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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序列数据库增长的序列模式增量式挖掘算法ＩＵ＿ＤＢ。该算法将数据库更新后新

产生的频繁序列分为两类分别进行挖掘，挖掘过程中充分利用前次挖掘结果来提高本次挖掘的效率。测试结

果表明，ＩＵ＿ＤＢ算法是正确和完备的，并且当新增数据集较小和支持度阈值较低时，ＩＵ＿ＤＢ算法表现出较好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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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ＴＰ３１１

　　序列模式挖掘是挖掘频繁出现的有序事件或

子序列。在天气预报、自然灾害预测、科学实验分

析等领域的应用也日益重要，目前已成为数据挖

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近年来，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增量式挖掘算法。

ＩＳＭ 算法
［１］将所有的频繁序列与其负边界组成

一个序列网格（频繁序列的负边界是指那些本身

不是频繁序列，但生成的子序列是频繁序列的序

列），适合于垂直数据库，但在处理大型数据库时，

维护负边界将会导致极大的内存消耗。Ｚｈｅｎｇ等

提出的ＩＵＳ算法
［２］为了控制负边界序列所消耗

的内存和时间，定义了一个负边界序列最小支持

度，并采用了扩展前缀和后缀两种产生候选序列

的方法。邹翔等提出的ＦＩＭＳ算法
［３］将新产生的

规则分为两部分。Ｌｉｎ等提出的ＩｎｃＳＰ算法
［４］对

原先不频繁后来变成频繁的模式和新增的模式分

别计算支持度，但它需要生成全部的候选序列模

式，再修剪掉那些不频繁的序列，浪费了空间和时

间资源。Ｃｈｅｎｇ等在ＩｎｃＳｐａｎ算法
［５］中提出了半

频繁模式的概念，通过一个缓冲因子μ得到介于

频繁序列和非频繁序列之间的半频繁序列集

ＳＦＳ，当数据库更新时，只需要维护ＳＦＳ。Ｎｇｕｙｅｎ

等针对ＩｎｃＳｐａｎ算法的不足提出了一个改进算法

ＩｎｃＳｐａｎ
＋ ［６］，修正了ＩｎｃＳｐａｎ在生成频繁模式集

ＦＳ和半频繁模式集ＳＦＳ上的一些错误，但是仍

然具有不完全性。张坤等给出了其不完全性的例

子［７］。

本文提出一种序列模式增量式更新算法ＩＵ＿

ＤＢ来处理数据库更新时序列模式更新的问题。

１　问题定义

定义１　项集（ｉｔｅｍｓｅｔ）是由若干个项（ｉｔｅｍ）

组成的非空集合，记作犻＝｛犻１，犻２，…，犻犿｝，其中犻犼

（犼＝１，２，…，犿）是一个项。序列（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是项

集的一个非空有序集，记作狊＝〈犲１，犲２，…，犲狀〉，其

中，犲犼（犼＝１，２，…，狀）是一个非空项集，也称作序

列的一个元素（ｅｌｅｍｅｎｔ）。序列狊的长度（ｌｅｎｇｔｈ）

是指狊中所有项目的个数，记作犽＝∑
狀

犼＝１
犲犼 ，长度

为犽的序列称为犽序列。

定义２　设有两个序列犪＝〈犪１，犪２，…，犪狆〉，犫

＝〈犫１，犫２，…，犫狇〉，狆≤狇。如果存在整数犻１＜犻２＜

…＜犻狆，使得犪１犫犻１，犪２犫犻２，…，犪狆犫犻狆，则称序

列犪为序列犫的子序列，或称序列犫包含序列犪，

记作犪犫。在一组序列中，如果某序列犪不包含

在其他任何序列中，则称犪是该组中最长序列或

最大序列（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定义３　给定序列数据库ＳＤ，序列狊∈ＳＤ，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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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如果犪狊，则称序列狊支持序列犪。ＳＤ中

支持序列犪的序列数称为犪的支持数，记作ｃｏｕｎｔ

（犪）。ｃｏｕｎｔ（犪）占序列总数的百分比称为犪的支

持度，记作ｓｕｐ（犪），即ｓｕｐ（犪）＝
ｃｏｕｎｔ（犪）

ＳＤ
，其中，

ＳＤ 表示序列数据库中序列的总数。给定支持

度阈值ξ和序列犪，如果ｓｕｐ（犪）≥ξ，则称序列犪

为序列数据库ＳＤ中的一个序列模式（或频繁序

列）。

２　问题分析

设原序列数据库为ＳＤ，新增的数据集为ｓｄ，

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为ＳＤ′，最小支持度阈值

ｓｕｐｍｉｎ保持不变。如图１所示，序列数据库更新有

以下两种情况：① 向序列数据库中插入新序列；

② 在已有序列后追加新序列数据，本文把这两种

情况分别称为Ｉｎｓｅｒｔ和Ａｐｐｅｎｄ
［８１０］。

图１　数据集增加的两种形式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Ｄａｔａｓｅ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处理Ｉｎｓｅｒｔ的情况比较简单，它将用到一个

