
示空集。R 中特征权值依次递减，根据特征重要性
1.1 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VM-RFE)算法
对其进行排序。本文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处理，根
Guyon 等 对 SVM 进行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
R 定义一组特征子集 F , ⋅⋅⋅, F ，其中前一个子集
提出对特征进行排序的 SVM-RFE 特征选择算法。 据含于后一个子集中，且第
m 个子集包含权值最高的
SVM 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决策曲面 ：
m 个特征，即 F 包含最重要的特征参数，F 包含最
wx+b=0
(1)
以最大化分类间隔。在非线性情况下，引入松弛变 重要及次重要的特征参数，以此类推。之后综合考
虑识别准确率及对特征维数的需求选出特征子集，
量，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完成特征选择。在目标识别中，本文采用 SVM 作
min J = 1 ω + C ξ

∑
2
为目标识别分类器，将特征选择后确定维度的特征
(2)

s.t. y (ω x + b)≥1−ξ , ξ > 0, i =1, ⋅⋅⋅, m
向量由原始空间映射到高维空间，并在高维空间构
若移除第 i 个特征，对目标函数的影响根据泰 造决策函数，以 RBF 核函数替代内积来简化运算。
SVM-REF 特征选择算法以特征对分类器的作
勒展开有：
用为依据计算特征权重，但对特征本身是否冗余欠
∂J
∂J
∆J (i) =
(∆w ) +
(∆w )
(3)
∂w
∂w
缺考量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经过 SVM-REF 选
则对于目标函数 J 的最优解，可只考虑二阶， 择后的 M 维非连续特征较 N 维连续特征的目标识
1 基本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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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率没有提升的情况(M<N，且特征按重要性由高至
低选取)。因此，SVM-REF 特征选择算法在降低特
征维数和选择较高识别率的特征子集方面均有所
局限，并不能给出最优解，需加以改进。
1.2 猫群算法(CSO)
猫群算法通过模仿自然界中猫群的行为，将其
行为模式分为跟踪模式及搜寻模式，通过定义两者
的比例关系(Mixture Ratio, MR)确定猫的分配模式
进行寻优 。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
[15]

2021

年

位置。速度及位置更新方法如式(6)、(7)所示：
vl +1,d =vl +r1 ×c1(xbest,d - xl,d )

(6)

xl,d =vl,d +xl -1,d

(7)

式(6)、(7)中：x 表示猫 l 第 d 维的当前位置，x
表示猫群中最大适应度第 d 维的对应的位置点，
r 为常量， c 表示通常取值范围为[0, 1]的变量，猫
群总维度为 D，d≤D。
l,d

1

best,d

1

2 SVM-RFE-CSO 算法

算法在实现有效降维的同时存在一
个缺陷，即难以较好地利用冗余特征，因而最后筛
选出的特征子集未必是最优性能特征子集。本文利
用 CSO 搜索最优解的能力，对 SVM-RFE 加以改
进。改进后算法流程如图 3 所示。
SVM-RFE

图 猫群算法流程图

2
Fig.2 Flow chart of the CSO algorithm

图 2 中，搜寻模式设定 4 个基本要素：记忆池
(Seeking Memory Pool, SMP) 、搜寻 维度范围
(Seeking Range of the Selected Dimension, SDR)、维
度改变量(Counts of Dimension to Change, CDC)、自
身位置判断(Self Position Consideration, SPC)。首先
创建 N= P 个当前猫的位置副本，根据 SPC 值确定
SMP 中保留的候选位置，再由 CDC 值对每个副本
加或减，根据 SDR 以一定比例确定增减值以替换
其位置值，并根据式(5)计算待选位置可能性，之后
据此选择位置点替换当前猫的位置。
SM

Pi =

FS ,i − FS -best
, 0 < i < PSM
FS -max − FS -min

(5)

