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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离群点检测的自动实体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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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体匹配也叫记录匹配，是数据集成与数据清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技术．其典型用例包括不同网站之间

的商品匹配以及ＤＢＬ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ｒｇｒｏｐｈ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与Ｓｃｈｏｌａｒ文献数据库之间的文献实体匹配．真实

数据中广泛存在的数据质量缺陷，如错误值、缺失值和数据表达形式多样性等数据质量问题，使得实体匹配问题很

具挑战性．目前流行的实体匹配算法可划分为三大类：基于规则的、基于概率的和基于学习的．电商数据中，对同一

商品的描述可能差异巨大．对于这类充满表达多样性的实体匹配问题，通常并不存在简洁高效的匹配规则，训练精

准的分类模型也很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离群点检测（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的自动实体匹配方法，

记为ＯＤｅｔｅｃ算法．首先计算记录序偶在匹配属性上的相似度，并将序偶映射为特征空间上的点；接着在特征空间

中估算每个序偶的离群距离；最后根据离群距离和匹配约束，抽取匹配序偶．另外，ＯＤｅｔｅｃ算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将多个存在相关性的匹配特征变换为彼此正交的主成分，突破了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模型中属性之间须满足条件独

立假设的限制，具备了更好的匹配效果和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实验结论证实了ＯＤｅｔｅｃ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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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真实数据中存在的数据质量缺陷，如不完整、不

精确、属性值缺失以及表达多样性等问题，严重影响

着数据查询和分析的有效性．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

“脏数据”进行清洗［１］和集成［２］．

实体匹配是数据清洗和集成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其目标是在数据库中识别描述同一对象的多条

记录．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实体匹配存在多种不同

的表述，如实体解析（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合并清洗

（ＭｅｒｇｅＰｕｒｇｅ）、记录连接（Ｒｅｃｏ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数据

去重（ＤａｔａＤ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等．

目前比较流行的实体匹配算法可大致划分为三

大类：基于规则的［３４］、基于概率模型的［５］和基于学

习的［６８］．

在实体匹配的实践中，每种类型的实体匹配算

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场景．对于特征明显匹配规则

显而易见的数据集，基于规则的匹配算法简单有效．

对于不存在简单匹配规则的数据集，基于概率和学

习的实体匹配算法也能够取得较好的匹配效果，代

价是需要选取合适的匹配特征和标注足量的训练数

据．现实中常常会遇到另外一类不存在显著匹配规

则的数据集，比如，不同电商网站上的商品数据集．

由于文本描述的多样性，导致同一商品在不同网站

上的描述内容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设计简洁的匹

配规则，训练精确的概率模型或精准的分类器都很

困难．针对这类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离群点检测

（Ｏｕｔｌｉ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的实体匹配算法，记为 ＯＤｅｔｅｃ

算法．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具有很好的匹配效果，且无需训

练数据，具备更广泛的适用性．

下面以 犃犫狋犅狌狔①商品数据集为例来介绍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犃犫狋犅狌狔数据集收