性质，即ＳＤ′＝ＳＤ∪ｓｄ中的频繁序列必须至少在

ＳＤ或ｓｄ中为频繁序列，或者同时在两者中为频

繁序列，这就与处理增量式关联规则挖掘［１２，１３］的

方法类似，因此，很容易将处理增量式关联规则挖

掘的方法扩展为处理Ｉｎｓｅｒｔ的情况。

处理 Ａｐｐｅｎｄ的情况比Ｉｎｓｅｒｔ的要复杂一

些，这是因为在Ｉｎｓｅｒｔ中使用的性质将不再成立，

在ＳＤ和ｓｄ中均为非频繁的序列，也可能成为

ＳＤ′中的频繁序列。例如，在图２（ａ）所示的序列

数据库中，假设｜ＳＤ｜＝２００，｜ｓｄ｜＝２０，｜ＳＤ′｜＝

２００，ｓｕｐｍｉｎ＝１０％，则ＳＤ中的最小支持数为２０，

ｓｄ中的最小支持数为２，ＳＤ′中的最小支持数为

２０。假设某序列犪在ＳＤ中的支持数为１９，在ｓｄ

中的支持数为１，则在ＳＤ′中序列犪的支持数可能

为１９＋１＝２０，满足最小支持度，成为频繁序列；在

图２（ｂ）中，假设某序列犪１犪２由犪１、犪２两部分组成，

序列犪１犪２在ＳＤ中的支持数为１９，另有１条序列狊

支持犪１但不支持犪１犪２、犪２在ｓｄ中的支持数为１，且

犪１、犪２被ＳＤ′中的同一条序列支持，即犪２在序列狊的

Ａｐｐｅｎｄ部分，则在ＳＤ′中序列犪１犪２的支持数为

１９＋１＝２０，满足最小支持度，成为频繁序列。

图２　序列犪１犪２成为ＳＤ′中的频繁序列

Ｆｉｇ．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犪１犪２ａｓ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ＳＤ′

这就导致了处理 Ａｐｐｅｎｄ情况的复杂性，因

为不能忽略ｓｄ中的非频繁序列。但是即使ｓｄ很

小，其中也会包含指数级数量的非频繁序列，再将

这些非频繁序列与ＳＤ中的序列进行对比将产生

巨大的开销。

在实际数据库更新时，可能会同时包含Ｉｎ

ｓｅｒｔ和Ａｐｐｅｎｄ这两种情况。这时可以将Ｉｎｓｅｒｔ

的情况作为 Ａｐｐｅｎｄ的特例，即插入的新序列可

以看作是在已有的空序列后追加新数据，由于这

些已有的空序列是属于ＳＤ的，所以新增ｓｄ后，

ＳＤ′中的序列数不变，这样就把问题简化为处理

Ａｐｐｅｎｄ的情况。

３　序列模式增量式更新算法犐犝＿犇犅

设ＦＳＳＤ为原序列数据库ＳＤ中频繁序列的集

合，ＦＳ狀为数据库更新所产生的新频繁序列的集

合，ＦＳＳＤ′为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ＳＤ′中的频繁序

列的集合。

现只考虑 Ａｐｐｅｎｄ的情况，由于更新后的序

列数｜ＳＤ′｜和原序列数｜ＳＤ｜相等，又最小支持度

ｍｉｎｓｕｐ保持不变，则对于原序列数据库，最小支

持数 ｍｉｎｃｏｕｎｔ保持不变，频繁序列的集合ＦＳＳＤ

也保持不变。所以，ＦＳＳＤ′＝ＦＳＳＤ∪ＦＳ狀。

定理１　ＦＳ狀中的任意一条频繁序列都至少

包含一个在ｓｄ中出现的项目集。

证明　设序列狊∈ＦＳ狀，则狊在ＳＤ′中的支持

度ｓｕｐＳＤ′（狊）＝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

｜ＳＤ′｜
≥ｓｕｐｍｉｎ。假设狊中任

意一个项目集都不在ｓｄ中出现，则有ｃｏｕｎｔＳＤ′（狊）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又｜ＳＤ′｜＝｜ＳＤ｜，可得ｓｕｐＳＤ（狊）＝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

