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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享

Federated Semi-supervised Medical Image Classification via Inter-
client Relation Matching

基于客户关系匹配的联邦半监督医学图像分类

[1]Liu Q, Yang H, Dou Q, et al. Federated Semi-supervised Medical Image Classification via Inter-client Relation Matching[A]. M. de
Bruijne, P.C. Cattin, S. Cotin, et al.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and Computer Assisted Intervention – MICCAI 2021[C].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325–335.

研究场景：只有几个客户端有标签数据，而大多数客户端都是无标签数据。

半监督学习：首先在标签数据上训练模型，然后使用经过训练的模型来预测无标签数据的标签，

从而创建伪标签。然后，将标签数据和新生成的伪标签数据结合起来作为新的训练数据。

在联邦学习背景下，标签数据

与无标签数据无法直接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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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ed clients： cross entropy loss
unlabeled clients： ℒ𝑐𝑐 𝒟𝒟𝑢𝑢,𝜃𝜃𝑢𝑢 = ∑𝑖𝑖=1𝑁𝑁𝑢𝑢 𝔼𝔼𝜉𝜉,𝜉𝜉′∥ 𝑓𝑓𝜃𝜃𝑢𝑢 𝑥𝑥𝑖𝑖𝑢𝑢, 𝜉𝜉 , 𝑓𝑓𝜃𝜃𝑢𝑢 𝑥𝑥𝑖𝑖𝑢𝑢, 𝜉𝜉′ ∥2

2

优化算法：FedAvg

FSSL框架
𝒟𝒟𝐿𝐿 = 𝒟𝒟1,𝒟𝒟2, … ,𝒟𝒟𝑚𝑚 ，𝒟𝒟𝑙𝑙 = 𝑥𝑥𝑖𝑖𝑙𝑙,𝑦𝑦𝑖𝑖𝑙𝑙 𝑖𝑖=1

𝑁𝑁𝑙𝑙

𝒟𝒟𝑈𝑈 = 𝒟𝒟𝑚𝑚+1,𝒟𝒟𝑚𝑚+2, … ,𝒟𝒟𝑚𝑚+𝑛𝑛 ，𝒟𝒟𝑢𝑢 = 𝑥𝑥𝑖𝑖𝑢𝑢 𝑖𝑖=1
𝑁𝑁𝑢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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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随机分数，用来随机挑选客户端的数量

K是总共的客户端数量

𝑓𝑓𝑖𝑖 𝑤𝑤 = 𝑙𝑙(𝑥𝑥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𝑤𝑤)

min
𝑤𝑤∈𝑅𝑅𝑑𝑑

𝑓𝑓 𝑤𝑤 𝑓𝑓(𝑤𝑤) ≝
1
𝑛𝑛
�
𝑖𝑖=1

𝑛𝑛

𝑓𝑓𝑖𝑖 𝑤𝑤

𝑓𝑓(𝑤𝑤) = ∑𝑘𝑘=1𝐾𝐾 𝑛𝑛𝑘𝑘
𝑛𝑛
𝐹𝐹𝑘𝑘(𝑤𝑤) 𝐹𝐹𝑘𝑘(𝑤𝑤) = 1

𝑛𝑛𝑘𝑘
∑𝑖𝑖∈𝒫𝒫𝑘𝑘𝑓𝑓𝑖𝑖(𝑤𝑤)

横向联邦学习
FedAvg

𝐸𝐸𝒫𝒫𝑘𝑘 𝐹𝐹𝑘𝑘 𝑤𝑤 = 𝑓𝑓 𝑤𝑤 成立时，是独立同分布的数据

[1]McMahan H B, Moore E, Ramage D, et al. Communication-Efficient Learning of Deep Networks from Decentralized Data[J]. 
arXiv:1602.05629 [cs], 2017.



