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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

险模块识别方法，属于软件复杂网络领域。包括：

步骤一，构建自适应分类器，自适应分类器中包

含多个分类器；步骤二，进行自适应特征选择；步

骤三，进行自适应阈值寻优；步骤四，进行自适应

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步骤五，进行自适应最优

预测模型的选择，然后利用最优预测模型对待测

软件网络进行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本发明方法

无论针对何种类型的缺陷数据集，都能根据数据

集自身的特点完成自适应分类器的构建、自适应

特征选择、自适应阈值寻优、自适应分类器内部

参数调优、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等五个方

面的内容，取得最好的缺陷预测结果，识别出高

风险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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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法，包括：

步骤一，构建自适应分类器，自适应分类器中包含多个分类器；

步骤二，自适应特征选择方法，包括：(1)预处理，如果数据集中某项特征的80％以上的

实例值都相同，则删掉该特征；(2)对带有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进行特

征的选择；(3)对不带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单变量特征选择的卡方检验方法进行特征选

择；

步骤三，进行自适应阈值寻优；对每个分类器，基于训练集构建预测模型，将验证集输

入预测模型得到预测值集合，不断遍历预测值集合中的预测值来更换分类器的阈值，每次

根据预测标签集合和真实标签集合计算预测模型的性能指标AUC值，选出使AUC值最高的阈

值作为分类器的最佳阈值；

步骤四，进行自适应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对于岭回归和套索回归分类器，采用随机搜

索方法找到最佳步长，对于K最近邻分类模型采用网格搜索方法选出最佳样本数量k值；

步骤五，进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应用不同的分类器在训练集合上构建缺陷

预测模型，计算各缺陷预测模型在多个验证集上的AUC值，取AUC均值最大的缺陷预测模型

为最优预测模型，然后利用最优预测模型对待测软件网络进行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一中，自适应分类器中包含16

种不同的分类器：广义线性模型的线性回归、岭回归、套索回归、最小角回归、逻辑回归和随

机梯度下降；向量机模型的支持向量机；最近邻模型的K最近邻；贝叶斯模型的高斯朴素贝

叶斯；决策树模型的决策树；集合模型的随机森林、极端随机树、自适应增强算法和梯度提

升决策树；判别分析模型的线性判别分析和二次判别分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二中，使用卡方检验方法进行

特征选择时，若计算特征与特征值的相关系数小于0.05时，保留该特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三中，实现包括：

首先，利用训练集构建缺陷预测模型，将验证集输入缺陷预测模型得到预测值集合S1，

将预测值集合S1中的数据按照值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得到集合S2；

其次，从S2的中位数开始，沿着预测值增大的方向对集合S2进行遍历，取S2中预测值更

换阈值；在每次更换阈值后，重新对验证集预测得到预测标签集合P1，再结合验证集的真实

标签集合，计算AUC值；

最后，在结束遍历后，选取其中最大的AUC值所对应的阈值作为分类器最优的阈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五中，实现步骤包括：

步骤5.1：设获得训练集L＝{G1 ,G2,…,Gm}，m代表训练集中的软件网络数量，软件网络

包含缺陷网络和没有缺陷节点的网络，设获得测试集Gt；建立初始为空集的集合L1和L2；遍

历训练集L，若其中的网络Gr中没有缺陷节点，将Gr加入集合L1，否则加入集合L2，r＝1 ,

2,…,m；

步骤5.2：将集合L2中所有软件缺陷网络按照版本从小到大排序，选择最后的K个网络构

成验证版本集VD，然后将集合L2中剩余的网络与集合L1进行合并构成新的集合H；K为正整

数；

步骤5.3：计算集合H、VD、Gt中每个网络中各节点的特征值，获得训练集合、验证集合和

测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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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4：应用步骤一中各分类器在训练集合上构建缺陷预测模型，计算在K个验证集

上缺陷预测模型的AUC值；

步骤5.5：选出在K个验证集合中获得的AUC均值最大的缺陷预测模型作为最优预测模

型，利用最优预测模型来对测试集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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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的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应用于软件复杂网络领域，是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软件具备越来越丰富的功能，帮助人们开展各项生产活

动。软件是否安全可靠得到更多的重视，如何尽早的识别出软件中的缺陷高风险模块已经

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准确识别具有缺陷高风险的模块可以提高软件的质量、降低开发的

成本。

[0003]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软件80％的缺陷存在于20％的软件代码中。但是在