｜ＳＤ｜
＝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

｜ＳＤ′｜
≥ｓｕｐｍｉｎ，即狊∈ＦＳＳＤ，与狊

∈ＦＳ狀矛盾，所以狊中至少有一个项目集在ｓｄ中

出现。证毕。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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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理１，可以进一步把ＦＳ狀中的序列分为

以下两类：① 序列狊完全在ｓｄ内出现，这类序列

的集合记为ＦＳｓｄ狀 ；② 序列狊由两部分序列连接而

成，前一部分在并且仅在ＳＤ内出现，后一部分在

ｓｄ内出现，这类序列的集合记为ＦＳＳＤｓｄ狀 ，其中在

并且仅在ＳＤ内的部分记为狊ＳＤ，在ｓｄ内的部分记

为狊ｓｄ。

定理２　对于ＦＳ
ＳＤ＿ｓｄ
狀 中任意一条频繁序列，

其在并且仅在ＳＤ内的部分狊ＳＤ必为ＳＤ中的频繁

序列，即狊ＳＤ∈ＦＳＳＤ。

证明　设序列狊∈ＦＳ
ＳＤ＿ｓｄ
狀 ，因为ＦＳＳＤ

＿ｓｄ
狀 ＦＳ狀

ＦＳＳＤ′，所以狊∈ＦＳＳＤ′，则狊在ＳＤ′中的支持度

ｓｕｐＳＤ′（狊）＝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

｜ＳＤ′｜
≥ｓｕｐｍｉｎ。根据Ａｐｒｉｏｒｉ性

质，狊的子序列狊ＳＤ也有狊ＳＤ∈ＦＳＳＤ′，即ｓｕｐＳＤ′（狊ＳＤ）

＝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ＳＤ）

｜ＳＤ′｜
≥ｍｉｎｓｕｐ。又因为狊ＳＤ仅在ＳＤ中

出现，所以ｃｏｕｎｔＳＤ′（狊ＳＤ）＝ｃｏｕｎｔＳＤ（狊ＳＤ），又因为

｜ＳＤ′｜＝｜ＳＤ｜，可得ｓｕｐＳＤ（狊ＳＤ）＝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ＳＤ）

｜ＳＤ｜
＝

ｃｏｕｎｔＳＤ′（狊ＳＤ）

｜ＳＤ′｜
≥ｓｕｐｍｉｎ，即狊ＳＤ∈ＦＳＳＤ。证毕。

根据上述定理及图２中提出的两类情况，本

文提出基于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的增量式更新算法ＩＵ＿

ＤＢ。该算法中，数据库更新后新产生的频繁序列

分为两类，一类完全在新增数据集内出现，另一类

由原频繁序列和在新增数据集中至少出现一次的

序列连接而成，算法对这两类频繁序列分别进行

挖掘，并充分利用原挖掘结果提高挖掘效率。

设已得到原数据库中频繁项目的集合犔１ＳＤ和

频繁序列的集合ＦＳＳＤ，其算法如下。

１）扫描ＳＤ′，得到ＳＤ′中频繁项目的集合

犔１ＳＤ′，以及ｓｄ中出现的所有项目的集合犐ｓｄ，设

犔１ＳＤ′和犐ｓｄ中同时出现的项目的集合为犐
ｓｄ
ＳＤ′；

２）扫描ＳＤ′，去掉不在犐ｓｄＳＤ′中出现的项目，得

到新的数据集ＳＤ′狀；

３）在ＳＤ′狀中采用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进行挖掘，

即得到ＦＳｓｄ狀 ；

４）将ＦＳＳＤ中含有犐ｓｄ内项目的序列去掉，得

到ＦＳＳＤ狀 ；取狊ＳＤ∈ＦＳ
ＳＤ
ｎ ，狊ｓｄ∈ＦＳ

ｓｄ
狀 ，组成一个新的序

列＜ ＜狊ＳＤ＞ ＜狊ｓｄ＞ ＞，所有新序列的集合为

