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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犛犘犃的多数据流同异反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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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分析多数据流变化趋势的新方法。该方法引入集对分析思想，使用峰值数据进行分析，计

算简单、数据量小。实验表明，峰值的变化趋势较能真实地反映数据流的变化趋势；同时，本方法对解决样本

点个数不一致的问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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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据流挖掘分析是流数据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多数据流聚类［１２］、模

式发现［３］以及相关性分析［４６］等。多数据流挖掘

分析大部分其本质上研究的是流与流之间的关

系。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涉及积差相关系数［４７］，基

于积差相关系数的分析计算复杂、运算量大，而且

要求样本点个数一致。

集对分析（ｓｅｔｐａｉ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是我国学

者赵克勤２０世纪末提出的一种全新系统数学理

论［８］，已在决策支持［９］、信用评估［１０］、图像检

索［１１］、网格计算［１２］、数学［１３］、数据挖掘［１４］、生

态［１５］等多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１　流、峰值及窗口

定义１　（流的形式化定义）　数据流ＤＳ定

义为有序序列（犈１，犈２，…，犈狀），其中狀为数据流

的元素个数，犈犻为ＤＳ中第犻个元素（犻＝１，２，…，

狀）；犈犻定义为有序对＜犜犻，犞犻＞，犜犻为犈犻到达时

刻，犞犻为犈犻对应的描述值。数据流ＤＳ表示为：

ＤＳ＝

（＜犜１，犞１ ＞，＜犜２，犞２ ＞，…，＜犜狀，犞狀 ＞）

式中，ＤＳ中第犻个元素犈犻对应的描述值犞犻可以

是多维的，各维的数据类型可以不同，本文仅考虑

单维数值型。

定义２　（峰值）　设数据流犇犛＝（＜犜１，犞１

＞，＜犜２，犞２＞，…，＜犜狀，犞狀＞），对&犻（犻＝２，３，

…，狀－１），若有：

（犞犻－犞犻－１）（犞犻＋１－犞犻）＜０ （１）

则称犞犻为ＤＳ的一个峰值，而犈犻＝＜犜犻，犞犻＞称

为峰值点，记为：犘犻＝＜犜犻，犞犻＞，而用犘犻→犜犻和

犘犻→犞犻分别表示该点的犜犻值和犞犻值。特别地，规

定犞１和犞狀也为峰值，而犘１＝犈１＝＜犜１，犞１＞和

犘狀＝犈狀＝＜犜狀，犞狀＞也为峰值点。

定义３　（峰值窗口）　设犘犻＝＜犜犻，犞犻＞和

犘犼＝＜犜犼，犞犼＞为数据流ＤＳ中的两个峰值点（犜犻

＜犜犼），若对&犜犽，当犜犻＜犜犽＜犜犼时，ＤＳ中的点

犈犽＝＜犜犽，犞犽＞皆不是峰值点，则称分别以时间

犜和值犞 为横纵坐标轴的二维平面上介于犜犻和

犜犼之间的部分为一个峰值窗口，记为犘犠犻，犼。而

犜犼－犜犻称为该峰值窗口宽度（或窗口大小），记为

‖ＰＷ犻，犼‖。

定义４　（最大峰值窗口和最小峰值窗口）　

设犠ｍａｘ和犠ｍｉｎ为数据流的峰值窗口，若‖犠ｍａｘ‖

为所有峰值窗口宽度最大值，‖犠ｍｉｎ‖为所有峰

值窗口宽度最小值，则称犠ｍａｘ和犠ｍｉｎ分别为最大

峰值窗口和最小峰值窗口。

定义５　（基本窗口）　用于观察峰值变化情

况的宽度恒定的最小窗口单位称为基本窗口，在

以时间犜和值犞 为横纵坐标轴的二维平面上，用

介于狊和犲之间的部分来表示，其中，狊和犲取犜

中之值，且狊＜犲。将基本窗口记为ＢＷ狊，犲。

‖ＢＷ狊，犲‖取值根据实情况而定，但是要求

‖犠ｍｉｎ‖＜‖犅犠狊，犲‖＜‖犠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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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６　（观察窗口）用于分析数据流整体变

