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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度矩阵的犃狆狉犻狅狉犻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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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度矩阵生成频繁项集的Ａｐｒｉｏｒｉ改进算法。通过上三角分块稀疏矩阵的行列性

质和非频繁列之间的约束关系，改进的算法避免了Ａｐｒｉｏｒｉ连接步中大量非频繁候选犽项集的产生及其在剪

枝步中（犽－１）子集的分解和判断。该算法能够有效地压缩搜索空间，降低Ａｐｒｉｏｒｉ连接和剪枝步骤的开销。

关键词：Ａｐｒｉｏｒｉ；关联规则；数据挖掘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关联规则挖掘是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一个

重要研究领域，旨在给定的数据项集中发现项集

间的有趣联系。Ａｇｒａｗａｌ等提出的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

法［１］是关联规则挖掘中最有影响力的算法之一。

然而，对于大型数据库挖掘，这种经典算法的瓶颈

在于产生大量候选项集和重复扫描数据库。国内

外的许多文献研究了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变形，以提

高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效率
［２］。如 Ｈａｓｈ技术

［３］、事务

数据库的压缩［３，４］、划分数据技术［５］、数据选样方

法［６］、动态项集计数方法［７］等。数组、布尔矩阵、

概率［８］和分布式并行计算［９］等方法也运用于提高

原算法的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度矩阵

生成频繁项集的Ａｐｒｉｏｒｉ改进算法。

１　改进的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１．１　基本思想

Ａｐｒｉｏｒｉ使用逐层迭代的方法，由频繁（犽－

１）项集犔犽－１搜索频繁犽项集犔犽。算法基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反单调性质：频繁项集的所有非空子集

都必须是频繁的［２］。

改进的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首先定义了支持度矩阵

犕犽。其中，犽等价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定义的频繁犽

项集犔犽中的犽。犕犽是在每次迭代搜索候选犽项集

犆犽的过程中生成的，犽≥３。当犽＝３时，犕犽为：

犕犽 ＝

０ 犿１２ 犿１３ … 犿１狀

０ 犿２３ 犿２狀

 

０ 犿（狀－１）狀

熿

燀

燄

燅０

（１）

式中，犕犽为狀×狀的上三角矩阵，并令对角线上的

支持度值为０；犿犻犼为犕犽矩阵第犻行第犼列的元素，

其值为｛犘犻，犘犼｝的支持度计数，记为犿犻犼＝ｓｕｐｐｏｒｔ

｛犘犻，犘犼｝。当犽＝３时，犘犻和犘犼为犔１中的项，｛犘犻，

犘犼｝即候选２项集。若定义运算ｃｏｕｎｔ为计算项集

的个数，则当犽＝３时，狀为犔１中项的个数，

狀＝ｃｏｕｎｔ（犔１），犘犻、犘犼∈犔１ （２）

当犽＞３时，犕犽为分块稀疏矩阵，

犕犽 ＝

犿１（狀
１＋１

） … 犿１（狀
１＋狀２

）

０ 犿２（狀
１＋１

） … 犿２（狀
１＋狀２

）

 

犿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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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 … 犿狀
１
（狀
１＋狀２

）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３）

式中，犿犻犼的值仍定义为｛犘犻，犘犼｝的支持度计数，

此时犽＞３，犘犻和犘犼为项集犃∪犅中的元素所代表

的项集，项集犘犻、犘犼中的项按照字典次序排序。

项集犃和犅 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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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犚狋狘犐狋 ＝

