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０７。

项目来源：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专项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ＣＣＡ００２００）；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３０４８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１１１０１６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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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粗糙集理论的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分析了算法的复杂性，并选择一个典型数

据集进行了缺失数据重建的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但能较为准确地重建缺失数据，在控制噪声引入方面

也有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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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所能收集到的大量信息中，数据往往

是不完全的，即存在缺失数据。在科学研究及生

产管理中，数据缺失是一个普遍问题，表现为关于

某对象的某些属性值无法（或者尚未）得到或因为

噪声而偏离实际等。如由于失访、无响应或回答

问题不合格等原因造成的调查数据缺失问题，监

测电厂运行的各种传感器失常或变量数值超过范

围而导致的数据缺失问题，环境污染监测中的多

维时间序列数据的缺失问题，实验科学研究中的

观测数据缺失等。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

的、随机的实际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

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

数据挖掘的成功与否和适用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数据基础，而数据缺失是数据挖掘中所面临

的一个普遍问题。为了对缺失数据进行处理，先

后提出了不少缺失数据重建方法，如基于统计方

法的相关系数法［１，２］，基于数据挖掘的关联规则

重建算法ＭＶＣ
［３］，基于机器学习和智能计算的最

优近邻搜索法［４］。作为数据预处理的一个重要步

骤，数据重建是为数据挖掘的最终目标服务的，所

以数据重建应该与数据挖掘的目标联系，使之具

有更强的针对性。

分类规则获取是数据挖掘的一个比较活跃的

分支，涉及到决策树和神经网络等一系列算法，它

主要通过提取分类规则、建立分类模型来进行趋

势估计和预测。近年来，Ｐａｗｌａｋ等提出了用粗糙

集（ｒｏｕｇｈｓｅｔ）理论研究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

表达、学习、归纳等问题［５，６］。为了处理分类规则

获取中所遇到的缺失数据，本文利用粗糙集理论

为分析工具，提出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重建方

法，并选择ＵＣＩ中的典型数据集进行缺失数据重

建的实验分析。实验表明，该方法与已有的方法

相比，在准确性与控制噪音方面有比较好的表现。

１　粗糙集的基本理论

在分类规则获取中，含有缺失数据的数据集

可以看成一个不完整的信息知识决策系统，信息

知识决策系统可以表示为［７］：

犛＝＜犝，犆∪犇，犞，犳＞

其中，犝 为对象集合，也称为论域；犆∪犇 是属性

集合，其中犆为条件属性集，犇 为结果属性集；犞

＝∪
狉∈犚
犞狉是属性值的集合，犞狉 表示属性狉∈犆∪犇

的属性值的范围，即属性狉的值域；犳：犝×犆∪犇

→犞 是一个信息函数，它指定犝 中每一个对象的

属性值。

犝／犚 表示按照属性集合犚 上的取值对犝 进

行分类，得到一组等价关系族，二元对犽＝（犝，狉）

构成一个近似空间，给定一个有限的非空集合称

为论域，犚为犝 上的一组等价关系，犚将犝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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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不相交的等价类。设犡 为犝 的子集，犪为犝

