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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摘要：

“少测，测对”已经成为 IBM 质量和测试服务领域多年来一直坚持

• IBM 开发的 IGNITE Defect Classify 应

的准则。当应用以客户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时，这种准则可以显著改

用，采用复杂的认知方法来缩短缺陷周

变客户观念，使其从采用传统的缺陷检测方法转变为缺陷预防和预

转时间。

测方法。本文概述了以该准则为宗旨的一种解决方案。

• 本 文概 述了 由IGNITE

Defect Classify

应用所提供的全新缺陷分类方法，以及
如何运用这种方法根据过去的分类历史

什么是 IGNITE Defect Classify？

记录立即得出缺陷分类结果。本文描述

传统上，人们总是通过被动响应的方式来处理缺陷。任何错误分类

了如何运用机器学习、文本预处理和建

都可能导致缺陷周转时间的延长，最终影响被测试应用的上市时

模等方法来转变和改善传统工作方式，

间。IGNITE Defect Classify 是一种 IBM 认知解决方案，它基于现

获得从缺陷检测转变为缺陷预防的全新
体验。

有缺陷模式，对缺陷起源进行实时分类，从而改变了这种传统观
念。这将提高用户找到缺陷根本原因的能力，从而将缺陷快速提交
给正确的解决团队。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当出现缺陷时，有些时候会根据有关缺陷起源的错误假设，将其分
配给错误的开发团队或解决人员。缺陷是与代码相关？还是与环境
相关？分配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洞察或应用经验，将缺陷发送给他
们认为可以正确将其解决的小组。
如果分配错误，具有高严重性或重大影响的新缺陷将存放于某个人
的收件箱的最底层，等待分析并最终退还给发送者，然后重新分配
该缺陷，希望到达正确的响应人员手中。错误分配缺陷会导致解决
时间延迟数小时，甚至数天。
如果能够根据自动执行的缺陷基本模式分析对缺陷进行正确分配，便
能支持提出者快速采取预防性行动。这将有助于确保缺陷可以通过最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云应用创新

解决方案简介

合适的团队得到解决，从而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周转环节。

专家根据解决方案详细信息提供。这一步需要大量经过分类
的缺陷。

IGNITE Defect Classify 缩短缺陷周转时间

文本预处理：

想象一下，来自一家全球保险行业客户的一位测试人员提出

文本预处理包括删除缺失数据（例如，没有缺陷概述和输

了缺陷，并根据个人对这些缺陷的理解，将其分配给了编码

出标签的凭单）。此外，也会删除英文停用词（例如，

人员、环境专员或业务分析师。经过两天的分析之后，编码

“ but ” 、 “ again ” 、 “ there ” 、 “ about ” 以 及

人员认为这个缺陷是环境问题，应当重新分配给环境专员。

“once”）和特定领域的停用词（例如，测试执行者姓名/

然后经过正确的重新分配之后，这个缺陷在几个小时内得到

电子邮件标识/电话号码等）。测试预处理的输出结果是干

了修复。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干净净的数据集，其中只包含定义缺陷类别的关键字。

如果测试人员从一开始就能正确找到缺陷起源，并将缺陷

快速、准确且智能地预测缺陷分类

分配给正确的团队，就不会出现任何时间延迟。

如图 1 所示，IGNITE Defect Classify 会使用预先训练的

IGNITE Defect Classify 解决了这种问题，并支持完成以下

Random Fores 模型是最受欢迎的基于决策树的组合模型。

工作：

在此图中，我们假设红色和蓝色圆点分别代表（在特征空

•

通过认知方式实时找到缺陷起源

•

通过提供置信等级证实分类建议

•

根据提供的反馈，改写分类结果，以供机器学习

Random Forest 模 型 来 预 测 最 为 可 能 的 缺 陷 类 别 。

间中）存在代码类型缺陷的缺陷凭单和存在非代码类型缺
陷的缺陷凭单。Random Forest 模型在训练阶段，学习到
了如何划定代码类型缺陷和非代码类型缺陷之间合适的判
定边界。当提供新缺陷的详细信息时，该分类器根据已学
到的判定边界，找到缺陷的位置，从而预测缺陷的类别。

IGNITE Defect Classify 引擎能够思考和学习
IGNITE Defect Classify 搭载了智能分类技术 [2]，这是机器

缺陷标题

学习的一个分支，可对传入的缺陷凭单进行分类并划分优

和描述

先级，需要极少或无需人工干预。这种方法利用机器学
文本预处理

习，根据服务人员的模式和过去的操作，了解过去凭单的
分类和分配情况。根据这些信息，它可以创建数据驱动的
缺陷凭单

模型，自动对新传入的凭单进行分类。

预先训练的

...