录了１０７０条来自犃犫狋网站的商品记录和１０９２条来

自犅狌狔网站的商品记录，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属性是来自两

个数据表的一个公共属性，序偶集合

犛犃犫狋×犅狌狔＝｛（狉犃，狉犅）｜狉犃∈犃犫狋，狉犅∈犅狌狔｝．

匹配序偶子集

犛犕＝｛（狉犃，狉犅）｜狉犃＝狉犅，狉犃∈犃犫狋，狉犅∈犅狌狔｝．

不匹配序偶子集

犛犖＝｛（狉犃，狉犅）｜狉犃≠狉犅，狉犃∈犃犫狋，狉犅∈犅狌狔｝．

其中＝（≠）分别表示符号两边的记录代表同一（不

同）对象．匹配序偶集合中的序偶个数｜犛犕｜＝１０９７．

下面分析序偶集合犛犃犫狋×犅狌狔在属性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上的

相似度分布，记为犛犻犿犇．因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属性为描述

商品的文本数据，属性相似度度量姑且采用基于

ＴｏｋｅｎＳｅｔ的Ｊａｃｃａｒ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定义见式（１）

犑犪犮犮犪狉犱（犛１，犛２）＝
犛１ ∩犛２

犛１ ∪犛２
（１）

其中，犛１和犛２为经过分词处理后的两个Ｔｏｋｅｎ集合．

图１给出了序偶集合犛犃犫狋×犅狌狔的犛犻犿犇
分布直方

图，图２（ａ）和图２（ｂ）分别给出了匹配序偶子集犛犕

和不匹配序偶子集犛犖的犛犻犿犇
分布直方图．

图１　犛犻犿犇分布直方图

通过分析对比，会有以下结论：

（１）｜犛犕｜｜犛犖｜：匹配序偶子集犛犕的元素约占

犛犃犫狋×犅狌狔中序偶的０．１％，不匹配序偶子集犛犖的元素

约占犛犃犫狋×犅狌狔中序偶的９９．９％．

（２）匹配序偶子集犛犕（图２（ａ））和不匹配序偶

子集犛犖（图２（ｂ））的犛犻犿犇分布不同：匹配序偶子集

犛犕中的犛犻犿犇
分布均值较高，而不匹配序偶子集犛犖

中的犛犻犿犇
分布均值较低，接近于０．

（３）将犛犃犫狋×犅狌狔中序偶的犛犻犿犇
值转化为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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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定义见式（４））后，在匹配序偶子集犛犕中，有超过

９５％的序偶，其Ｓｉｍ犇标准分数的绝对值超过３（图２

（ａ）的虚线右边）．这表明，匹配序偶子集犛犕中的绝

大多数犛犻犿犇
值在犛犻犿犇

整体分布中属于离群点．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匹配特征看作特征空间中的

一个维度，上面的结论表明，在一维特征空间中，跨

数据源的实体匹配问题可以看作是特征空间中的离

群点检测问题．序偶的离群距离越大，匹配概率越

高；上述结论在高维特征空间中同样成立，相关的证

明见附录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①，用

于自动的实体匹配过程，其工作流程如下：首先将每

一序偶犘犃犅映射到线性空间γ中的点γ（犘犃犅）；接着

计算每一犘犃犅的离群距离；最后根据离群距离与匹

配约束，抽取匹配序偶．本文的主要贡献总结如下：

（１）本文提出了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将传统的实体匹

配问题建模为特征空间中的离群点检测问题．

（２）本文定义了离群距离，并证明了离群距离

与序偶匹配概率的正相关关系．

（３）ＯＤｅｔｅｃ算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多个存

在相关性的匹配特征变换为彼此正交的主成分，突

破了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模型中条件独立假设的限制，具

备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４）商品数据集和文献数据集上的实验，证实

了ＯＤｅｔｅｃ算法较之基于规则、基于概率和基于学

习的算法，具有较好的匹配效果和适用性．

本文第２节介绍实体匹配的相关工作；第３节

给出实体匹配的形式化定义，并介绍ＯＤｅｔｅｃ算法；

第４节分析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复杂度和优化策略；第５

节为实验论证；第６节为本文总结．

２　相关工作

数据质量问题［１］直接影响着数据查询和分析的

有效性，实体匹配成为数据清洗和集成过程中的关

键环节．文献［９］针对实体匹配问题及方法给出了综

述性介绍．目前流行的实体匹配方法可分为基于规

则的、基于概率的和基于学习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实体匹配方法，容易实现且扩展性