化情况的窗口单位称为观察窗口，记为犗犠，左边

界记为犜犗犠＿犔，右边界记为犜犗犠＿犚。

定义７　（左邻峰值点和右邻峰值点）　假设

犘犻＝＜犜犻，犞犻＞为数据流 ＤＳ＝（＜犜１，犞１＞，＜

犜２，犞２＞，…，＜犜狀，犞狀＞）中一个峰值点，犅犠狊，犲为

一基本窗口，若满足：

狊－犜犻＝ｍｉｎ｛狊－犜犽狘＜犜犽，犞犽 ＞ 为ＤＳ中峰值点，

且犜犽 ≤狊，犽'犣＋｝

则称峰值点犘犻为数据流ＤＳ中相对于基本窗口

ＢＷ狊，犲的左邻近峰值点，简称左邻峰值点，记为

ＬＰ狊，犲。同理，若有：

犜犻－犲＝ｍｉｎ｛犜犽$犲｜＜犜犽，犞犽＞为ＤＳ中峰值点，

且犜犽≥犲，犽'犣＋｝

则称峰值点犘犻为数据流ＤＳ中相对于基本窗口

ＢＷ狊，犲的右邻近峰值点，简称右邻峰值点，记为

ＲＰ狊，犲。

定义８　（基本窗口内峰值点子序列）　设第

狌'犣＋条数据流表示为 ＤＳ狌＝（＜犜狌１，犞狌１＞，＜

犜狌２，犞狌２＞，…，＜犜狌狀，犞狌狀＞），在基本窗口ＢＷ狊，犲

内，若ＤＳ狌的子序列：

ＰＳ狌 ＝ （＜犜狌犓１，犞狌犓１ ＞，＜犜狌犓２，犞狌犓２ ＞，

…，＜犜狌犓犿，犞狌犓犿 ＞，），

犓犻'犣
＋（犻＝１，２，…，犿），犿 '犣＋，同时满足以下３

式：

１）ＰＳ狌为峰值点序列；

２）狊与犜狌犓１，犜狌犓１与犜狌犓２，…，犜狌犓犿与犲均构

成峰值窗口；

３）狊＜犜狌犓１＜犜狌犓２＜…＜犜狌犓犿＜犲。

则称ＰＳ狌为数据流ＤＳ狌在基本窗口ＢＷ狊，犲内的峰

值点子序列。ＰＳ狌中元素个数称为峰值点子序列

长度，记为｜ＰＳ狌｜。

定理１　ＰＷ犻，犼为数据流 ＤＳ的任一峰值窗

口，其边界点分别为犘犻＝＜犜犻，犞犻＞和犘犼＝＜

犜犼，犞犼＞，设ＤＳ在ＰＷ犻，犼内的所有点构成的子序

列为犛＝（＜犜犽１，犞犽１＞，＜犜犽２，犞犽２＞，…，＜犜犽狌，

犞犽狌＞）(ＤＳ，且犜犻＝犜犽１＜犜犽２＜)＜犜犽狌＝犜犼，

则对
&犜犽狓，&犜犽狔，当犜犽狓＜犜犽狔时（狓＝１，２，…，狌；

狔＝１，２，…，狌）有：

（犞犼－犞犻） （犞犽狔$犞犽狓）≥０ （２）

　　证　设犛的元素个数表示为｜犛｜，显然｜犛｜≥

２时，有：

１）当｜犛｜＝２时，显然犞犻＝犞犽狓且犞犼＝犞犽狔，

则：

式（３）左端 ＝ （犞犼－犞犻）
２
≥０；

　　２）当｜犛｜＞２时，任取犛中依次相邻３个点

犘犿１＝＜犜犿１，犞犿１＞，犘犿２＝＜犜犿２，犞犿２＞，犘犿３＝

＜犜犿３，犞犿３＞，令：