中的一个对象，［犪］犚 表示所有与犪不可辨认对象

构成的集合，即由犪决定的等价类。当集合犡 能

表示为基本等价类的并集，则称犡 可以精确定

义；否则通过逼近方式刻画。集合犡关于犚 的下

逼近为：

犚（犡）＝ ｛犪犻狘犪犻∈犝／犚，犪犻犡｝

它表示确定属于犡的集合。

粗糙集理论中，利用决策表来描述论域中的

对象。决策表是一张二维表格，每一行描述了一

个对象，每一列描述对象的一种属性，属性分为条

件属性和决策属性，论域中的对象根据属性值的

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分类。若同一决策类中两个

对象在属性集犚上具有相同的信息，则它们在犚

上是不可区分的，即两个元素之间存在一种等价

关系或不可分辨关系。针对决策表中条件属性含

有缺失数据的问题，引入粗糙集理论［８，９］，直接从

给定问题出发，通过不可分辨关系（等价关系）确

定给定问题的近似域，找出隐含的内在规律，完成

缺失数据重建。

２　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重建步骤

在粗糙集理论的不可分辨关系基础上，缺失

数据重建的基本步骤如下。

１）缺失数据表示。

为了重建数据集中的缺失数据，所有缺失数

据都用符号表示，表示为对应属性的任一个

可能的取值。

２）基于决策属性的对象划分。

按照条件属性子集犚 对论域划分，表示为

犝／犆，在属性集犚 上取值相同的对象划分为一

类，得到分类犪１，犪２，…，犪狊。由于可以表示为它

对应属性的任一个可能的值，那么含有的对象

可能划分到多个分类中。

３）基于决策属性的对象划分。

基于决策属性对数据元组进行划分，表示为

犝／犇，可以得到若干分类，每一个分类中的对象对

应一种决策。记犝／犇 为狅犫犼，犝／犇中的第犻个元

素为狅犫犼
犻，每一个狅犫犼

犻 表示一个分类，并用｜狅犫犼｜

表示所有基于决策属性划分得到分类的数目。

４）利用犚（狅犫犼
犻）逼近得到等价类。

犚为条件属性集，犡 取狅犫犼
犻，１≤犻≤｜狅犫犼

犻
｜，

犚（狅犫犼
犻）＝｛犪犻｜犪犻∈犝／犚，犪犻狅犫犼

犻｝，其中每一个

犪犻∈犚（狅犫犼
犻）本身也是一个集合，它是一个等价

类，表示狅犫犼
犻决策类中根据属性集犚 所无法区分

的对象集合，即根据犚上的取值的信息无法分辨

它们。实际上，犝／犚 得到的等价类犪犻，犪２，…，犪狊

分别代表缺失数据的一种可能取值。对于犪犻瓝

犚（狅犫犼
犻），缺失数据不可能取犪犻 所代表的取值，

否则会产生条件属性值相同而决策值不相同的情

况，因此在犪犻∈犚（狅犫犼
犻）中来考虑取值的情况。

５）缺失数据重建。

依据不可分辨关系，犪犻∈犚（狅犫犼
犻）中的对

象在属性组犚上取值相同，从而完成该等价类中

缺失数据的重建。

在不完全数据集中，首先通过划分决策子属

性得到狅犫犼
犻，再在狅犫犼

犻区域内，通过条件属性子集

犚划分等价类下逼近这一区域，然后在犪犻∈犚

（狅犫犼
犻）中按照对象在犚上取值的原则重建缺失数

据。若含有缺失值的对象出现在多个等价类犪犻

中，犪犻∈犚（狅犫犼
犻），则在包含较多对象的等价类犪犻

中重建缺失值。如图１，首先得到狅犫犼
犻，然后在

狅犫犼
犻中得到等价类犪１、犪２ 等逼近狅犫犼

犻，最后在犪１、

犪２ 中重建缺失数据。图１中等价类含有重叠部

分，若需要重建的缺失数据在重叠部分，则该缺失

数据在含有更多对象的等价类犪犻中重建缺。

图１　等价类逼近

Ｆｉｇ．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ａｍａｔｉｏｎ狅犫犼
犻

３　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

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

是针对数据集中存在缺失数据的问题，以粗糙集

理论为依据，对观察和测量所得数据进行分类，从

中发现推理知识和分辨系统的某些特点、过程、对

象等的算法。

３．１　循环搜索重建算法的思想

通过下逼近犚（狅犫犼
犻）得到等价类犪犻 来重建

缺失数据，条件属性子集合犚 的选择有多种，为

了尽可能完全地重建缺失数据，犚的选择采取属

性数目从少至多的原则，从｜犚｜＝１开始，每选择

一组属性集犚，可以进行一轮重建，然后在重建后

的决策表基础上，选择新的属性集合犚，开始下一

轮的重建，直到所有缺失数据重建完毕或者属性

集全部遍历。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

７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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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算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种邻近元搜