实际的软件测试中，往往采用均匀覆盖的原则，要求需求和语句100％覆盖，实质上浪费了

大量的测试资源。在一些软件三方测试中，测试用例的命中率往往不足1％，甚至更低。而随

着软件工程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实用化，大量的企业和使用方已经积累

了越来越多的历史产品缺陷案例，然后再有的放矢的开展测试工作已经成为了国内提高测

试效率、发现更多实质性缺陷的一种趋势。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使用缺陷预测模型获得的

缺陷检测概率(PD)可以达到71％，高于软件代码审查的检查概率(60％)，更高于纯黑盒测

试的检测率。通过研究大量的实例发现，依据机器学习中的分类器算法、关联规则等建立模

型取得了很好的缺陷高风险预测效果，并且建立在缺陷预测之上的软件测试与普通的软件

测试相比，显著的提高了缺陷检测率，减少了测试用例的数量，缩短了测试时间，对于提高

软件可靠性有着显著的作用。

[0004] 目前缺陷预测模型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有单变量统计分析、多变量统计分析、统计

分析联合专家分析、机器学习、以及机器学习联合统计分析等(参考文献[1])。单变量统计

分析考虑特征较少，例如只关注代码行数与缺陷是否相关；多变量统计分析会分析多个特

征与缺陷的相关性。机器学习方法主要有分类器算法、聚类算法、关联规则等。按照Catal的

分析，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缺陷预测模型在2005年之后大规模显现，截止到2009年，基于机

器学习方法的相关论文占总论文数量的66％。

[0005] 根据缺陷预测目标的不同，采用的机器学习方法有所差异。陈翔,顾庆等在参考文

献1中对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他们指出，若程序模块设置为细粒度，例如类

级别或文件级别，则以预测模块的缺陷倾向性为目标，常采用分类方法，包括Logistic回

归、贝叶斯网络和决策树等；若设置为粗粒度，比如包级别或子系统级别，则以预测缺陷数

或缺陷密度为目标，常使用回归分析方法。除了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外，例如半监督学习和

主动学习等也开始逐渐应用。

[0006] Elish等人使用NASA数据集，将SVM(支持向量机)与LR(逻辑回归)、KNN(K-近邻)、

MLP(多层感知器)、RBF(径向基函数)、BBN(贝叶斯网络)、NB(朴素贝叶斯),RF(随机森林)、

DT(决策树)进行了系统比较，认为SVM在总体上要优于其他8种方法(参考文献[2])。

Lessmann等人也使用公开的NASA数据集，采用AUC(Area  under  the  Curve  of  ROC)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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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性能参数，完整地对比了6类——集成方法、统计方法、最近邻方法、决策树法、支持向

量机法和神经网络法共22种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结果表明大部分方法之间的差异很小。

Ghotra等人发现在去除NASA和Promise数据集的噪音之后，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有较大的

性能差异(参考文献[3])。Shepperd等人借助随机效应的ANOVA(方差分析)对影响缺陷预测

模型性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机器学习方法的选择对性能的影响较小，但不同研

究小组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Panichella  A等人用遗传算法GAs来训练预测模型，研究表明

由GAs训练的回归模型显著优于传统对手。傅艺绮和Fu  Y等人研究表明，最优的机器学习算

法在不同的评价准则下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结合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了一种缺陷预

测改进模型，并通过以Eclipse数据集的实验证明了该模型的优越性(参考文献[4])。

[0007] 针对软件缺陷数据集标记过少的问题，廖胜平等人提出一种基于采样的半监督支

持向量机软件缺陷预测方法，确保带标签样本数据中缺陷样本数量不会过低，实验结果表

明，与监督学习方法相比，能在学习样本较少的情况下取得相当的预测性能(参考文献

[5])。常瑞花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超欧式距离近邻传播的软件缺陷预测方法，弥补了

之前近邻传播算法采用欧式距离表示数据相似度难以有效处理复杂结构数据的不足，提高

了无标志软件缺陷数据预测的精度(参考文献[6])。Yang  C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子空

间的学习算法DLA，它克服了软件缺陷预测中的矩阵奇异问题和小样本大小问题，并通过实

验证明了DLA比LDA(线性判别分析)和PCA(主成成分分析)在信息提取和预测性能方面更好

(参考文献[7])。

[0008] 针对机器学习的相关分类器已经日渐成熟，但对于某种类型的数据集并不是所有

的分类器算法都适用，如线性回归算法，这样的分类器对于那些满足线性可分的数据集分

类效果较好，但是在线性不可分的数据集上却表现不佳。究其原因，是因为其所建立的缺陷

预测模型对数据缺乏自适应性。缺陷数据集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其类型有连续的或离散

的、其分布有满足高斯分布或不满足的、其数据比例是平衡的或不平衡的等。目前对于不同

类型的缺陷数据集，每种分类器算法所取得的分类效果是不同的。

[0009] 参考文献如下：

[0010] [1]马樱.基于机器学习的软件缺陷预测技术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2.