Δ犞 ＝ （犞犿２－犞犿１） （犞犿３－犞犿２）

Δ犞 分两种情况：

ｉ）Δ犞＜０，由式（２）知，犘犿２为峰值点，此时违

背了定义３，故Δ犞＜０不成立；

ｉｉ）Δ犞≥０，则犞犿２－犞犿１和犞犿３－犞犿２同大于

等于０或同小于等于０，不妨设：

犞犿２－犞犿１ ≥０且犞犿３－犞犿２ ≥０

则有犞犿１≤犞犿２≤犞犿３，由犘犿１、犘犿２和犘犿３选取的

任意性，依次可推得：

犞犻＝犞犽１ ≤犞犽２ ≤ …… ≤犞犽狌＝犞犼

对
&犜犽狓，&犜犽狔，当犜犽狓＜犜犽狔时（狓，狔＝１，２，…，狌）

有：

（犞犼－犞犻） （犞犽狔$犞犽狓）≥０

同理，当犞犿２－犞犿１≤０且犞犿３－犞犿２≤０时上式

成立。

综上可知式（２）成立。证毕。

该定理说明，两相邻峰值点的变化方向也就

是该峰值窗口内所有数据流点的变化方向。

２　同异反、同异反矩阵及势矩阵

并不是任意给定两个集合就可构成集对及相

应联系度表达式，其实“２个集合的联系度狌是研

究对象犎 在指定问题背景犠 意义下某个分析过

程犜 的函数，即狌＝犳（犎，犠，犜）”
［８］。因此，如何

根据具体情况定义同、异、反及确定同异反联系度

表达式是集对分析的关键。本文根据同一基本窗

口内两数据流峰值点子序列长度的关系来定义

同、异、反。

２．１　同异反定义

定义９　（异）　两数据流ＤＳ狓和ＤＳ狔在同一

基本窗口ＢＷ狊，犲内的峰值点子序列分别为ＰＳ狓和

ＰＳ狔，若下式之一成立：

１）｜ＰＳ狓｜≥２；

２）｜ＰＳ狔｜≥２

则称ＤＳ狓和ＤＳ狔在ＢＷ狊，犲内具有异关系，简称异。

定义１０　（同）　两数据流ＤＳ狓和ＤＳ狔在同一

基本窗口ＢＷ狊，犲内的峰值点子序列分别为ＰＳ狓和

ＰＳ狔。ＬＰ
狓
狊，犲＝＜犜狓犻，犞狓犻＞和ＲＰ

狓
狊，犲＝＜犜狓犼，犞狓犼＞

分别为ＤＳ狓相对于ＢＷ狊，犲的左邻和右邻峰值点；

ＬＰ狔狊，犲＝＜犜狔犽，犞狔犽＞和ＲＰ
狔
狊，犲＝＜犜狔犾，犞狔犾＞分别为

ＤＳ狔相对于ＢＷ狊，犲的左邻和右邻峰值点，若下式之

一成立：

１）｜ＰＳ狓｜＝０，｜ＰＳ狔｜＝０，且（犞狓犼－犞狓犻）（犞狔犾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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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狔犽）＞０；