图

算法流程图

式中， P 为待选位置可能性； F 为适应度； F
为最优适应度； P 为记忆池个数。
SVM-RFE-CSO 算法实际分两步进行特征选
根据 MR 确定分配模式后，对分配搜寻模式的 择。首先进行 SVM-RFE，筛选出部分优秀特征子
个体标志位置 1。跟踪模式则是根据全局最优位置 集作为部分初始种群，并加入随机生成种群个体作
更新猫当前速度，然后根据新的速度确定猫的当前 为初始种群，而后应用 CSO 进行迭代计算，选出
i

3 SVM-RFE-CSO
Fig.3 Flow chart of the SVM-RFE-CSO algorithm

S ,i

SM

S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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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后识别准确率达最高值 90.70%，因此在后续的
最优特征子集，完成特征选择。
在判断每次迭代生成的新的个体是否更优时， 计算中取 A=1。
可应用适应度函数对其进行评价。通常适应度函数
f 由目标识别准确率与特征维数两个变量来确定：
fit

B
ddim

ffit = A× Rauc +

(8)

式(8)中： f 表示适应度函数，R 表示目标识别准
确率，d 表示特征选择后的特征维数，A、B 分别
为目标识别准确率和特征维数的权重参数。在评价
迭代后的个体时，目标识别准确率与特征维数并非
两个孤立的变量，因而为保证两者关联性，将式(8)
修正为式(9)：
fit

auc

dim

ffit = A× Rauc +

1- A
ddim

(9)

本文进行特征选择的目的为在保证目标识别
准确率的基础上对特征降维，以选出最佳特征子集
作为目标识别的特征向量，故在参考其他工作 的
基础上选取 A=0.95 进行计算。

图 识别准确率随特征维数变化 处理数据取自文献

4
(
[16])
Fig.4 The variation of recognition accuracy with the dimension
of feature vectors (processed data from Ref. [16])

[1]

3 算例验证

为直观说明 SVM-RFE 算法及 CSO 算法在本文
算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以罗德岛大学等机构公开的
“ Discovery of Sound in the Sea-Anthropogenic 图 5 识别准确率随迭代次数变化(处理数据取自文献[16])
Sounds”数据 为例，分别应用 SVM-RFE 、CSO
Fig.5 The variation of recognition accuracy with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processed data from Ref. [16])
及 SVM-RFE-CSO 方法进行特征选择，将得到的特
征向量应用于目标识别，并对比识别结果。
所使用的数据集包括 4 类共 170 个样本，样本 4 水声目标识别实验
特征向量维数 m=10。图 4 为应用 SVM-RFE 进行
特征选择的结果，对应维数的识别准确率表示经 4.1 实验数据获取
为验证算法在水声目标识别中的应用效果，选
SVM-RFE 处理后由排序靠前的 m 个特征组成的特
征子集识别准确率。当 m=6 时，准确率为 90.70%， 取 2018 年 6 月某次取的 6 种舰船辐射噪声信号进
达到最高值。可见 SVM-RFE 能快速得出优秀的特 行目标识别。
征子集，起到特征降维效果。图 5 为应用 CSO 及 4.2 目标特征提取
SVM-RFE-CSO 进行特征选择的结果。由图 5 可
知，两者识别准确率均随迭代次数上升而升高， 32 kHz首先进行样本的特征提取。信号采样频率为
，6 种不同水声目标均取 100 段时长为 s 的
CSO 方法依次达到 86.05% 、 88.37% 和 90.70% ，
信号作为样本。数据集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SVM-RFE-CSO 方法快速达到 90.70%后即不再升
表 1 水声目标(船只)辐射噪声样本信息
高。可见 CSO 能起到跳出局部最优值继续寻优的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radiation noise from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s (ships)
作用，SVM-RFE-CSO 相比 CSO 可更快达到最优值。
序号
船只种类
样本数
样本总数
此外，数据集原始特征维数较低会使计算过程更简
a
大型游船
100
单，这也说明 SVM-RFE-CSO 在特征维数较高、计
b
中型游船 1
120
算过程更复杂的情况下才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在第
c
中型游船 2
120
650
4 节中将重点分析该种情况。
小型游艇 1
120
d
e
小型游艇 2
120
此外，在寻优计算过程中对适应度函数中权重
f
中型游船
3
70
系数 A 的取值进行了验证，取 A=1 时可保证特征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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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频率倒谱系数 (Mel-Frequency Cepstral
MFCC)是一种基于人耳听觉特性的目标特征参数，
其在频域上以 Mel 频谱为标度，模拟了人耳听觉对
频率识别的非线性特点，并描述了目标辐射噪声在
不同频段上的声学特性 。
MFCC 的提取首先要经过数据预处理，将信号
分帧加窗，而后经 FFT 计算出每帧数据的频谱参
数，并将每帧频谱参数通过数量为 M 的三角带通滤
波器组成的 Mel 频率滤波器组，之后对每个滤波器
输出取对数，得到 M 个对数能量参数 S(m) ，
m = 1, 2, ⋅ ⋅ ⋅, M 。最后对这些参数做离散余弦变换，
[17]