较好；其主要挑战来自分类属性的选取和阈值的选

定．文献［３］使用标注样本数据上的信息增益来评估

属性的权重，然后利用 Ｔｏｐ犓 或阈值来获取最佳

的分类属性集合，最后以最佳分类属性集合上的相

似度加权和作为目标函数，根据目标函数与给定阈

值，完成实体之间的匹配判断，其中信息增益的计算

需要在标注数据上完成．文献［４］则先从样本数据集

中挖掘匹配规则，然后应用匹配规则在整个数据集

中完成记录匹配；由于训练数据的不完整性，挖掘得

到的规则不一定是正确有效的，需要在匹配规则实

施过程中，不断地去更新匹配规则，属于一种在线类

型（ｏｎｌｉｎｅ）的实体匹配算法．

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模型
［５］是基于概率模型的实体匹

配的经典模型，其采用犚犪狋犻狅＝犘（γ｜犕）／犘（γ｜犖）和

上下界阈值μ和λ作为序偶分类标准：如果犚犪狋犻狅＞

μ，则归类为匹配序偶，如果犚犪狋犻狅＜λ，则为不匹配

序偶，其余情况无法判断，需要人工介入．Ｆｅｌｌｅｇｉ

Ｓｕｎｔｅｒ模型假定特征空间γ中的属性满足条件独

立（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假设，而在大部分关

系数据中，属性列之间的条件独立假设是不满足的．

文献［１０］考虑了条件依赖的情况，但其匹配效果依

赖于参数初始值的选取．

在基于学习的实体匹配算法中，ＦＥＢＲＬ
［６］提供

了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实现；ＭＡＲＬＩＮ
［７］提供了基于

支持向量机和决策树的实现．文献［８］采用多种学习

９９１２１０期 樊峰峰等：一种基于离群点检测的自动实体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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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构建了实体匹配框架，但其有效性仍然依赖于

训练数据的选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普及，利用众

包①技术来完成实体匹配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多．例

如，ＣｒｏｗｄＥＲ
［１１］采用人机结合的方式来共同完成实

体匹配任务；文献［１２］利用匹配关系的传递性来减

少不必要的人力成本．众包技术适用于人类智力容

易完成而机器却很难完成的关键任务．高昂的人力

成本使得利用众包方法完成大型数据库之间的实体

匹配任务很不现实．而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大数据集

上却很有效．比如，利用离群点检测
［１３］模型，可以很

容易地对空间中的点分类；利用主成分分析［１４］可对

多维变量进行降维，在降低对计算资源需求的同时，

也解决了各属性之间的赋权问题．

３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

３１　实体匹配问题的定义

实体匹配用于识别数据库中描述同一对象的多

条记录，跨数据源之间的实体匹配是经典的实体匹

配问题，下面给出其形式化定义．

给定两个数据表犚犃和犚犅，记录狉犃∈犚犃，狉犅∈

犚犅．那么实体匹配的目标是找到序偶子集犛犕犚犃×

犚犅，使得对于任一序偶（狉犃，狉犅）∈犛犕，狉犃与狉犅代表同

一实体．

３２　符号与术语定义

下面给出本文中使用到的一些术语和符号定义．

定义１．　匹配键．

给定共同属性集合犃，由犃中的非空子集构成

的属性组合称为匹配键．如给定犃＝｛α，β｝，那么α，β
称为原子匹配键，αβ称为复合匹配键．

定义２．　匹配键上的相似度．

给定序偶犘犃犅＝（狉犃，狉犅）∈犚犃×犚犅和匹配键α，

我们定义α（犘犃犅）为（狉犃，狉犅）在α上的相似度；给定

复合匹配键αβ，αβ（犘犃犅）＝α（犘犃犅）·β（犘犃犅）．

定义３．　特征空间．

匹配键的序列构成了特征空间，如α，β和αβ均

可作为匹配键时，特征空间γ＝（α，β，αβ）．

定义４．　特征矢量．

给定序偶犘犃犅∈犚犃×犚犅和特征空间γ＝｛α，β，

αβ｝，序偶犘犃犅可以映射为特征空间γ 中的一个点

γ（犘犃犅）＝（α（犘犃犅），β（犘犃犅），αβ（犘犃犅））．

可以看到γ（犘犃犅）∈［０，１］
犱，其中犱为特征空间

γ的维度．表１列出了本文使用的符号及其含义．

表１　符号与术语定义

符号 符号含义

犚犻 关系数据表犚犻

犃 参与匹配算法的公共属性集合犃

犘犃犅 序偶（狉犃，狉犅），其中狉犃∈犚犃，狉犅∈犚犅

γ 用于实体匹配的特征空间

γ（犘犃犅） 序偶犘犃犅对应的特征矢量，对应于空间γ上的点

γ犓（犘犃犅） 序偶犘犃犅对应的犓 维主成分矢量

犕γ 由所有序偶的特征矢量构成的矩阵

犕犓 由所有序偶的主成分矢量构成的矩阵

犛犕／犛犖 匹配序偶子集／不匹配序偶子集

犝 主成分分析产生的一组标准正交基（酉矩阵）

λ犓 犓维特征值构成的向量

犇犆（狓） 点狓的离群距离

３３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流程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我们将实体匹配问题建模

