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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带确定性决策项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理论和实验分析表明，该算法与传统的关联规则挖掘

算法相比，具有高效率。在实际中应用该挖掘算法，可以得到有意义的知识模式，为生化企业优化生产环境提

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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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物化工生产过程复杂，产生的数据量

大，且数据具有高维、交互、不确定、不完备、不一

致及多时态性等特点，如何从杂乱无章的数据中

获取有用的知识，如生产环境因子优化、生产过程

的发展趋势预测等，是大多数生化企业面临的一

个共同难题。

面对海量的数据资源，如何从中发现潜在的

有用模式或知识，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的一个重

要领域———从数据库中发现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ＫＤＤ）。数据挖掘是ＫＤＤ

中的一个步骤，是指利用某些特定的知识发现算

法，从数据库中提取感兴趣的模式［１，２］。在数据

挖掘中，关联规则是最早被人们注意并引入商业

应用的研究领域之一。关联规则反映了数据中不

同数据项间的关联性，通过挖掘关联规则，可以

分析和理解数据库中不同数据项间的关联关

系［３，４］。针对生化企业中所积累的生产数据，可

以利用数据挖掘及关联规则挖掘方法来进行生物

化工生产环境优化［５，６］。

经典的关联规则算法，在运算过程中可能会

产生大量的候选项目集，使得算法的效率很低。

对候选数据项集的生成进行有效的剪枝控制是提

高关联规则挖掘效率的主要方法，本文提出的算

法即是基于对非决策数据项的剪枝来过滤无效候

选项目集的生成。

１　关联规则及确定性决策项

关联规则挖掘数学模型的描述见参考文献

［７，８］。例如，采用微生物（黑曲霉）发酵法生产柠

檬酸时，可能产生这样的规则：如果“ｐＨ 值在稍

偏酸性条件下（４．２～５．６）”并且“温度控制在稍低

条件下（３７．０～３７．２℃）”并且“黑曲霉接种浓度

为中等水平（５８０００～６８０００个／ｍｌ）”时，则具有

高的柠檬酸发酵转化率。该规则可以表示成：ｐＨ

（稍偏酸）∧Ｔｅｍｐ（稍低）∧Ｃｏｎｔ（中等）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高）。

此处，数据项犐＝｛ｐＨ（稍偏酸），Ｔｅｍｐ（稍

低），Ｃｏｎｔ（中等），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高）｝。其中，ｐＨ、

Ｔｅｍｐ、Ｃｏｎ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分别表示ｐＨ 值、温度、

黑曲霉接种浓度、柠檬酸发酵转化率等４个数据

项，其中前３个是规则的条件（条件项集），后一个

是规则的结果，符号∧表示“并且”。

当且仅当现有的样本数据集（即事务集犜）中

至少有狊％的样本同时具有＂ｐＨ＝稍偏酸∧Ｔｅｍｐ

＝稍低∧Ｃｏｎｔ＝中等∧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高＂特征时，

称以上规则为频繁规则（支持度＝狊％）。当且仅