２）｜ＰＳ狓｜＝０，｜ＰＳ狔｜＝１，且（犞狓犼－犞狓犻）犞狔

＞０；

３）｜ＰＳ狓｜＝１，｜ＰＳ狔｜＝０，且犞狓（犞狔犾－犞狔犽）

＞０；

４）｜ＰＳ狓｜＝１，｜ＰＳ狔｜＝１，且犞狓犞狔＞０

则称ＤＳ狓和ＤＳ狔在ＢＷ狊，犲内具有同关系，简称同。

式中，

犞狓 ＝ｍａｘ（犞狓犳 －犞狓犻，犞狓犼－犞狓犳）

犞狔 ＝ｍａｘ（犞狔犳 －犞狔犽，犞狔犾－犞狔犳
｛ ）

其中，犞狓犳为子序列ＰＳ狓中的峰值点犘狓犳＝＜犜狓犳，

犞狓犳＞的峰值，犞狔犳为子序列ＰＳ狔中的峰值点犘狔犳＝

＜犜狔犳，犞狔犳＞的峰值。显然，根据定义８可知，当

｜ＰＳ狓｜＝１时，犘狓犳存在且唯一；同理，当｜ＰＳ狔｜＝１

时，犘狔犳存在且唯一。

定义１１　（反）　若定义１０的方程变为：

１）｜ＰＳ狓｜＝０，｜ＰＳ狔｜＝０，且（犞狓犼－犞狓犻）（犞狔犾

－犞狔犽）≤０；

２）｜ＰＳ狓｜＝０，｜ＰＳ狔｜＝１，且（犞狓犼－犞狓犻）犞狔

≤０；

３）｜ＰＳ狓｜＝１，｜ＰＳ狔｜＝０，且犞狓（犞狔犾－犞狔犽）

≤０；

４）｜ＰＳ狓｜＝１，｜ＰＳ狔｜＝１，且犞狓犞狔≤０

当上式之一成立时，则称ＤＳ狓和ＤＳ狔在ＢＷ狊，犲内具

有反关系，简称反。

定义１１中等号只可能在一种极端情况下成

立，即存在一条流，其所有点的描述值全相等。

定义１２　（强势簇）　在指定的观察窗口内，

两两互为强同势（或强反势）的流构成的集合称为

强同势簇（或强反势簇）。集合的大小称为簇的

阶。若犛为强势簇，加入任意非犛中的流后犛不

再为强势簇，则称犛为最高阶强势簇。

２．２　同异反矩阵

在同一基本窗口内，任意两条流之间的关系

必为同、异、反之一。构造矩阵犃、犅、犆，用于描述

任意两条数据流之间的同异反关系。显然，若数

据流有犿条，犃、犅、犆皆是犿 阶对称方阵，计算上

三角阵即可。

将基本窗口ＢＷ狊，犲从观察窗口犗犠 左端开

始，每次向右平移‖ＢＷ狊，犲‖个单位，直到犗犠 右

端为止。每次平移时求出各流对之间的同异反关

系，用于更新犃、犅、犆。

初值：犃＝犅＝犆＝［０］。

更新：在同一基本窗口内，
&犻，犼'犣＋，１≤犻＜犼

≤犿：

·若ＤＳ犻和ＤＳ犼同，则置犪犻犼＝犪犻犼＋（１／犽）；

·若ＤＳ犻和ＤＳ犼异，则置犫犻犼＝犫犻犼＋（１／犽）；

·若ＤＳ犻和ＤＳ犼反，则置犮犻犼＝犮犻犼＋（１／犽）。

其中，犽＝‖犗犠‖／‖ＢＷ狊，犲‖，１／犽称为联系度增

量值。

２．３　势矩阵

定义矩阵犙用于描述在观察窗口犗犠 内流

对之间的势。显然，犙是方阵。流ＤＳ犻和ＤＳ犼之间

的势通过矩阵犃、犅、犆最终值确定，根据其元素

犪犻犼、犫犻犼、犮犻犼之间的大小关系查表１，将对应编号存

入犙中。显然，势具有对称性，因此，计算上三角

阵即可。

初值：犙＝［０］。

终值：
&犻，犼'犣＋，１≤犻＜犼≤犿，根据矩阵犃、

犅、犆中犪犻犼、犫犻犼、犮犻犼之间的大小关系查表１，将对应

的编号存入犙对应的元素狇犻犼中。

３　同异反分析算法

同异反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算法：① 用于

从原始数据流中获取峰值点；② 根据峰值计算出

每个流对之间的势。

３．１　峰值点获取算法

功能：从原始数据流中找出峰值点序列。输

入：原始数据流，观察窗口。输出：峰值点序列。

１）取出前两个点，并将第一个点存入数据

库；

２）若已达观察窗口右边界则转到步骤５）；

３）取下一个点；

４）若取出的最末３个点的中间点是峰值点

则将中间点存入数据库，转到步骤２）；

５）将最后一个点存入数据库。

３．２　势计算算法

功能：根据峰值点序列计算出流对之间的势。

输入：峰值点序列数组，观察窗口，基本窗口大小。

输出：矩阵犃、犅、犆以及犙。

１）初始化矩阵犃、犅、犆以及犙 的值，并使初

始基本窗口与观察窗口左边界对齐；

２）若基本窗口超过观察窗口右边界则转到

步骤６）；

３）计算基本窗口内每条流的峰值点子序列；

４）根据峰值点子序列长度确定基本窗口内

任两条流之间的同异反关系，更新矩阵犃、犅、犆；

５）基本窗口向右滑动一个单位，转到步

骤２）；

６）根据犃、犅、犆的值确定观察窗口内任两条

流之间的势，并将势存入犙中。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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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分析

实验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上证Ａ

股中随机选出３０只股票，使用每只股票每日的分

钟股价高频数据进行分析。收集１５ｄ数据，每只

股票每日的分钟股价数据有２４１条，３０只股票的

分钟股价数据共１０８４５０行记录。实验在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５中直接用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ＳＱＬ语言编写完