(a)

目标 a

(d)

目标 d

(b)

2021

即得到目标的 MFCC，如式(10)所示 ：
 nπ(m + 0.5) 
C (n)= ∑ S (m) cos 
 , 0 ≤ m ≤ M (10)
M


图 6 所示即为不同水声目标辐射噪声的 MFCC
计算结果，其中图 6(a)～6(f)分别对应表 1 中不同的
水声目标。可见，不同种类水声目标的 MFCC 存在
差异，可作为目标识别的依据。将 MFCC 按帧数求
平均，结果如图 7 所示。对比图 7(a)～7(f)可见不同
种类水声目标的 MFCC 求帧数平均后依然保持了
较好的区分度，因此，计算水声目标辐射噪声的 30
维 MFCC 帧数平均作为特征向量，用于特征选择及
[18]

M −1
m=0

目标 b

(e) 目标 e
图 6 不同水声目标辐射噪声的 MFCC

(c)

目标 c

(f)

目标 f

(c)

目标 c

(f)

目标 f

Fig.6 MFCC of different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s

(a)

目标 a

(d)

目标 d

(b)

年

目标 b

(e) 目标 e
图 7 不同水声目标辐射噪声的 MFCC 帧数平均

Fig.7 MFCCs’ frame average of different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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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类识别实验。
4.3 数据分析与结果
在水声目标识别的实际应用场景中，通常在进
行由原始信号提取目标信号的处理后也难以完全
消除本底噪声干扰。通过控制信噪比 R 对信号添
加背景噪声来模拟这种情况：
SN

v

RSN = 20lg  signal 
v
 noise 
(11)
vnoise

(11)

式 中： 表示噪声时域幅值， v 表示信号
时域幅值。在后续处理过程中，对舰船辐射噪声样
本添加高斯噪声至 R =0 dB。
经 SVM-RFE 特征选择后，输出最优特征子集
维度的选择对下一步特征选择及分类结果有一定
影响 。为分析经 SVM-RFE 特征选择后得出的特
征子集对算法结果的影响，分别应用 SVM-RFE、
CSO、SVM-RFE-CSO 算法进行特征选择，结果如
图 8、9 所示。

19

含对准确识别目标有正向作用的有效信息。因此，
在 SVM-RFE 特征选择后续处理中特征子集最高维
度可由此确定，并剔除排序靠后的特征。
图 9 为 CSO 算法与 SVM-RFE-CSO 算法进行
特征选择过程中每一代最优特征子集的目标识别
准确率。可见经过相同次数的迭代，SVM-RFE-CSO
算法相比 CSO 算法，因初始特征子集更优而达到
了更高的目标识别准确率。

signal

SN

[14]

图 高斯噪声背景下水声目标识别准确率随迭代次数变化

9
Fig.9 The variation of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 recognition
accuracy with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under Gaussian
noise background