[0011] [2]Elish  KO ,Elish  MO.Predicting  defect-prone  software  modules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2008,81(5):649-660.

[0012] [3]Ghotra  B ,McIntosh  S ,Hassan  AE .Revisiting  the  impact  of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defect  prediction  models.In:

Proc.of  the  Int’l  Conf.on  Software  Engineering.2015.789-800.

[0013] [4]傅艺绮,董威,尹良泽,等.基于组合机器学习算法的软件缺陷预测模型[C].全

国软件与应用学术会议.2015.

[0014] [5]廖胜平,徐玲,鄢萌.基于采样的半监督支持向量机软件缺陷预测方法[J].计

算机工程与应用,2017,53(14):161-166.

[0015] [6]常瑞花,沈晓卫.基于超欧氏距离近邻传播的软件缺陷预测方法[J].计算机应

用研究,2017,34(05):1384-1387.

[0016] [7]Yang  C ,Yang  C .Software  defect  prediction  based  on  manifold 

learning  in  subspace  selection[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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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Processing.ACM,2016:17.

发明内容

[0017] 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数据集在缺陷预测时取得良好预测效果的需要，本发明提出一

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法，研究适用于软件网络模型度量参数特点的缺

陷预测框架，通过建立机器学习模型预测效果的反馈机制，结合数据特点选用成熟的机器

学习预测模型实现缺陷预测。

[001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步骤一，构建自适应分类器，自适应分类器中包含多个分类器；

[0020] 步骤二，自适应特征选择方法，包括：(1)预处理，如果数据集中某项特征的80％以

上的实例值都相同，则删掉该特征；(2)对带有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进

行特征的选择；(3)对不带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单变量特征选择的卡方检验方法进行特

征选择；

[0021] 步骤三，进行自适应阈值寻优；对每个分类器，基于训练集构建预测模型，将验证

集输入预测模型得到预测值集合，不断遍历预测值集合中的预测值来更换分类器的阈值，

每次根据预测标签集合和真实标签集合计算预测模型的性能指标AUC值，选出使AUC值最高

的阈值作为分类器的最佳阈值；

[0022] 步骤四，进行自适应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对于岭回归和套索回归分类器，采用随

机搜索方法找到最佳步长，对于K最近邻分类模型采用网格搜索方法选出最佳样本数量k

值；

[0023] 步骤五，进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应用不同的分类器在训练集合上构建

缺陷预测模型，计算各缺陷预测模型在多个验证集上的AUC值，取AUC均值最大的缺陷预测

模型为最优预测模型，然后利用最优预测模型对待测软件网络进行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0025] (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的识别方法，针对机器学

习建模时遇到的不同难点，自动的完成自适应分类器的构建、自适应特征选择方法、自适应

阈值寻优算法、自适应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方法、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方法共五个

方面的内容，实现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的识别，能够取得更好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

别效果；

[0026] (2)本发明方法中整个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过程都可在后台实现，建立在完全自

动化的流程上，确保最大限度减低人力和时间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缺陷高风险模块的识别方法的整体流程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构建模型用到的分类器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方法中自适应特征选择方法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方法中自适应阈值寻优算法流程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方法中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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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的详细和深入描述。

[0033] 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数据集在缺陷预测时取得良好预测效果的需要，本发明提出一

种基于软件网络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法，包括：构建自适应分类器、选择自适应特征、

自适应阈值寻优、自适应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本发明基于

机器学习模型优化与优选的方法，根据数据集自身的特点自适应的完成缺陷数据集的最佳

特征的选择、分类器阈值的设定、内部参数调优等过程，选出最佳的缺陷预测模型，取得最

好的缺陷预测效果，提高软件测试的命中率。本发明的缺陷高风险模块识别方法，如图1所

示，下面说明各步骤。

[0034] 步骤一，构建自适应分类器。

[0035] 在机器学习领域，主要有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这四种方

式。本发明主要对监督学习的分类器展开研究，并根据不同分类器自身的应用范围及优缺

点等，构建了共计7大类16种不同的分类器，这16种不同的分类器可以根据输入数据集的特

点在建立模型和算法选择的时候来自适应地选择出最合适的分类器获得最好的结果。如图

2所示，为本发明所采用的16种不同的分类器/分类器算法，这16种不同的分类器不仅包含

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分类器算法，还包括了部分分类器的改进算法。例如：广义线性模型中