ＣＦＳＤ
＿ｓｄ

狀 。

５）扫描ＳＤ′，去掉ＣＦＳＤ
＿ｓｄ

狀 中不满足最小支持

度阈值的序列，得到ＦＳＳＤ
＿ｓｄ

狀 ；

６）ＦＳＳＤ′＝ＦＳＳＤ∪ＦＳ狀＝ＦＳＳＤ∪ＦＳ
ｓｄ
狀 ∪ＦＳ

ＳＤ＿ｓｄ
狀 ，

若某序列在两个或以上部分的集合中出现，支持

数取最大值。

４　算法举例

序列数据库ＳＤ 如表１所示，最小支持度

ｓｕｐｍｉｎ＝５０％，最小支持数为６×５０％＝３。该支

持度下的频繁序列有ＦＳＳＤ＝ ｛＜犫＞：３，＜犮＞：４，

＜犱＞：４，＜犲＞：３，＜犳＞：５，＜犮犱＞：３，＜犮犳＞：

３，＜犱犳＞：３，＜犲犳＞：３｝，其中的数字表示序列的

支持数。

表１　序列数据库犛犇

Ｔａｂ．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Ｄ

ＩＤ 序列数据

１ ＜（犮），（犱），（犳），（犵犪）＞

２ ＜（犫），（犮），（犱），（犲），（犳），（犺）＞

３ ＜（犱），（犲），（犳），（犻）＞

４ ＜（犫），（犳），（犼）＞

５ ＜（犮），（犲），（犪），（犳）＞

６ ＜（犫），（犮），（犱犽）＞

　　新增数据集ｓｄ如表２所示。

表２　新增数据集狊犱

Ｔａｂ．２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ｄ

ＩＤ 序列数据

３ ＜（犪），（犫），（犺）＞

４ ＜（犱），（犺）＞

６ ＜（犲），（犵）＞

　　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ＳＤ′如表３所示，其中

字体加粗的部分表示追加的序列数据。

表３　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犛犇′

Ｔａｂ．３　Ｕｐｄａｔ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Ｄ′

ＩＤ 序列数据

１ ＜（犮），（犱），（犳），（犵犪）＞

２ ＜（犫），（犮），（犱），（犲），（犳），（犺）＞

３ ＜（犱），（犲），（犳），（犻），（犪），（犫），（犺）＞

４ ＜（犫），（犳），（犼），（犱），（犺）＞

５ ＜（犮），（犲），（犪），（犳）＞

６ ＜（犫），（犮），（犱犽），（犲），（犵）＞

　　算法ＩＵ＿ＤＢ的执行过程如下。

１）对于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ＳＤ′，最小支持

数仍为ｃｏｕｎｔＳＤ′＝６×５０％＝３。扫描ＳＤ′，得到

ＳＤ′中频繁项目的集合犔１ＳＤ′＝｛＜犪＞：３，＜犫＞：

４，＜犮＞：４，＜犱＞：５，＜犲＞：４，＜犳＞：５，＜犺＞：

３｝，同时得到ｓｄ中出现的所有项目的集合犐ｓｄ＝

｛犪，犫，犱，犲，犺，犵｝，则犔１ＳＤ′和犐ｓｄ中同时出现的项目

的集合犐ｓｄＳＤ′＝｛犪，犫，犱，犲，犺｝；

２）扫描ＳＤ′，去掉不在犐ｓｄＳＤ′中出现的项目，得

到新的数据集ＳＤ′狀，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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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新的数据集犛犇′狀