图 高斯噪声背景下水声目标识别准确率随特征维数变化

8
Fig.8 The variation of underwater acoustic target recognition
accuracy with the dimension of feature vectors under
Gaussian noise background

由图 8 可见，目标识别准确率与经 SVM-RFE
特征选择后的特征子集维度 m 大致呈正相关，但并
非特征子集维度越大目标识别准确率越高。m<16
时目标识别准确率随特征子集维度 m 的增加而升
高，当 m=16 时准确率即达到最大值，而 m>16 时
准确率随特征子集维度 m 的增加而呈降低趋势。据
此可判定前 16 维特征中包含了可用于目标识别的
大部分有效信息，但不排除另外 14 维特征中也包
参
数
组
合

全部
特征
准确
率/%

1
2

65.03

Table 2

算法

SVM-RFE

70.55

为了说明 SVM-RFE-CSO 算法性能是否有改
进，在 Intel i5-9330H CPU、8G RAM 的计算机环境
下，取每一代个体数 N=20、迭代次数 I=50 作为参
数组合 1，取 N=5、I=30 作为参数组合 2，分别重
复 10 次特征选择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中的结果可见，经 SVM-RFE 处理及参数组合 1、2
情况下 CSO 算法处理后得出的 10 次平均准确率分
别提高了 5.52、5.71 和 3.13 个百分点，最优子集维
数分别下降了 14、15.6 和 15.8；参数组合 1 情况下
SVM-RFE-CSO 处理后得出的 10 次平均准确率相
比 SVM-RFE 算法及 CSO 算法分别提高了 1.17、0.98
个百分点；参数组合 2 情况下 SVM-RFE-CSO 处理
后得出的 10 次平均准确率相比 SVM-RFE 算法及
CSO 算法分别提高了 21.48、3.87 个百分点，最优
子集维数分别下降 3.5、1.9 和 0.6、−1.2，而参数组
合 1、2 情况下 SVM-RFE-CSO 算法 10 次平均用时
为 121.62 s 和 17.50 s，相比 CSO 算法 10 次平均用
时 118.60 s 和 17.67 s 差距很小。综合考虑两种参

表 未经选择全部特征及不同处理方法 次平均结果对比

2
10
Comparison of 10-time average results of all features and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准确率/%
CSO SVM-RFE-CSO
算法
算法

70.74
68.16

71.72
72.03

算法

SVM-RFE

16

平均特征维数
CSO
SVM-RFE-CSO
算法
算法
14.4
14.2

12.5
15.4

算法

SVM-RFE

1.66

时长/s
CSO
SVM-RFE-CSO
算法
算法

118.60
17.67

121.62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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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合，对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和分别单独使用
SVM-RFE 方法及 CSO 方法，文中提出的方法在平
均特征维数降低 8%的基础上，平均目标识别率提
高了 1.88%。在排除了随机性的前提下，算法性能
得到了提升。对比两种参数组合情况可知，通过调
整参数，可改变 SVM-RFE-CSO 特征算法的降维效
果、选出特征子集的识别准确率和计算时长，其综
合性能优于单一 CSO 算法和 SVM-RFE 算法。

[5]

[6]

[7]

5 结 论

本文在分析 SVM-RFE 算法及 CSO 算法的基础
上，针对 SVM-RFE 特征选择方法难以有效识别冗
余特征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结合两者优势的特征
选择算法。
文中提出的算法利用 CSO 算法的寻找全局最
优的特点，解决 SVM-REF 算法中特征维数降低及
目标识别准确率提高有限的问题，在保证目标识别
准确率的前提下，实现有效降维。此外，通过水声
目标识别实验进行了验证，改进后的 SVM-REFCSO 特征选择算法相比于单一 SVM-RFE 算法及
CSO 算法，均提高了目标识别准确率，且相比 CSO
算法并未大幅提高运算时长。最后，本文提出的特
征选择算法除有效降低特征向量维度、提高目标识
别准确率外，在验证用于目标识别的新特征的性能
时，对于判断该特征是否适合用于此场景下目标识
别也有一定应用价值。下一步还需进行最优参数选
取的研究，以充分发挥算法性能。