当同时满足条件“在现有的样本集满足最小支持

度特征（即支持度＝狊％）”和“在‘ｐＨ ＝稍偏酸∧

Ｔｅｍｐ＝稍低∧Ｃｏｎｔ＝中等’的样本集中至少有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９月

犮％的样本具有‘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高’”时，称以上规

则为强规则（支持度＝狊％，置信度＝犮％）。

本文提出的确定性决策项是指在有意义的关

联规则的条件项集或结果项集中包含了一个或多

个确定的数据项。例如，对于采用微生物发酵法

生产柠檬酸这样的生物化工生产，人们感兴趣的

仅是那些由若干个条件数据项和特定的结果数据

项组成的规则，如“柠檬酸发酵转化率高”或柠檬

酸的“总酸量高”是柠檬酸生产中的两个结果数据

项（决策项），所有的不包含这两个决策项的规则

都是人们所不感兴趣的，因而在设计关联规则算

法时，可以对所有包含了非确定性决策项的规则

进行剪枝，以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

２　算法分析与实现

关联规则的挖掘一般包括两个步骤：① 找出

支持度大于给定值的频繁数据项集。② 用频繁

数据项集挖掘出强关联规则。经典的关联规则采

掘算法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基本思想为：首先通过扫

描数据库产生一个大的候选数据项集，并计算每

个候选数据项发生的次数，基于预先给定的最小

支持度生成一维数据项集犔１，然后基于犔１和数据

库中的数据产生二维数据项集犔２；用同样的方

法，直到生成犖 维数据项集犔犖，其中已不再可能

生成满足最小支持度的 犖＋１维数据项集。这

样，依次产生了数据项集｛犔１，犔２，…，犔犖｝。最后，

从数据项集中产生强规则。对于包含有决策目标

项目集的应用，可以首先求得所有的频繁数据项

集，然后把包含了决策目标项目集的频繁数据项

集提取出来，即是所需要的结果。本文对Ａｐｒｉｏｒｉ

进行扩展，实现有确定性决策目标的数据项条件

下关联规则的发现，该算法会过滤所有不包含决

策目标项目集的项目集，提高算法效率。假设在

项目集犐中包含有狀个数据项，其中确定性决策

项有犿个，求频繁项目集的具体步骤为：① 若犿

＞１，则将犿个确定性决策项合并为一个决策项。

例如，在一个项目集中包含了“高转化率”、“高总

酸量”两个决策项，可以把这两个决策项合并为

“高转化率且高总酸量”一个决策项犣；然后，计算

犣的支持度，若支持度小于给定阈值，则说明无法

找到频繁项目集，算法结束。② 计算除犣以外的

所有一维频繁数据项集犔１（由步骤①可知，目标

决策项犣已经是频繁项目集了）。由犔犽－１（犽≥２）

频繁项目集，通过自连接形成包含有项目犣的犔犽

频繁项目集，直到犔犽＝或犽＝狀为止。

此算法实现了由低频项目集生成高候选项集

的高效剪枝，使得每一个候选项目集较采用传统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相比，数量上得到很大程度的降低，

且生成的频繁项目集都为包括决策目标项在内的

感兴趣的项目集，最终可得到有效的关联规则。

３　应用实例

３．１　应用分析

本文提出的具有确定性决策项特征的关联规

则挖掘，在生物化工生产领域有着非常典型的应

用。该类应用的共同特点是有一个或多个优化控

制目标（即包括多个决策项的合并决策项），而影

响该决策项（或合并决策项）的因素非常复杂。同

时，大多数生产工艺都具有控制系统和数据库系

统，能够在控制室内完成对生产流程的控制，并能

观察采集到生产过程的大部分环境数据。本文以

笔者开发的“生化企业数据分析与知识挖掘系统”