线性回归和岭回归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分类器算法，而套索回归，最小角回归，逻辑回归和

随机梯度下降是对线性回归和岭回归的改进算法。本发明采用的16种分类器包括：广义线

性模型的线性回归、岭回归、套索回归、最小角回归、逻辑回归和随机梯度下降；向量机模型

的支持向量机；最近邻模型的K最近邻；贝叶斯模型的高斯朴素贝叶斯；决策树模型的决策

树；集合模型的随机森林、极端随机树、自适应增强算法和梯度提升决策树；判别分析模型

的线性判别分析和二次判别分析。

[0036] 由于度量参数的差异和预处理技术的不同，对预测效果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机器学

习预测模型的影响，因此选择合适和准确的度量参数，采取有效的去除数据噪音、冗余维度

将更加有利于提高软件缺陷预测的性能。

[0037] 步骤二，进行自适应特征选择。

[0038] 不同缺陷数据集中与缺陷相关的结构特征是不同的。合理的特征选择可以增强特

征和特征值之间的相关性，去除冗余特征。特征选择的方法目前主要分为三种(参考文件

[8]：高昊阳.基于大数据的P2P金融风险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 .北京交通大学，

2018.)：(1)过滤法，按照发散性或者相关性对各个特征进行评分，设定阈值或者选择阈值

的个数，然后选择特征。(2)包装法，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建模，根据目标函数，每次选择

若干特征，或者排除若干特征，目标函数通常是预测效果评分。(3)嵌入法，先使用某些机器

学习的算法和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各个特征的权值系数，再根据系数从大到小选择特征。但

是对于一个给定的数据集，一种特征选择方法往往很难同时完成以上两个目的。本发明经

过分析之后决定混合采用多种特征选择方法来增强特征和特征值之间的相关性，选出适合

当前输入的缺陷数据集的最佳特征。

[0039] 本发明的自适应特征选择方法，如图3所示，首先选用过滤法移除低方差特征，移

除那些作用不大的特征，接着，自身带有惩罚因子分类器选用递归特征消除方法，不带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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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分类器选用单变量特征选择的卡方检验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0] 步骤201，首先采用移除低方差特征方法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如果数据集中某项

特征80％以上的值都相同，那么就可以认为该特征作用太小可以移除。所以，本发明选择移

除低方差特征的方法作为特征选择的预处理，设定方差阈值的上限值为0.16，接着计算数

据集中每一项特征的方差值，然后去除80％实例值都相同的特征，即去除了方差值不高于

0.16的特征，保留方差大于0.16的特征。

[0041] 步骤202，接着对带有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递归特征消除算法进行特征的选择。

递归特征消除算法是一种寻找最优特征子集的贪心算法，其主要思想是使用一个基模型来

进行多轮训练，每轮训练后，移除若干权值系数的特征，再基于新的特征集进行下一轮训练

(参考文件[9]：陈姗.基于机器学习的骨干路网交通状态预测及可视化方法研究[D]