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２］犐狋［犽－１］＝

犚狋犐狋［犽－１］，犐狋∈犔犽－１｝ （４）

犅＝｛犐狋［犽－１］狘犐狋＝

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２］犐狋［犽－１］＝

犚狋犐狋［犽－１］，犐狋∈犔犽－１｝ （５）

其中，犐狋［１］代表项集犐狋 的第犐项，以此类推。式

（４）、式（５）可依据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可连接等式的

性质推导出。设犐狋、犐狋′∈犔犽－１，若犐狋、犐狋′可连接，连

接号记为×，则

犐狋×犐狋′ ＝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１］犐狋′［犽－１］＝

　 （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２］犐狋［犽－１］）×

　（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２］犐狋′［犽－１］）＝

　（犚狋犐狋［犽－１］）×（犚狋犐狋′［犽－１］） （６）

式中，

犚狋＝犐狋［１］犐狋［２］…犐狋［犽－２］ （７）

由式（６）、式（７）可得到所定义的项集犃 和犅，并

可知犃中的元素为频繁（犽－２）项集，犅 中的元

素为频繁１项集。当犽＞３时，狀为犃 和犅 的元

素个数总和：

狀＝ｃｏｕｎｔ（犃）＋ｃｏｕｎｔ（犅）＝狀１＋狀２，

犘犻、犘犼∈犃∪犅 （８）

　　由于频繁（犽－２）项集犚狋为项集犃 中的元

素，频繁１项集犐狋［犽－１］和犐狋′［犽－１］为项集犅中

的元素，在式（３）右上角的分块矩阵中，令犘犻＝

犚狋，犘犼＝犐狋［犽－１］，犘犼′＝犐狋′［犽－１］，则犿犻犼＝ｓｕｐ

ｐｏｒｔ｛犘犻，犘犼｝＝ｓｕｐｐｏｒｔ｛犚狋，犐狋［犽－１］｝，犿犻犼′＝

ｓｕｐｐｏｒｔ｛犘犻，犘犼′｝＝ｓｕｐｐｏｒｔ｛犚狋，犐狋′［犽－１］｝，可

以得出，（犚狋犐狋［犽－１］）与（犚狋犐狋′［犽－１］）位于支持

度矩阵中的同一行。根据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反单调性

质，如果一项集的子集不是频繁的，则该项集也不

是频繁的，因此，如果（犘犼，犘犼′）值对属于非频繁

列，则（犚犐狋［犽－１］犐狋′［犽－１］）也不是频繁的，不包

含在犆犽中，这样就可以直接压缩矩阵列维度上的

扫描，同时使矩阵连接在生成候选犽项集之前就

排除了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很大部分非频繁的自连接

结果项集及其剪枝过程。频繁（犽－２）项集与两

个频繁１项集的矩阵连接所生成的候选犽项集，

比原算法的连接产生的集合更小。

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相比较，Ａｐｒｉｏｒｉ是先执行

犔犽－１的自连接，需要逐个判断任意两个犔犽－１元素

是否是可连接的，然后对犆犽的每个项集分解为（犽

－１）子集，判断每个项集对应的（犽－１）子集是

否是频繁的。而支持度矩阵的改进算法将Ａｐｒｉ

ｏｒｉ的连接和剪枝两个步骤融合为直接由支持度

矩阵的逐层构建和迭代来产生频繁犽项集。由

于式（６）中的（犚狋犐狋［犽－１］）×（犚狋犐狋′［犽－１］）是

根据Ａｐｒｉｏｒｉ的可连接性质推导出的，并且前面

已得出，（犚狋犐狋［犽－１］）与（犚狋犐狋′［犽－１］）位于支持

度矩阵中的同一行，因此，同一行的矩阵连接（犚

犐狋［犽－１］犐狋′［犽－１］）实现了Ａｐｒｉｏｒｉ频繁（犽－１）

项集的自连接功能。同时，由于上三角分块稀疏

矩阵的性质和非频繁列之间的约束，大量非频繁候

选犽项集没有产生，因此不需要进行Ａｐｒｉｏｒｉ的剪

枝步骤，而是在矩阵连接的过程中直接计算支持

度矩阵中的元素值以及支持度矩阵的逐层迭代。

１．２　步骤描述

改进的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步骤描述如下：

１）由于数据库中的每个事务都是候选１项

集犆１的元素，扫描数据库，统计犆１中各项的支持

度计数。

２）定义最小支持度计数为 ｍ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删

除犆１中支持度计数小于 ｍ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的项集，得

到频繁１项集犔１。

３）定义一个 Ｈａｓｈ结构，存放非频繁列之间

的关系。

４）犽＝３时，用犔１的元素构建支持度矩阵

犕犽；犽＞３时，用步骤６）描述的方式构建支持度矩

阵犕犽。以行扫描方式依次计算犿犻犼（１≤犻＜犼）。

若犿犻犼≥ｍ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则犿犻犼直接放入犕犽中；若

犿犻犼＜ｍ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则令犿犻犼＝０，同时把列犻和列

犼的非频繁列关系记录到 Ｈａｓｈ结构中。非频繁

列关系只需记录一次，具体做法是：如果第犻行（犻

＞１）中含有至少一个小于 ｍ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的元素，

则在 Ｈａｓｈ结构中创建关键字犘犻，值为对应的犘犼

序列。

５）从第犻行开始（犻的初值为１，每次迭代递

增１），若第犻行的非零元素小于２，则跳过此行，

继续第（犻＋１）行。选取第犻行第一个非零元素

犿犻犼（当犽＝３时，２≤犼≤狀－１；当犽＞３时，狀１＋１≤犼

≤狀１＋狀２－１），如果犼对应的犘犼不是 Ｈａｓｈ中的

关键字，则将犿犻犼与该行中非零的犿犻犼′（犼＜犼′）的连

接结果（指对应的｛犘犻，犘犼｝和｛犘犻，犘犼′｝的连接结