成。共编写了１１个存储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３

个，分别用于获取峰值数据、计算集对势和计算强

势簇。其余存储过程主要进行数据预处理、结果

输出及流程控制，包括观察窗口标记、压缩率计

算、压缩率均值和方差统计以及强势流对数目统

计等。为进行全面分析，共产生８张表，分别存储

峰值、压缩率（３张，每天每只、每天所有只和每只

所有天）、势（２张，总势和强势）、强势流对数目以

及强势簇。下面将一只股票每日的分钟股价高频

数据称为一条股票流。实验结果简述如下。

１）看看峰值数据与原始数据比较情况。图１

给出了股票编码为６０１８６６的股票流在２００９０７

２９的峰值数据与原始数据对照情况。由图１至

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① 峰值变化方向（涨跌）较

真实地反映了原始数据的变化方向（涨跌），这与

定理１是相符的；② 峰值点数目远远小于原始数

据点数目（图１中，峰值点数目为４４个，原始数据

点数目为２４１个）。

２）分析数据压缩率。设犘犻为第犻日３０只股

票峰值点总数目；
*犻＝犘犻／（３０２４１），其中３０为

股票流数目，２４１为每条股票流一日的点数（记录

数）。定义δ犻＝（１－*犻）１００％，称δ犻为第犻日数

据压缩率，其物理意义为：在数据流原始数据中剔

除的对分析没有价值的那些冗余数据点占数据流

原始数据总量的百分比。显然，
*犻越小，压缩率

越高。

图１　峰值数据与原始数据对照实例图

Ｆｉｇ．１　Ｐｅａｋ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ＲａｗＤａｔａ

表２统计了３０只股票每天的数据压缩率均

值及其方差。表中，压缩率算术平均为８０．８１％，

而压缩率方差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００８９，说明压缩

率波动极小。换言之，这样的高压缩率是稳定的，

这通过表中每天的压缩率及其方差可明显看出。

如此高的压缩率大大减少数据量，从而大幅

减低数据流处理时间，其处理速度自然得到提高。

其中，３０只股票编码如下：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２，

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１，

５０００１５，５０００１８，６０１６０１，６０１６２８，６０１６６６，６０１６９９，

６０１７２７，６０１７６６，６０１８０８，６０１８５７，６０１８６６，６０１８７２，

６０１８９８，６０１８９９，６０１９１８，６０１９１９，６０１９３９，６０１９５８，

６０１９８８，６０１９９１，６０１９９８，６０１９９９。

３）看看流对之间的势。实验主要关注“强同

势”和“强反势”流对。图２给出一对强同势流对

峰值对比情况。图中，观察窗口为２００９０７２９；基

本窗口大小为５ｍｉｎ；股票流对由编码为６０１８６６

和５００００２的两条股票流构成。图２中对６０１８６６

的峰值点在纵向上进行了缩放和平移。基本窗口

线每隔４个窗口划一条。

图２　强同势流对对照实例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ｏｎｇ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ｅｔＰａ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ＳｔｒｅａｍＰａｉｒｓ

由图２可看出，一方面，在同一基本窗口内进

行同异反判定是极其容易的；另一方面，样本点个

数不一致并不影响流对之间相对变化趋势的分析

（编码为６０１８６６的股票流峰值点个数为４４个，而

编码为５００００２股票流峰值点个数仅有１６个）。

可见，用峰值数据分析流对之间的相对变化不仅

不失一般性，而且多数情况下数据量极大减少。

实验在宽度分别为１ｄ、３ｄ和５ｄ的观察窗

口下，分别取宽度为５ｍｉｎ、６ｍｉｎ和８ｍｉｎ的基

本窗口进行计算，得出“强同势”和“强反势”流对

数目及其所占百分比统计情况如表２所示。

根据势的对称性可知，同一观察窗口下３０只

股票流可产生４３５个流对。对１５ｄ数据，观察窗

口数目计算式为：观察窗口数目＝１５+

观察窗口

宽度。所以，观察窗口宽度分别为１ｄ、３ｄ和５ｄ

时，流对总数目分别为６５２５、２１７５和１３０５个。

由表２可看出，相同观察窗口下，随着基本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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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宽度的增加，强势数目所占百分比显著减小，因