为特征空间中的离群点检测问题．下面介绍ＯＤｅｔｅｃ

实体匹配算法的实现细节（见算法１）．

算法１．　ＯＤｅｔｅｃ．

输入：特征空间γ，数据表犚犃，犚犅，主成分个数犓，离群

距离阈值犇θ，匹配约束Ψ

输出：匹配序偶列表犔犕

１．（犘犔犻狊狋，犕γ）＝犕＿犌犲狀（γ，犚犃，犚犅）

２．犕犓＝犘犆犃（犕γ，犓）

３．犇犆犔犻狊狋＝犇犆（犕犓）

４．犔犕＝犲狓狋狉犪犮狋（犘犔犻狊狋，犇犆犔犻狊狋，犇θ，Ψ）

５．ＲＥＴＵＲＮ犔犕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包含犕＿犌犲狀，犘犆犃（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犇犆和犲狓狋狉犪犮狋子算法．犕＿犌犲狀（步１）计算

犚犃×犚犅中所有序偶的特征矢量，并构建匹配特征矩

阵；犘犆犃（步２）对匹配特征矩阵作主成分分析，将特

征矢量γ（犘犃犅）变换为主成分矢量γ犓（犘犃犅）的形式；

犇犆（步３）根据主成分矢量γ犓（犘犃犅），计算序偶的离

群距离犇犆（犘犃犅）；犲狓狋狉犪犮狋（步４）则根据离群距离犇犆

（犘犃犅）对所有序偶排序，并检测匹配约束规则，抽取

匹配序偶．

３４　序偶到特征空间的映射

给定关系数据表犚犃，犚犅以及特征空间γ．对于

任一序偶犘犃犅∈犚犃×犚犅，犕＿犌犲狀计算犘犃犅在γ中所

有匹配键上的相似度，相似度序列构成了特征矢量

γ（犘犃犅）．所有的特征矢量γ（犘犃犅）构成了匹配特征

矩阵犕γ．

算法２．　犕＿犌犲狀．

输入：匹配键向量γ，数据表犚犃，犚犅

输出：匹配特征矩阵犕γ，序偶列表犘犔犻狊狋

１．犘犔犻狊狋＝犲犿狆狋狔犔犻狊狋

２．犕γ·＝［］

００２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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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ＦＯＲ狉犃∈犚犃，狉犅∈犚犅