以下是处理工作流程示例，用于说明如何使用预先训练的

Random Forest
模型

Random Forest 模型处理缺陷凭单，将其分类为代码类型

预测为代码类型缺陷

预测为非代码类型缺陷

预测为非代码类型缺

陷

缺陷或非代码类型缺陷。[1]

最终预测为非代码类型缺陷

判定边界

数据集描述：
训练数据集是基于一系列已关闭缺陷凭单的文本而创建的，
这些文本提供缺陷概述和详细的缺陷描述以及解决方案详细
代码类型 非代码类型

信息。相应的类别标签（例如，代码类型或非代码类型）由

图 1. 使用 Random Forest 分类器进行缺陷分类，实现代码类型和非代码
类型的二元缺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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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IGNITE Defect Classify 中的缺陷分类器

如您所见，该分类器的输出结果是 JSON，其中包含将

作为 IGNITE Defect Classify 的一部分，缺陷分类器需要经

缺陷归为特定“缺陷类别”的可能性得分（例如，在本

过以下几个阶段的训练：

示例中“测试流程”的可能性最高）。

1. 训练阶段：使用由一组文本文档（例如，软件缺陷）以
及相应标签构成的数据集训练 Random Forest 算法

训练阶段

2. 预测阶段：利用经过训练的模型来预测未知缺陷的类

标签

型。

图像

3. 特征提取：执行检索词频率/反转文档频率向量化处理，
从用于训练 Random Forest 分类器的每个预处理文本

特征提取器

特征

机器学习
算法

预测阶段

文档中提取数值特征。

图像

特征提取器

特征

为简化给定示例中的问题，IGNITE Defect Classify 使用

机器学习
算法

标签

了二元分类方法（例如，代码类型/非代码类型）。但是在
图 2. 分类器训练和测试阶段

实际情况中，我们的缺陷凭单数据集包含的标签（例如，
代码/设计/要求/测试流程）不止两个，这会导致我们的分
类引擎需要处理多类分类问题，最终促使我们将该引擎部

总结

署在认知系统中。

通过在测试流程中实施认知缺陷分类技术，可以：

为了区别已提出和已关闭缺陷，我们仅通过“缺陷标题”和
“缺陷描述”训练了一组模型，用于下述情况：
•
•

•

显著缩短缺陷周转时间

•

根据缺陷模式分析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

预测已提出缺陷的类别标签

本质上，IGNITE Defect Classify 可以快速就缺陷的起源

通过名为“解决方案详细信息”的其他输入信息训练另

和原因向用户提供通过认知方式得出的建议，确保将缺陷

一组模型，用于预测已关闭缺陷的类别标签

分配给正确的解决人员。这款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使用自然

实际上，这种训练是 IGNITE Defect Classify 的内部机制，

语言处理器、智能分类以及企业缺陷历史记录，缩短缺陷

它可以智能地使用现有缺陷模式，然后利用这些模式以及其

周转时间，减少缺陷修复工作, 这也将改善新业务应用的整

他模型，推荐下一个缺陷应当被发送的解决地点。这会降低

体交付速度、提升业务应用性能。

缺陷发送错误的可能性，缩短缺陷整体周转时间，减少缺陷
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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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预测结果
作为 IGNITE Defect Classify 的工作内容，应当对缺陷分
类器的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以便提取出预测的缺陷分类。

http://ieeexplore.ieee.org/
document/7078689/?reload=true

以下是将新缺陷输入到我们的“缺陷类别”分类器中时

[2] Algorithms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 22 (9): 12321240, 2013,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b04b/

的输出结果示例：
[{“defectClass”: “test process”, “accuracy”: 65},

a34d802f4e3f176ad0a8015fccb6ff98addd.pdf

{“defectClass”: “data”, “accuracy”: 16},
{“defectClass”: “environment”, “accuracy”: 11},
{“defectClass”: “requirements”, “accurac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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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IBM，我们会为您
提供更专业的咨询：
1. 免费咨询电话：400-810-1818 转 2396（服务时间：
9:00-17:00）
2. 填写需求，提交至 IBM，我们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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