论文分享

 疾病类别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反映了医学图像分类背景下的结构性任务知识

 从有标签的数据中提取不变的疾病关系信息，来监督无标签数据的学习，从而减少在无标

签数据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任务知识丢失，更加有效地利用无标签数据样本。

 半监督学习方法：一致性正则化机制

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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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客户端

𝑁𝑁𝑐𝑐𝑙𝑙表示有标签客户端𝑙𝑙中第𝑐𝑐类样本的数量，�𝒇𝒇表示没有最后softmax层的模型

𝐬𝐬𝑐𝑐𝑙𝑙 = softmax( ⁄𝐯𝐯𝑐𝑐𝑙𝑙 𝜏𝜏)， 𝜏𝜏 > 1

传达了特定类别样本的网

络预测通常在所有类别上

是如何分布ℳ𝑙𝑙 = 𝐬𝐬1𝑙𝑙 , … , 𝐬𝐬𝑐𝑐𝑙𝑙

标签客户端疾病关系矩阵-表示不同疾病类别间的类间关系

对于每个标签客户端𝐷𝐷𝑙𝑙，计算每个类别的平均特征向量𝐯𝐯𝑐𝑐𝑙𝑙

1 𝑦𝑦𝑖𝑖
𝑙𝑙=𝑐𝑐 1 𝑦𝑦𝑖𝑖

𝑙𝑙=𝑐𝑐 =�
1 𝑦𝑦𝑖𝑖𝑙𝑙 = 𝑐𝑐
0 𝑦𝑦𝑖𝑖𝑙𝑙 ≠ 𝑐𝑐

𝐯𝐯𝑐𝑐𝑙𝑙 = 1
𝑁𝑁𝑐𝑐𝑙𝑙
∑𝑖𝑖=1𝑁𝑁𝑙𝑙 1 𝑦𝑦𝑖𝑖

𝑙𝑙=𝑐𝑐
�𝒇𝒇𝜃𝜃𝑙𝑙 𝑥𝑥𝑖𝑖

𝑙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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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签客户端

不确定性𝐰𝐰𝑢𝑢 = −∑𝑐𝑐=1𝐶𝐶 �𝐪𝐪(𝑐𝑐)
𝑢𝑢 log �𝐪𝐪(𝑐𝑐)

𝑢𝑢 , with �𝐪𝐪(𝑐𝑐)
𝑢𝑢 = 1

𝑇𝑇
∑𝑡𝑡=1𝑇𝑇 𝐪𝐪𝑡𝑡(𝑐𝑐)

𝑢𝑢

对mini batch 𝑥𝑥𝑢𝑢（B个样本） 随机dropout T次得到预测概率向量集合{𝐪𝐪𝑡𝑡𝑢𝑢}𝑡𝑡=1𝑇𝑇

𝐯𝐯𝑐𝑐𝑢𝑢 =
∑𝑖𝑖=1
𝐵𝐵 1 𝐲𝐲𝑖𝑖=𝑐𝑐 ⋅ 𝐰𝐰𝑖𝑖

𝑢𝑢<ℎ ⋅𝒑𝒑𝑖𝑖
𝑢𝑢

∑𝑖𝑖=1
𝐵𝐵 1 𝐲𝐲𝑖𝑖=𝑐𝑐 ⋅ 𝐰𝐰𝑖𝑖

𝑢𝑢<ℎ
（ 𝒑𝒑𝑖𝑖𝑢𝑢 没有经过softmax层，已经过滤的）

过滤不确定性大于某个值的标签后，为保留的数据计算伪标签：

𝒚𝒚𝑢𝑢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𝑥𝑥(𝒑𝒑𝑢𝑢)（ 𝒑𝒑𝑢𝑢 经过softmax层）

𝐬𝐬𝑐𝑐𝑢𝑢 = softmax( ⁄𝐯𝐯𝑐𝑐𝑢𝑢 𝜏𝜏)， 𝜏𝜏 > 1

ℳ𝑢𝑢 = 𝐬𝐬1𝑢𝑢, 𝐬𝐬2𝑢𝑢 … , 𝐬𝐬𝑐𝑐𝑢𝑢

𝐪𝐪𝑡𝑡(𝑐𝑐)
𝑢𝑢 表示𝐪𝐪𝑡𝑡𝑢𝑢中第𝑐𝑐类的值

无标签客户端疾病关系矩阵-表示不同疾病类别间的类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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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匹配