果）添加到犆犽中。如果犼对应的犘犼是 Ｈａｓｈ中的

关键字，则跳过犘犼关键字对应的值序列所代表的

列，将犿犻犼与该行中非零的犿犻犼′（犼＜犼′）的连接结果

添加到犆犽中。当犻≤狋（当犽＝３时，狋＝狀－２；当犽

＞３时，狋＝狀１），继续第（犻＋１）行；否则，列出犆犽。

如果犆犽不为空，继续步骤６）；否则，犕犽中所有非

零的犿犻犼对应的｛犘犻，犘犼｝即为频繁（犽－１）项集

犔犽－１，停止迭代，输出结果。

６）当犽＞３，由式（４）、式（５）可得到项集犃和

７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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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由式（８）可得到狀１和狀２。用犃∪犅的元素构建

式（３）中的犕犽，只计算式（３）中非零的分块矩阵。

如果式（４）、式（５）中犚狋的任一元素不小于犅中的

元素，令犿犻犼＝０，转到步骤４）、步骤５）进行迭代。

２　实例分析

２．１　改进算法示例说明

本文采用文献［２］中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所使用的

Ａ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事务数据库（见表１），图１用图解

方式说明了改进的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流程。

表１　犃犾犾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某分店的事务数据
［２］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Ａ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Ｂｒａｎｃｈ
［２］

ＴＩＤ 项ＩＤ的列表 ＴＩＤ 项ＩＤ的列表

Ｔ１００ 犐１，犐２，犐５ Ｔ６００ 犐２，犐３

Ｔ２００ 犐２，犐４ Ｔ７００ 犐１，犐３

Ｔ３００ 犐２，犐３ Ｔ８００ 犐１，犐２，犐３，犐５

Ｔ４００ 犐１，犐２，犐４ Ｔ９００ 犐１，犐２，犐３

Ｔ５００ 犐１，犐３

图１　改进算法示例说明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的数据来源为经典的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数据集，该数据集中有８１２４条记录，连同类

别一共有２３个属性，１２７种取值。其中第１１个

属性有２４８０个空值。试验采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

据库，在ＪＢｕｉｌｄｅｒ环境下运行算法的程序。图

２（ａ）使用全部数据（８１２４条记录，２３个属性）分

别比较了不同支持度下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和改进算法

的性能。在支持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于犽值较小，

迭代次数较少，因而两种算法的运行时间都很短，

然而改进算法的运行时间仍然能够稳定地小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随着支持度的降低，两种算法的效

率差距加大。在支持度计数为１０００（支持度约

１２．５％）时，改进算法的运行时间约减少到原算法

的一半。图２（ｂ）使用全部２３个属性，在一定支持

度（支持度为２０％）的条件下，分别比较了不同记

录数下两种算法的性能。随着记录量的不断增

加，改进算法的性能明显优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图

２（ｃ）使用全部８１２４条记录，在支持度为１５％的

条件下，比较了不同属性个数下两种算法的开销。

三个试验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改进算法的效率高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而且随着犽值、记录数和属性数的

增加，改进算法的优越性越来越显著。

图２　不同条件下两种算法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

８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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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针对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产生大量候选集的不

足，提出了一种利用支持度矩阵搜索频繁项集的

思想。改进的算法把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中的犔犽－１的自

连接转换成频繁（犽－２）项集与两个频繁１项集

的矩阵连接。利用上三角分块稀疏矩阵的行列性

质和非频繁列之间的约束关系，大大减少了矩阵

列维度上的运算，避免了连接步中大量非频繁候

选犽项集的产生及其在剪枝步中（犽－１）子集的

分解和判断。试验表明，对于大型数据库和长模

式的关联规则挖掘，改进的算法有效地压缩了搜

索空间，提高了频繁项集的生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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