.2017.)。本发明对于具有自带惩罚因子的分类器如随机森林算法、线性回归算法等，采用

自身的分类器算法作为基模型，然后在训练集中采用10折交叉验证建立缺陷预测模型，并

以AUC值为得分标准，逐步消除得分较低的特征，保留在数据集中得分最高的特征，即选出

该数据集对应的最优特征子集。

[0042] 步骤203，然后对不带惩罚因子的分类器采用单变量特征选择的卡方检验方法进

行特征的选择。单变量特征选择方法是对每个变量单独统计，按照某种标准去除不相关的

变量。此方法不是基于分类器算法建立模型，而是统计学中的一种方法，比较简单，易于运

行，通常对于理解数据有较好的效果。经典的卡方检验是检验定性自变量对定性因变量的

相关性，可以根据相关系数p值选择与缺陷最相关的几项特征。当p<0.05时，表明特征与特

征值具有相关性；当p<0.01时，表明特征与特征值极为相关。本发明对于自身不带惩罚因子

的分类器如K-近邻算法，采用卡方检验方法分析缺陷数据集，计算每项特征与特征值的相

关系数，设定p值为0.05，去除相关系数不小于p值的特征，保留相关系数小于p值的特征，即

保留此数据集中与特征值具有相关性的特征。

[0043] 步骤三，进行自适应阈值寻优。

[0044] 阈值又称为门限值，是某个效应的最高或最低值。在机器学习中，阈值指的是将样

本划分成不同类别的临界值，大于此阈值的样本划分成一类，小于此阈值的样本划分为另

一类。在缺陷预测中，由于缺陷数据集的多样性，采用不同大小的阈值会使分类器有不同的

得分。对于不同类型的缺陷数据集，能使分类器得分最高的最佳阈值不一定是分类器的默

认值，其最佳阈值应该是随着数据集本身的特点动态调整的。本发明采用了一种自适应阈

值寻优方法，如图4所示，可以针对缺陷数据集的多样性动态选择出最优的阈值来取得更好

的分类效果。

[0045] 本发明的自适应阈值寻优方法的主要思想是以训练集中的数据为基础构建预测

模型，以验证集中的特征值数据输入预测模型得到预测标签值集合，以预测标签值集合和

真实标签值集合计算模型性能指标AUC值，不断遍历预测标签值集合中的数据更换阈值，选

出使AUC值最高的阈值作为最佳阈值。对每个分类器，执行下面步骤301～307，寻找最佳阈

值。

[0046] 步骤301：输入训练集的特征集合G1和真实标签L1，验证集的特征集合G2和真实标

签L2；本发明针对软件网络，输入的特征集合G1和G2为软件网络的节点特征集合，标签L1和

L2是用来标记该节点是否是故障节点。每个节点对应软件中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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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步骤302：根据G1和L1构建缺陷预测模型，将G2输入到缺陷预测模型得到预测结果

集合S1；预测结果集合S1中为节点是故障节点的预测值，通常预测值是有正有负的浮点数，

将预测值和设置的分类器的阈值相比较，来识别缺陷高风险节点。

[0048] 步骤303：将S1集合中的预测值按照值的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得到集合S2；

[0049] 步骤304：取S2的中位数作为分类器初始的阈值threshold，重新对特征集合G2进

行预测得到预测标签集合P1；预测标签集合P1是标记节点是否是缺陷节点的集合，当预测

值小于阈值时，判断是正常节点，否则判断是缺陷节点。

[0050] 步骤305：根据真实标签L2和预测标签P1，计算AUC的值；

[0051] 步骤306：从S2中位数开始，沿着预测值增大的方向对S2进行遍历，取S2中的预测

值不断更新threshold，重复步骤304和305，不断计算新的AUC值；

[0052] 步骤307：取最大的AUC值所对应的阈值threshold作为分类器最优的阈值并输出。

[0053] 通过上述阈值寻优过程，每个分类器可以根据输入的数据自适应的设定最优的阈

值。

[0054] 步骤四，进行自适应分类器内部参数调优。

[0055] 对于某些分类器的内部参数是需要根据数据集本身的特点进行参数的调节，否则

会影响所建立的缺陷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如常用的岭回归分类器内部参数步长值alpha的

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步长设定过大的话，可能会使模型不小心错过最优解；但是如果步长过

小的话，又会导致缺陷预测运行时间过长。优化分类器的内部参数可以提高所建立的缺陷

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0056] 本发明针对构建的16种分类器的内部参数研究之后，发现大部分分类器可以采取

默认的参数值，但是对于岭回归和套索回归分类算法，由于其步长值alpha对模型的预测准

确性有较大影响，且其值是0～1之间的浮点数，可以在训练集中用随机搜索方法选出最佳

alpha值；对于K最近邻模型，其样本数量k值的设定，对所建立预测模型的准确率有较大影

响，且其值是正整数，适合在训练集上采用网格搜索方法选出最佳k值。

[0057] (401)对于岭回归和套索回归分类器，本发明采用随机搜索方法调整其内部参数。

随机搜索也是一种参数调整方法，在一定迭代次数下，从一个随机分布中抽样选取参数，根

据每一个参数组合进行模型构建和评估。对于岭回归和套索回归分类器，本发明以随机搜

索的方式在训练数据集上采用交叉验证的方式，在100次迭代次数下，以AUC值为评价准则，

随机选取在0～1之间分布的值作为步长值，以各分类器建立预测模型，选取AUC值最高的模

型所对应的步长值作为最优的步长值。

[0058] (402)对于K最近邻分类模型，本发明采用网格搜索方法调整其内部参数。网格搜

索方法也是一种参数调整算法，对网络中的所有参数的组合建立和评价模型，选出模型得

分最好的参数。对于K最近邻分类模型中参数k的选择，设定k的取值范围是1～13之间的正

整数，在训练数据集上使用交叉验证的方式，以AUC值为模型评价准则，遍历k取值范围内的

所有正整数，以k-近邻算法建立缺陷预测模型，选取AUC值最高的模型对应的k值作为最优

的k值。

[0059] 步骤五，进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选择。

[0060] 不同分类器在同一个缺陷数据集上所取得预测效果是不同的，个别分类器之间预

测效果差距还较大。由于不同的分类器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有不同的敏感性，所以有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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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某种类型的缺陷数据集上预测效果较好，但在其它类型的缺陷数据集上预测效果较