为基本窗口内峰值点子序列长度增加的几率增

大，从而趋于“异”的几率增加（见§３．１）；然而，相

同基本窗口下当观察窗口宽度增加时，强势数目

所占百分比变化不是太大（特别是“强反势”更明

显），这是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本文的初衷就是

要找出流自身的这种特点。

本文仅关注最高阶簇，因为若犛是最高阶强

势簇，则其子集（阶大于１）一定是强势簇。不同

观察窗口下，选取的基本窗口宽度不同，其强势簇

也不同。本实验选取强势对数目适中的窗口分析

强势簇，其基本窗口宽度为５ｍｉｎ，观察窗口宽度

为５ｄ，观察强反势簇。在３个窗口内观察，所得

强反势簇情况如表４所示。其中，观察窗口的日

期如表１中日期所示，一号窗口为前５ｄ，二号窗

口为中间５ｄ，三号窗口为最后５ｄ。由表示３可

以看出，不同窗口下强反势簇变化较大，不仅簇的

阶不同，而且簇的数目也不同，这源于簇定义中限

制的严格性，要求簇内流两两互为强势。

最高阶簇对分析同一观察窗口内流之间的变

化情况是有意义的，因为同一簇内的流之间都具

有相同的势。但某些非最高阶簇在描述多个观察

窗口之间的流时也很有意义，如表３中３阶簇

｛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８｝和 ４ 阶簇｛５００００３，

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０９｝贯穿３个窗口，说明这

些簇内的流之间保持相同势的持续时间较长。

表１　３０只股票各天的数据压缩率均值及其方差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ｆｏｒｔｈｅ３０Ｓｔｏｃｋｓ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日期 ０７２４ ０７２７ ０７２８ ０７２９ ０７３０ ０７３１ ０８１２ ０８１３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９ ０８２０ ０８２１ ０８２４ ０８２６

均值／％ ８１．７３ ８１．２０ ８２．０６ ８２．５６ ８１．４７ ８１．１５ ８０．７６ ８０．１２ ７９．７４ ７９．３５ ７９．８３ ８０．１６ ８０．８４ ８１．０１ ８０．１５

方差 ０．００５７０．００９４０．００９８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５７０．０１０６０．００９６０．００８３０．００９２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８１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８８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１２

表２　不同观察窗口不同基本窗口下“强同势”及“强反势”流对数目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ＳｅｔＰａ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ＳｔｒｅａｍＰａｉｒ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ｓｉｃＷｉｎｄｏｗｓ

基本

窗口

强同势观察窗口 强反势观察窗口

１ｄ ３ｄ ５ｄ １ｄ ３ｄ ５ｄ

５ｍｉｎ犜＝２９９犚犜＝４．５８％ 犜＝４５犚犜＝２．０７％ 犜＝１６犚犜＝１．２３％ 犜＝５８１犚犜＝８．９０％ 犜＝１８０犚犜＝８．２８％ 犜＝１１６犚犜＝８．８９％

６ｍｉｎ 犜＝７０犚犜＝１．０７％ 犜＝１犚犜＝０．０５％ 犜＝０犚犜＝０．００％ 犜＝４１２犚犜＝６．３１％ 犜＝１４０犚犜＝６．４４％ 犜＝４７犚犜＝３．６０％

８ｍｉｎ 犜＝２２犚犜＝０．３４％ 犜＝０犚犜＝０．００％ 犜＝０犚犜＝０．００％ 犜＝２１８犚犜＝３．４３％ 犜＝４７犚犜＝２．１６％ 犜＝１１犚犜＝０．８４％

　　　注：表中犜和犚犜 分别为强势流对数目和所占百分比，犿为分钟。

表３　强反势簇

Ｔａｂ．３　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ＳｅｔＰａｉｒＴｒｅｎｄｓＳｔｒｅａ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一号观察窗口内强反势簇 二号观察窗口内强反势簇 三号观察窗口内强反势簇

｛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０９｝

｛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

５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１５，

５００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８｝

｛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

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５，５００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９，

５０００１５，５００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９，

５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１８｝

｛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

５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１｝

｛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９，６０１７６６｝

｛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

５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１５｝

｛５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６，

５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１８｝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集对分析思想，找出强同势和强反

势流对，这样的流对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这对

于根据一条流的变化趋势预测与之构成强势流对

的另一条流的变化趋势是有用的。在分析过程中

使用峰值数据不仅极大压缩了数据量，而且不影

响问题的分析。实验表明，利用集对分析思想，使

用峰值数据分析流之间相对变化趋势是较有效

的，一方面计算简单，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有很高

的数据压缩率。同时，峰值数据的使用使得两样

本的样本点个数及出现时刻不一致，这就无法使

用积差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本文提出的方法及同

异反关系的引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方

法实质是从流变化方向（“涨跌”）的角度进行分析

的，结合流变化的幅度和频度对多数据流进行分

析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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