索方法，但一般意义上的邻近元是以几何距离来

区分近似性，而粗糙集方法是建立在一种广义的

距离度量（不可分辨关系）的基础上。

３．２　算法描述

Ｉｎｐｕｔ：含有缺失数据的数据集犛＝＜犝，犆∪

犇，犞，犳＞

Ｏｕｔｐｕｔ：重建后的数据集

Ｂｅｇｉｎ

（１）数据集初始化，得到条件属性数目｜犆｜，

由犝／犇得到｜狅犫犼｜，１≤犻≤｜狅犫犼｜，犻＝１；

（２）任取含犼（犼＝１）个条件属性的属性集合

犚，得到犝／犚；

（３）计算犚（狅犫犼
犻），得到犪犻（犻＝１，２，３，…），

犪犻∈犚（狅犫犼
犻）中，利用等价类中的不可分辨关

系重建缺失数据；

（４）如果数据集补充完毕或者犼＝｜犚｜，算法

结束；

（５）如果犻＞｜狅犫犼｜，则犻＝１；否则犻＝犻＋１，返

回（３）；

（６）如果还有数目为犼的属性组未被搜索

到，返回（２）；否则犼＝犼＋１，返回（２）。

Ｅｎｄ

３．３　算法分析

粗糙集的数据重建中，计算时间主要花费在

扫描数据集，事实上取定犚，计算每个犚（狅犫犼
犻），

１≤犻≤｜狅犫犼
犻
｜，只需扫描一次数据集。设扫描一次

数据集所花费的时间为τ，数据集中共有犿 个条

件属性，则对于｜犚｜＝１的情况，犚 的取值有犆
１
犿

种组合，扫描｜犚｜＝１所有的情况，共花费时间

τ犆
１
犿；扫描完所有｜犚｜＝２，共花费时间τ犆

２
犿。依次

类推完成所有的扫描，花费的时间最多为τ犆
１
犿＋

τ犆
２
犿＋…＋τ犆

犿
犿＝（２

犿－１）τ。情况最好时，只要完

成一次扫描，花费时间为犗（２犿τ）。

４　实　验

实验数据选自 ＵＣＩ的 Ｖｏｔｅ数据集，由Ｊｅｆｆ

Ｓｃｈｌｉｍｍｅｒ在１９８７年提供，出自美国国会的年鉴

季刊，即１９８４年美国参议院的投票数据，共有

４３５条数据，其中有１６个条件属性、一个决策属

性。原数据本身并不存在缺失值，为了验证缺失

数据重建算法的有效性，在数据集的每个条件属

性中随机引入缺失值，所占比例从５％增加到

２０％（以５％为一个增加单位）。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利用粗糙集理论对

数据集中缺失值进行重建，并与文献［５］中的

ＭＶＣ方法进行比较；然后利用重建完毕后的数

据建立决策树模型，再利用此数据检验前面建立

的决策树模型的分类能力，并与文献［３］中的

ＭＶＣ方法进行比较。实验中所用的缺失数据循

环搜索重建算法利用 ＶＢ语言实现，而分类树的

建立和模型检验在ＳＡＳ平台上完成。实验结果

见表１、表２。

表１　数据重建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引入缺失

数据的

比例／％

Ｒｏｕｇｈ集方法

重建完成

率／％

重建正确

率／％

ＭＶＣ

重建完成

率／％

重建正确

率／％

５ １００ ９９ １００ ９９

１０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９８

１５ １００ ９６ １００ ９６．７

２０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９５．５

表２　 数据重建检验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

引入缺失

数据的

比例／％

Ｒｏｕｇｈ集方法

训练错误

率／％

检验错误

率／％

ＭＶＣ

训练错误

率／％

检验错误

率／％

５ ０．９３ ５．５３ １．９ ４．８

１０ １．９３ ４．１５ ２．５ ７．８

１５ ２．７６ ６．１６ ３．２ ９．２

２０ ３．６１ ６．７ ４．１ ８．０

　　作为一种缺失数据重建方法，一方面要考虑

数据重建的完成率和正确率，另一方面也要考虑

引入的噪音。从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基于

Ｒｏｕｇｈ集的缺失数据重建方法在保证完成率和

正确率与 ＭＶＣ相近水平的同时，在噪音控制方

面优于 ＭＶＣ方法。

５　结　语

数据缺失是数据挖掘等数据分析利用过程中

的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数据集中存

在的数据缺失问题，提出了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

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该算法的特点是不需要预

先给定某些特征或属性的数量描述，针对性强，在

准确性与控制噪音方面有较大的优势。本文算法

应用于缺失数据的处理，可提高基于数据库的统

计以及数据库中知识发现的可靠性。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ａｌｃｚａｋＢ，ＭａｓｓａｒｔＤＬ．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ＰａｒｔＩ．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５８（１）：１５～２７