４．　犘犃犅＝（狉犃，狉犅）

５．　犘犔犻狊狋＋＝犘犃犅

６．　犕γ＝［·；γ（犘犃犅）］

７．ＥＮＤＦＯＲ

８．ＲＥＴＵＲＮ（犘犔犻狊狋，犕γ）

步３～步７遍历所有的序偶，并构建匹配特征

矩阵：步６将每个序偶的特征矢量作为行向量添加

到匹配特征矩阵中．

３５　特征空间中的离群距离计算

本节将给出离群距离的定义和特征空间γ中离

群距离计算方法．

３．５．１　离群距离

在正交空间犚犱中，点狓＝（狓１，狓２，…，狓犱）和狔＝

（狔１，狔２，…，狔犱）之间的欧氏距离为

犇（狓，狔）＝‖狓－狔‖２＝ ∑
犱

犻＝１

（狓犻－狔犻）槡
２ （２）

　　在正交空间犚
犱中，样本点狓∈犡，我们定义样本

点狓与中心点μ 的欧氏距离为样本点狓 的离群距

离，记为犇犆（狓，μ），其中μ＝犿犲犪狀（犡）．在无歧义的

时候，简记为犇犆（狓）

犇犆（狓）＝‖狓－μ‖２＝ ∑
犱

犻＝１

（狓犻－狓犻）槡
２ （３）

　　另外，标准分数（狕ｓｃｏｒｅ）
［１５］可以度量数据点狓

偏离了均值μ多少个标准差，其定义为

狕＝
狓－μ
σ

（４）

其中狓为观察值；μ为样本均值；σ为样本标准差．结

合式（３）和（４），可得

犇犆（狓）＝ ∑
犱

犻＝１

（σ犻狕犻）槡
２ （５）

３．５．２　γ空间中点的近似表示

由于特征空间γ中匹配键之间存在相关性（特

征空间γ并不是正交空间），序偶犘犃犅的离群距离无

法直接通过式（３）计算得到．因此，有必要首先将特

征矢量γ（犘犃犅）作正交变换．

设犡 为犿×狀阶矩阵，奇异值分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的定义为

犡＝犝Σ犞
Ｔ （６）

其中犝 和犞 分别为犿×犿 和狀×狀阶酉矩阵，其列

向量构成了标准正交基；Σ为犿×狀阶对角矩阵，其

特征值呈降序排列．在等式两边同乘以犞，可得

犡′＝犡犞＝犝Σ犞
Ｔ犞＝犝Σ （７）

　　根据线性代数中的相关结论：在酉变换下，矢量

的长度保持不变．令狓′＝狓犞Ｔ和狓
－
′＝狓

－
犞Ｔ，则有

犇犆（狓′）＝‖狓′－狓
－
′‖２＝‖狓－狓

－
‖２＝犇犆（狓）（８）

成立．另外，主成分分析的数学模型定义为

犡″＝犡犘 （９）

其中犡″为犿×犽阶矩阵；犡 为犿×狀阶矩阵；犘为

狀×犽阶酉矩阵．令犘＝犞（：，１：犓）为矩阵犞 的前犓

个列向量构成的酉矩阵，则有

犡″＝犡′（：，１：犓） （１０）

成立．式（１０）显示，犡″可由犡′的前犓 个列向量构

成，主成分分析可由奇异值分解算法完成．

设狓′＝（狓１，狓２，…，狓狀），狓″＝（狓１，狓２，狓犽），其中

犓＜狀．在主成分分析中，特征值即为主成分的标准

差，也即λ犻＝σ犻，且对于犻＝（１，２，…，狀－１），满足λ犻＞

λ犻＋１．根据式（５）可得

犇犆（狓′）＝ ∑
狀

犻＝１

（λ犻狕犻）槡
２
＝ ∑

狀

犻＝１

（σ犻狕犻）槡
２ （１１）

犇犆（狓″）＝ ∑
犓

犻＝１

（λ犻狕犻）槡
２
＝ ∑

犓

犻＝１

（σ犻狕犻）槡
２ （１２）

其中狕犻为标准分数．选取最小的犓 值，使得满足条

件∑
犓

犻＝１

σ
２
犻≈∑

狀

犻＝１

σ
２
犻
时，即有

犇犆（狓）＝犇犆（狓′）≈犇犆（狓″） （１３）

成立．式（１３）表明，样本点狓的离群距离可由主成分

狓″的离群距离近似表示，匹配矢量γ（犘犃犅）可由对应

的主成分矢量γ犓（犘犃犅）近似表示．

３．５．３　特征空间γ中的离群距离

特征矢量γ（犘犃犅）在特征空间γ中的离群距离

计算方法见算法３：首先通过ＳＶＤ算法提取酉矩阵

犞，取前犓 个列向量，构成矩阵犞狀×犓；接着通过矩阵

乘法将匹配特征矩阵犕 变换为主成分矩阵犕犓．此

时，犕犓中的γ犓（犘犃犅）就是在γ犓主成分空间中对特

征矢量γ（犘犃犅）的近似表示．

算法３．　ＰＣＡ．

输入：匹配特征矩阵犕，主成分个数犓

输出：主成分矩阵犕犓，特征值向量λ

１．（犝，λ，犞）＝犛犞犇（犕）

２．犞狀×犓＝犞（：，１：犓）

３．犕犓＝犕犞狀×犓

４．ＲＥＴＵＲＮ犕犓

在算法３中，步１首先通过犛犞犇，得到正交的

酉矩阵犞，步２取酉矩阵犞的前犓 个列向量，构建用

于主成分分析的变换矩阵犞狀×犓，步３则利用矩阵乘

法将所有的特征矢量变换为主成分矢量．

经过主成分分析作正交化处理后，序偶犘犃犅对

１０２２１０期 樊峰峰等：一种基于离群点检测的自动实体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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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主成分矢量γ犓（犘犃犅）∈犕犓的离群距离可通过