每一轮中心服务器收集标签客户端的𝓜𝓜𝒍𝒍

计算𝓜𝓜 = 𝟏𝟏
𝒎𝒎
∑𝐥𝐥=𝟏𝟏𝒎𝒎 𝓜𝓜𝒍𝒍，将𝓜𝓜传给无标签客户端

客户关系匹配损失函数ℒIRM = 1
𝐶𝐶
∑𝑐𝑐=1𝐶𝐶 ℒKL ℳ𝑐𝑐 ∥ ℳ𝑐𝑐

𝑢𝑢 + ℒKL ℳ𝑐𝑐
𝑢𝑢 ∥ ℳ𝑐𝑐

�ℒKL ℳ𝑐𝑐 ∥ ℳ𝑐𝑐
𝑢𝑢 = �

𝑗𝑗

ℳ𝑐𝑐 𝑗𝑗 𝑙𝑙𝑙𝑙𝑎𝑎
ℳ𝑐𝑐 𝑗𝑗

ℳ𝑐𝑐 𝑗𝑗
𝑢𝑢

ℒ𝑙𝑙 = ℒ𝑐𝑐𝑐𝑐 𝒟𝒟𝑙𝑙,𝜃𝜃𝑙𝑙 and ℒ𝑢𝑢 = 𝜆𝜆(𝜔𝜔) ℒ𝑐𝑐 + ℒIRM

ℳ𝑐𝑐 = s𝑐𝑐

目标：使无标签客户端产生的疾病关系矩阵与标签客户端产生的疾病关系矩阵相似

有标签客户端先训练20轮，然后开始训练无标签客户端

𝜆𝜆 𝜔𝜔 = 1 ∗ 𝑒𝑒 −5 1− ⁄𝜔𝜔 Ω

𝜆𝜆(𝜔𝜔)有助于减少在早期一轮一轮训练欠拟合时对无标签客户端的学习影响



论文分享

实验结果

数据集：颅内出血的脑部CT，皮肤病变图像

颅内出血的脑部CT：5个亚型 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7:1:2

皮肤病变图像：7种类型 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7:1:2

评估指标：AUC、Sensitivity、Specificity、Accuracy和F1 score

模型：DenseNet121

扰动：对输入数据的随机变换(旋转、平移、翻转)和dropout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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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a）标签客户端、无标签客户端的疾病关系矩阵以及没有客户关系匹配损失的可视化

（b）FedIMR和FedAvg在不同标签客户端数量下的性能

（c）无标签客户端数量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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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视频摘要生成

下采样 特征提取

计算帧与帧之
间的相似度

特
征

镜头分割

每十秒分一个片段（或者滑动窗口）【片段的第一帧和最后
一帧计算相似度，大于这个相似度的百分之多少设为阈值，
从里面选一个最大的】【全部视频设置一个阈值，大于这个
数设为镜头边界】，计算下采样后帧与帧之间的不相似度，
从一个片段里选出一个不相似度最大的，选出这个片段里大
于阈值的不相似度，从中选一个最大的，作为镜头边界。

LSTM scores

x

LSTM

编码 解码
LSTM Discriminator

变分自编码器

生成对抗网络

{原始特征、生成特征}

生成

特征

关键镜头选择：动态规划（01背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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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镜头选择：动态规划（01背包问题）

selected = knapSack(摘要的长度, 每个镜头的长度, 每个镜头的scores,镜头的个数 )

评价指标：摘要视频里的三元组类型数量/整个视频的三元组类型数量

评价生成摘要的好坏在于摘要质量,最好是对视频内容的代表,同时多样化,最好能覆盖整

个内容。

[1]Sreeja M U, Kovoor B C. A multi-stage deep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video summarization with knowledge distillation[J]. 
Journal of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Humanized Computing,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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