８１０１



　第３０卷第１１期 李订芳等：基于粗糙集的缺失数据循环搜索重建算法

２　ＷａｌｃｚａｋＢ，ＭａｓｓａｒｔＤＬ．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ＰａｒｔＩＩ．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５８（１）：２９～４２

３　ＲａｇｅｌＡ，ＣｒｅｍｉｌｌｅｕｘＢ．ＭＶＣ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Ｍｉｓｓｉｎｇ．Ｋｏｎ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９，１２（５）：２８５～２９１

４　ＨｕａｎｇＸＬ，ＺｈｕＱ Ｍ．ＡＰｓｅｕｄｏ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２，２３（１３）：１６１３～１６２２

５　ＰａｗｌａｋＺ．Ｒｏｕｇｈ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５１（２）：３６９～３８３

６　ＰａｗｌａｋＺ．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９９（１）：４８～５７

７　王国胤．粗糙集理论与知识获取．西安：西安交通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　谢娟英，冯德民．一种基于决策表的分类规则挖掘新

算法．计算机科学，２００３（１０）：６１～６３，７７

９　ＬｉＲＰ，ＷａｎｇＺＯ．Ｍｉｎ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Ｕｓｉｎｇ

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１５７（２）：４３９～４４８

第一作者简介：李订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库、

数据挖掘、粗糙集及其应用。

Ｅｍａｉｌ：ｄｆｌｉ＠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犚狅狌犵犺犛犲狋犅犪狊犲犱犕犻狊狊犻狀犵犇犪狋犪犚狅狋犪狋犻狏犲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犔犐犇犻狀犵犳犪狀犵
１，２
　犣犎犃犖犌犠犲狀

１
　犖犐犝犢犪狀狇犻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ｕｏｊｉａＨｉｌ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ｏ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ｎｏｏｎｌ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ｅｌｌ，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ｇｏｏｄ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ｎｏｉｓ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Ｄｉｎｇｆａ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ｄｆｌｉ＠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珠穆朗玛峰最新海拔高程８８４４．４３ｍ

日前，国家测绘局正式公布了２００５年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获得的最新数据：珠穆朗玛

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８８４４．４３ｍ。参数：珠穆朗玛峰峰顶岩石面高程测量精度±０．２１ｍ；

峰顶冰雪深度３．５０ｍ。这一数据与１９７５年相比，高度降低约３．７ｍ。同时，原１９７５年公布

的珠峰高程数据停止使用。

２００５年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工作经过艰苦的外业实测和周密、精确的内业计算及检

验，获得了珠峰峰顶的高程数据。经专家评审认为，这组数据是迄今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历

次珠峰高程测量中最为详尽、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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