式（５）计算得到，见算法４．

算法４．　犇犆．

输入：主成分矩阵犕犽

输出：离群距离列表犇犆犔犻狊狋

１．μ＝犿犲犪狀（犕犽，１）

２．犇犆犔犻狊狋＝犲犿狆狋狔犔犻狊狋

３．ＦＯＲγ犓（犘犃犅）∈犕犓

４．　犇犆（犘犃犅）＝‖γ犓（犘犃犅）－μ‖２

５．　犇犆犔犻狊狋＋＝犇犆（犘犃犅）

６．ＥＮＤＦＯＲ

７．ＲＥＴＵＲＮ犇犆犔犻狊狋

在算法４中，步１首先计算中心点μ，步４计算

特征矢量与中心点之间的欧式距离，即离群距离．

３６　匹配键的选取

过多的匹配键会降低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效率，过

少的匹配键会降低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果．选取

合适的匹配键是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奏效的必要前提．

信息熵是度量离散型变量不确定程度的一种方

式，方差是度量连续型变量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本

文采用方差作为匹配键信息量的度量方式．匹配键

的选取原则是：保留方差较大的匹配键，剪枝方差较

小的匹配键，具体方法见４．２．１节和４．２．２节．

３７　匹配约束

匹配约束描述了跨数据源的记录之间所允许的

匹配方式：一对一匹配、一对多匹配或者多对多

匹配．

在数据表犚犃～犚犅之间作实体匹配，如果数据

表犚犃内部不存在重复记录，犚犃中的每一记录狉犃都

代表不同的对象，那么在实体匹配过程中，数据表

犚犅中的任一记录狉犅最多与犚犃中的一条记录匹配，

这种匹配约束称为“犚犅的单次匹配约束”．

例如，犃犫狋犅狌狔和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数据集的两

边都施加单次匹配约束，而在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

集中，仅犛犮犺狅犾犪狉一端施加单次匹配约束．

３８　匹配序偶的抽取

对于犘犃犅∈犚犃×犚犅，离群距离犇犆（犘犃犅）越小，

犘犃犅∈犕 的概率就越小．为了防止误报（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有必要设置阈值犇θ，使得仅当序偶满足约束

条件犇犆（犘犃犅）＞犇θ时，才被认为是匹配序偶，其中，

犇θ＝犛犓θ犔，犛犓＝∑
犓

犻＝１

λ
２

犻
，０＜θ犔＜１．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中匹配序偶的抽取步骤见算法５．

算法５．　犲狓狋狉犪犮狋．

输入：序偶列表犘犔犻狊狋，离心距离列表犇犆犔犻狊狋，离群距离

阈值犇θ，匹配约束Ψ

输出：匹配序偶列表犔犕

１．犔犕＝犲犿狆狋狔犔犻狊狋

２．犗犔＝狊狅狉狋犅狔（犘犔，犇犆犔犻狊狋）

３．ＦＯＲ犘犃犅∈犗犔

４．　ＩＦ犇犮（犘犃犅）＞犇θＡＮＤ狊犪狋犻狊犳狔（犘犃犅，Ψ）ＴＨＥＮ

５．　　犔犕＋＝犘犃犅

６．　ＥＮＤＩＦ

７．ＥＮＤＦＯＲ

８．ＲＥＴＵＲＮ犔犕

算法５首先对所有的候选序偶按照离群距离

犇犆（犘犃犅）降序排列（步２），得到序偶的有序列表犗犔；

接着按顺序检测犗犔中的序偶，保留所有满足匹配

约束和阈值（犇犆（犘犃犅）＞犇θ）的序偶（步４～步６），得

到最终的匹配序偶列表犔犕．

４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复杂度及优化策略

本章节首先分析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复杂度，接着

给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提升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运行

性能．

４１　算法复杂度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分为３个步骤，下面分别分析３个

步骤的复杂度．

４．１．１　序偶到特征空间的映射

根据两个关系表犚犃和犚犅产生序偶犘犃犅∈犚犃×

犚犅，对于每一序偶犘犃犅，其在特征空间γ上的相似度

序列构成匹配矢量γ（犘犃犅）．其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犱犆），

其中，序偶数狀｜犚犃×犚犅｜，特征空间维度犱＝｜γ｜，

犆为属性相似度的平均计算代价．

４．１．２　序偶离群距离计算

算法３将匹配矢量变换为主成分矢量．犛犞犇 分

解的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犱２）①，其中狀为序偶数，犱为

特征空间γ的维度．匹配矢量到主成分矢量的变

换可通过矩阵乘法犕γ犞犱×犓完成（见式（９）），其算法

复杂度为犗（狀犱犓），其中 犓 为主成分个数．由于

犓＜狀，所有算法３的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犱
２）．

算法４计算序偶的离群距离，对于任一主成分

矢量γ犓（犘犃犅），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犓）．

给定矩阵犕犓为狀×犓 阶主成分矩阵，其中狀为

序偶个数，犓 为主成分个数．样本中心点γ犓（犘犃犅）的

坐标为 犕犓 中列向量的平均值，其计算复杂度为

２０２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①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ｓｐａｒｋ．ａｐａｃｈｅ．ｏｒｇ／ｄｏｃｓ／１．５．０／ｍｌｌｉ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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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狀犓）．给定γ犓（犘犃犅）∈犕犓和中心点γ犓（犘犃犅），根据