Ｔａｂ．４　Ｎｅｗ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Ｄ′狀

ＩＤ 序列数据

１ ＜（犱），（犪）＞

２ ＜（犫），（犱），（犲），（犺）＞

３ ＜（犱），（犲），（犪），（犫），（犺）＞

４ ＜（犫），（犱），（犺）＞

５ ＜（犲），（犪）＞

６ ＜（犫），（犱），（犲）＞

　　３）在ＳＤ′狀中采用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进行挖掘，

即得到ＦＳｓｄ狀 ＝｛＜犪＞：３，＜犫＞：４，＜犱＞：５，＜犲

＞：４，＜犺＞：３，＜犫犺＞：３，＜犫犱＞：３，＜犱犺＞：３，

＜犱犲＞：３｝；

４）将ＦＳＳＤ中含有犐ｓｄ内项目的序列去掉，得到

ＦＳＳＤ狀 ＝｛＜犮＞：４，＜犳＞：５，＜犮犳＞：３｝；取狊ＳＤ∈

ＦＳＳＤ狀 ，狊ｓｄ∈ＦＳ
ｓｄ
狀，组成一个新的序列＜＜狊ＳＤ＞ ＜狊ｓｄ

＞ ＞，所有新序列的集合为ＣＦ
ＳＤ＿ｓｄ
狀 ＝｛＜犮犪＞，＜犮犫

＞，＜犮犱＞，＜犮犲＞，＜犮犺＞，＜犮犫犺＞，＜犮犫犱＞，＜

犮犱犺＞，＜犮犱犲＞，＜犳犪＞，＜犳犫＞，＜犳犱＞，＜犳犲＞，

＜犳犺＞，＜犳犫犺＞，＜犳犫犱＞，＜犳犱犺＞，＜犳犱犲＞，＜

犮犳犪＞，＜犮犳犫＞，＜犮犳犱＞，＜犮犳犲＞，＜犮犳犺＞，＜犮犳犫犺

＞，＜犮犳犫犱＞，＜犮犳犱犺＞，＜犮犳犱犲＞｝。

５）扫描ＳＤ′，去掉ＣＦＳＤ
＿ｓｄ

狀 中不满足最小支持

度阈值的序列，得到ＦＳＳＤ
＿ｓｄ

狀 ＝｛＜犮犱＞：３，＜犮犲＞：

３，＜犳犺＞：３｝；

６）ＦＳＳＤ′＝ＦＳＳＤ∪ＦＳ
ｓｄ
狀 ∪ＦＳ

ＳＤ＿ｓｄ
狀 ＝｛＜犫＞：３，

＜犮＞：４，＜犱＞：４，＜犲＞：３，＜犳＞：５，＜犮犱＞：３，

＜犮犳＞：３，＜犱犳＞：３，＜犲犳＞：３｝∪｛＜犪＞：３，＜犫

＞：４，＜犱＞：５，＜犲＞：４，＜犺＞：３，＜犫犺＞：３，＜

犫犱＞：３，＜犱犺＞：３，＜犱犲＞：３｝∪｛＜犮犱＞：３，＜犮犲

＞：３，＜犳犺＞：３｝，若某个序列在两个或以上集合

中出现，支持数取最大值，得ＦＳＳＤ′＝｛＜犪＞：３，＜

犫＞：４，＜犮＞：４，＜犱＞：５，＜犲＞：４，＜犳＞：５，＜犺

＞：３，＜犫犺＞：３，＜犫犱＞：３，＜犮犱＞：３，＜犮犲＞：３，

＜犮犳＞：３，＜犱犲＞：３，＜犱犳＞：３，＜犱犺＞：３，＜犲犳

＞：３，＜犳犺＞：３｝。

直接对更新后的序列数据库ＳＤ′采用Ｐｒｅｆｉｘ

Ｓｐａｎ算法挖掘，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证明增量

式更新算法ＩＵ＿ＤＢ是正确和完备的。

５　实　验

为了测试ＩＵ＿ＤＢ算法的性能，本文通过两个

实验进行比较。实验在１Ｇ 的内存、奔腾ＩＶ

２．０Ｇ的ＣＰＵ的计算机上进行，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

ｄｏｗｓＸ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算法利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０５中的ＶｉｓｕａｌＣ＋＋实现。本文实验数据来源

于武汉某 ＧＰＳ信息公司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

１００辆车６个月的 ＧＰＳ轨迹数据。实验序列数

据库中包含８５０００条序列，平均每条序列包含４３

个项集，每个项集包含一个项。

实验１　设最小支持度阈值为５０％，对Ｐｒｅ

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和ＩＵ＿ＤＢ算法的性能进行比较。当

更新后的数据集总量一定时，首先设其中新增的

数据集占１０％，然后逐步增大，选择２０％、３０％、

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和９０％作为测试点。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当新增数据集在数据集总量

中所占比例较小时，ＩＵ＿ＤＢ算法性能明显优于

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若新增数据集在数据集总量中

所占比例较大，则ＩＵ＿ＤＢ算法运行时间趋近于

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

图３　最小支持度阈值为５０％时两种算法性能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５０％

实验２　设新增数据集占更新后总数据集

２０％，对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和ＩＵ＿ＤＢ算法的性能

进行比较。选择支持度阈值２０％、３０％、４０％、

５０％、６０％、７０％和８０％作为测试点。从图４中

可以看出，在所有测试点上ＩＵ＿ＤＢ算法性能均优

于ＰｒｅｆｉｘＳｐａｎ算法，其中当支持度阈值较低时，

ＩＵ＿ＤＢ算法的优势更明显。

图４　新增数据集占２０％时两种算法性能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ｉｔｈ２０％ ＮｅｗＤａｔａ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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