[8]

[9]

[10]
[11]
[12]

[13]

[14]

参 考 文 献

[1]

[2]

[3]

[4]

张震, 魏鹏, 李玉峰, 等. 改进粒子群联合禁忌搜索的特征选择算
法[J]. 通信学报, 2018, 39(12): 60-68.
ZHANG Zhen, WEI Peng, LI Yufeng, et al.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joint taboo search[J].
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 2018, 39(12): 60-68.
,
.
[J].
, 2018, 39(5): 111-122.
ZHANG Li, WANG Cong. Multi-label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joint mutual information of max-relevance and
Min-redundancy[J]. 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 2018, 39(5):
111-122.
VIEIRA S M, MENDONÇA L F, FARINHA G J, et al. Modified
binary PSO for feature selection using SVM applied to mortality
prediction of septic patients[J].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3,
13(8): 3494-3504.
LIN K C, HUANG Y H, HUNG J C, et al. Feature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based on mod-

张俐 王枞 基于最大相关最小冗余联合互信息的多标签特征选
择算法 通信学报

[15]

[16]

[17]

[18]

2021

年

ified cat swarm optim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2015, 11(7): 365869.
GUYON I, WESTON J, BARNHILL S, et al. Gene selection for
cancer classification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J]. Machine
Learning, 2002, 46(1-3): 389-422.
YAN K, ZHANG D. Feature selection and analysis on correlated
gas sensor data with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J].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15, 212: 353-363.
,
.
[J].
(
), 2018, 57(5): 702707.
YE Xiaoquan, WU Yunfeng. Cancer gen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and
feature clustering[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8, 57(5): 702-707.
PAN J S, MCINNES F R, JACK M A.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 and property of multiple global optima to VQ
codevector index assignment for noisy channels[J]. Electronics
Letters, 1996, 32(4): 296.
,
,
,
.
[J].
(
), 2014, 60(4): 283-292.
WANG Shenwen, DING Lixin, ZHANG Wensheng, et al. Survey
of differential evolution[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60(4): 283-292.
CHERKASSKY V. The nature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J].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1997, 8(6): 1564.
.
[D].
:
, 2007.
,
,
,
.
SVM
PMSM
[J].
, 2017, 29(11): 2881-2889.
WANG Yan, WANG Xin, JI Zhicheng, et al.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PMSM based on adaptive dynamic cat swarm optimization of SVM[J].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17, 29(11):
2881-2889.
OSUNA E, FREUND R, GIROSIT F. Train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n application to face detection[J]. Proceedings of 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1997: 130-136.
.
SVM-RFE
[D].
:
, 2014.
XU Lu. A study on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VM-RF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D].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4.
CHU S C, TSAI P W, PAN J S. Cat swarm optimization[M]//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6: 854-858.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Inner Space Center. Anthropogenic
Sounds [DB/OL]. https://dosits.org/galleries/audio-gallery/ anthropogenic-sounds/, 2020-03-16.
SAHIDULLAH M, SAHA G. A novel windowing technique for
efficient computation of MFCC for speaker recognition[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2013, 20(2): 149-152.
,
.
MFCC
[J].
(
), 2017, 24(3): 41-46.
CHENG Long, ZHANG Huaqing. Research of birdsong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MFCC[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24(3):
41-46.

叶小泉 吴云峰 基于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和特征聚类的致
癌基因选择方法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汪慎文 丁立新 张文生 等 差分进化算法研究进展 武汉大
学学报 理学版

杨剑峰 蚁群算法及其应用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
王艳 汪鑫 纪志成 等 基于自适应动态猫群优化
故障诊断方法 系统仿真学报

的

许露 基于
沙 湖南师范大学

长

和粒子群算法的特征选择算法研究

程龙 张华清 基于改进
传媒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的鸟鸣声识别方法研究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