差。在进行版本间的缺陷预测时，只知道历史版本缺陷的分布情况，对于预测的软件并不清

楚其缺陷的分布情况，也就无法判定哪个分类器的预测效果最可信，所以要进行最优分类

器的选择。

[0061]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本发明采用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方法，该方法的主

要思想是首先从输入的数据集中取出一部分用作验证集合，用剩余的数据集来建立缺陷预

测模型，再根据预测模型在验证集合中的预测效果好坏选择出最优的分类器模型，最后再

用于测试集(测试集就是待预测的网络集合)中的缺陷预测。

[0062] 机器学习算法常用的反映模型好坏的指标主要有精确率P、召回率R、综合评价指

标F1和AUC等。在机器学习解决二分类问题时，将有缺陷的类分为正类，非缺陷的类分为负

类，会出现如下四种情况：将正类样本预测为正类的正样本tp(True  Positive)，将负类样

本预测为负类的负样本tn(True  Negative)，将负类样本预测为正类的负样本fp(False 

Positive)，将正类样本预测为负类的正样本fn(False  Negative)。

[0063] 精确率P是针对预测结果来说，它表示的是预测为正类的样本中有多少是预测正

确的，可以由公式 计算。召回率R表示的是样本中的正类有多少被预

测正确了，可以由公式 计算。tp_num为tp数量，fp_num为fp数量，fn_

num为fn数量。当然对于建立的缺陷预测模型，希望P和R的值都越高越好，但事实上这两者

有时候会出现矛盾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综合考虑它们，采用综合评价指标F1。F1指标是P和R

的加权调和平均数，可以由公式 计算。当F1较高时则说明建立的模型比较有效。对

于不平衡数据集的分类问题，常采用的另一种评价指标是AUC。AUC被定义为ROC曲线下与坐

标轴围成的面积，其含义是当随机挑选一个正样本以及一个负样本，依据当前分类器计算

得到的分数值将这个正样本排在负样本前面的概率。当AUC值越大时，表示当前建立的分类

器模型有更好的分类效果。

[0064] 如图5所示，为本发明进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选择的一个实施例，对于每种分类

器在多个验证集上建立缺陷预测模型，获得多个性能指标AUC值，选取AUC均值最大的预测

模型为最优的缺陷预测模型。本实施例进行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选择包括如下步骤5.1～

5.5。

[0065] 步骤5.1：设获得训练集L＝{G1,G2,…,Gm}，m代表训练集中的软件网络数量，软件

网络包含缺陷网络和没有缺陷节点的网络，设获得测试集Gt；建立初始为空集的集合L1和

L2；遍历训练集L，若其中的网络Gr中没有缺陷节点，将Gr加入集合L1，否则加入集合L2；r＝1,

2,…,m。

[0066] 步骤5.2：将集合L2中所有软件缺陷网络按照版本从小到大排序，选择最后的K个

网络构成验证版本集合VD，然后将集合L2中剩余的网络与集合L1进行合并构成新的集合H；K

为正整数。

[0067] 步骤5.3：计算集合H、VD、Gt中每个网络的节点的参数数据，即节点的特征值，构建

完整的训练集合、验证集合和测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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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步骤5.4：应用不同的分类器在训练集合上构建预测模型，以AUC值为模型评价标

准，计算在K个验证集上不同模型的AUC值；

[0069] 步骤5.5：计算不同模型在验证集合中获得AUC的均值并以此为指标，选择出最优

的缺陷预测模型。然后利用选出的最优预测模型来对测试集进行预测。

[0070] 通过上面步骤，本发明方法无论针对何种类型的缺陷数据集，都能根据数据集自

身的特点完成自适应分类器的构建、自适应特征选择、自适应阈值寻优、自适应分类器内部

参数调优、自适应最优预测模型的选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取得最好的缺陷预测结果，识别

出高风险软件模块。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10147321 A

1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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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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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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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5

CN 110147321 A

1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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