分析发酵法生产柠檬酸为例来具体阐述。

生化企业用发酵法生产柠檬酸时，有一系列

的因素（环境条件）影响着生产的结果，例如，发酵

过程中的冻存管类型、溶氧率（ＯＤ）、ｌｙｓ值、培养

基及ＡＮ值等，而评价环境条件的优劣可以通过

若干个决策指标（决策项）来定量表示，如可通过

柠檬酸转化率、总酸量等数据项的高低来评价，因

此，这个应用可以转化为从现有的生产数据中，挖

掘出在何种情况可以有高的柠檬酸转化率及总酸

量问题。本文选择了柠檬酸发酵过程中的５个环

境因子和２个决策因子（见图１（ａ））。

首先，从整个历史生产数据集中随机挑选了

一定比例的样本数据（交易数据集），共得到１００５

条记录，并提取以上７个因子进行分析，形成了

１００５×７个二维表。将决策因子中的柠檬酸转

化率及总酸量按实际值划分为“高”、“低”两个概

念级别，得到４个决策数据项，将高转化率和高总

酸量两个决策项进行合并，得到一个单一决策项

犣［柠檬酸转化率高（≥５４．３％）且总酸量高（≥

３７．６）］。对于生产环境因子，如果为连续数值型

（如ＯＤ值、ｌｙｓ值、ＡＮ值），需要对其离散化。根

据各连续值类型因子实际值的差异，采用基于熵

的离散化方法［９］，对各连续值进行概念化，例如，

将ＯＤ概念化为高区（≥０．８２）和较高区（＜０．８２）

两个类型，这样，该因子将形成２个数据项ＯＤ＿０

和ＯＤ＿１。同样，其他连续属性也分裂为两至多

个数据项。对于本身为非连续性数值的环境因

子，将根据实际类别多少将因子分解为多个数据

６２１１



　第３５卷第９期 周永生等：带确定性决策项的关联规则挖掘及其在生物化工生产中的应用

项，例如，冻存管被分解为３种类型（分别表示为

２４、３０、５），培养基也被分解为６个数据项。最后，

将５个环境条件因子和决策因子转化为包括了

１５个条件数据项和４个决策数据项的交易型数

据集（见图１（ｂ）），一般情况下，此类应用的单个

因子都可能分解成多个数据项，因而整体上将出

现大量的数据项，可以按照提出的算法，提取出包

含决策项犣［柠檬酸转化率高（≥５４．３％）且总酸

量高（≥３７．６）］的强关联规则。本文将两个原始

决策项总酸＿１（表示高总酸量）和转化率＿１（表示

高转化率）进行了合并（见图１（ｃ）），同时设置最

小支持度为０．２，最小信任度为０．６，进而生成在

何种情况下可以形成优化的柠檬酸生产条件（见

图１（ｄ））。例如，其中的一个强规则为 ＯＤ＿１＝

１＋ｌｙｓ＿０＝１＋培养基＿１＝１决策项（支持度＝

０．２９，信任度＝０．６７），则可以解释为发酵法生产

柠檬酸时，ＯＤ＿１（即 ＯＤ≥０．８２）、ｌｙｓ＿０（即ｌｙｓ＜

０．８２）、培养基＿１（即ＮＳ玉１．１糖蜜１．６）有利于得

到高转化率和高总酸量，这个结果与实际生产结果

非常吻合，即高的溶氧率（ＯＤ）、低的ｌｙｓ及培养基

为“ＮＳ玉１．１糖蜜１．６”的条件，是发酵法生产柠檬

酸的优化环境，对柠檬酸的发酵产率和质量非常有

利。后期的实验室对比实验也验证了此结论。

图１　实验数据预处理与关联规则挖掘过程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ｅｐｓ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Ｍｉｎｉｎｇ

３．２　结果比较

在奔Ⅳ单核ＣＰＵ（１５００ＭＨｚ）、内存５２０Ｍ

的机器上，比较了在考虑了确定性决策项后本文

算法和经典 Ａｐｒｏｉｒｉ方法的执行效果（见图２）。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两种方法执行的差异，由于

单一决策项比合并决策项（如转化率＿１＋总酸量＿

１）能产生更多的强关联规则，仅选择单一的高总

转化率（即转化率＿１）作为决策项。图２（ａ）中测

试支持度在５％～２５％之间变化时，在同样的支

持度阈值下，本文算法执行所需要的时间降低了

一半以上。在支持度设置为２５％的条件下，

图２（ｂ）显示了不同项数下的频繁项目集的数目

变化，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由于将确定性决

策项作为算法剪枝的条件，除１频繁项目集外，

后续项目集数都显著小于经典 Ａｐｒｏｉｒｉ方法。这

是由于经典Ａｐｒｏｉｒｉ算法产生了大量的无关的频

繁项目集，特别是项数较小时（２～５）更为显著。

例如，经典 Ａｐｒｏｉｒｉ产生了７６条４频繁项目集，

而本文算法仅产生１４条４频繁项目集，这些频繁

项目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不感兴趣的，但经典

Ａｐｒｏｉｒｉ没有进行有效的剪枝，进而在整个计算过

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无效规则，这也验证了为什么

经典Ａｐｒｏｉｒｉ执行时间要远比本文算法长。对其

他的单一决策项（如总酸量＿１）或合并决策项（如

转化率＿１＋总酸量＿１）进行测试，也可以得到类似

的结果。

图２　确定性决策项下本文算法与经典Ａｐｒｏｉｒｉ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Ａｐｒｏｉ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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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带确定性决策项的关联规则挖掘

算法，并将其应用于生化企业生产数据分析。由

于在关联规则挖掘过程中由低频项集生成高频项

集进行了有效的剪枝，使得算法不会产生无效频

繁项目集，因而算法的效率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在

解决具有多条件项和决策项的应用中优势更为突

出。本文以实际应用为例，给出了带确定性数据

项的关联规则挖掘的实现，并与传统方法进行了

比较，表明前者具有更高的效率。鉴于该类应用

为很多工业生产上的一个共性问题，后续研究可

以进一步加强软件产品的开发，实现数据预处理、

数据分析与挖掘等过程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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