式（３），离群距离的算法复杂度为犗（犓），而所有序

偶的离群距离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犓）．

４．１．３　匹配序偶的抽取

匹配序偶的抽取首先需要对狀个序偶按照离群

距离排序，接着对狀个序偶验证匹配规则．

对狀 个序偶作归并排序，其算法复杂度为

犗（ｌｏｇ（狀）狀），而对狀个序偶作匹配规则验证的算法

复杂度为犗（狀），因此，匹配序偶抽取的算法复杂度

为犗（ｌｏｇ（狀）狀）．

综上所述，ＯＤｅｔｅｃ的算法复杂度为犗（狀（犱犆＋

犱２＋ｌｏｇ（狀）））．

４２　优化策略

通过上小节的分析可得，ＯＤｅｔｅｃ的算法复杂度

为犗（狀（犱犆＋犱２＋ｌｏｇ（狀）））．本小节针对ＯＤｅｔｅｃ算

法提出两种优化策略：基于行和列的优化策略．

基于行的优化策略主要采用近邻排序（ｓｏｒｔｅ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和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等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技

术，过滤掉不匹配的序偶，以达到减少序偶个数狀的

目的．在５．６节的试验中会看到，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１６］技术在

减小序偶个数狀的同时，却并不影响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

的准确率．

基于列的优化策略旨在减小特征空间γ的维度

犱，以达到降低算法复杂度的目的．下面提供两种剪

枝方案：基于匹配键长度的粗粒度剪枝方案和基于

方差的细粒度剪枝方案．

４．２．１　基于匹配键长度的剪枝

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序偶在简单匹配键α，β上的

相似度服从区间为［０，１］的均匀分布，那么根据定义，

复合匹配键上的相似度为其原子匹配键相似度的乘

积，如αβ（犘犃犅）＝α（犘犃犅）·β（犘犃犅），那么有犞犪狉（α）＞

犞犪狉（αβ）和犞犪狉（β）＞犞犪狉（αβ）成立．

考虑到更一般的情况，我们假设变量犡 为区间

（０，１）的连续型随机变量，序列（狓１，狓２，…，狓狀）为随

机变量犡的狀次采样值，令狑＝∏
狀

犻＝１

狓犻，那么有期望

犈
狀→＋∞

（狑）＝０和方差犞犪狉
狀→＋∞

（狑）＝０成立．也就是说，

匹配键的长度越长，其方差越小，根据式（５），其在离

群距离的计算中，贡献率越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给出基于匹配键长度的剪枝方案：

给定公共属性集犃，选取γ＝｛γ犻：｜γ犻｜犔｝，其

中｜γ犻｜表示匹配键γ犻包含的属性个数，也即那些匹

配键长度大于犔的匹配键可以被安全地剪枝掉，而

不会对离群距离的计算造成较大的影响．特别地，当

犔＝１时，匹配键向量中全部为原子匹配键，也即γ＝

犃；当犔＝∞时，γ＝２
犃
＼．本文建议复合匹配键长度

犔的取值不要超过３，本文的实验中匹配键长度犔

为２．

４．２．２　基于方差的剪枝

基于匹配键长度的剪枝是一种粗粒度的剪枝方

案，下面给出一种基于累积方差的剪枝方案．

在主成分分析中，主成分的特征值代表了主成

分的标准差，而一种常用的用于确定主成分个数的

方法是基于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方法．

给定（λ１，λ２，…，λ犖），其分别为由大到小排列的

主成分的特征值，那么前犓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

献率（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定义为

犘犆犞（犓，犖）＝∑
犓

犻＝１

λ
２

犻 ∑
犖

犻＝１

λ
２

犻
（１４）

　　主成分个数犓 的选取方法是：选取最小的犓，

使得前犓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不小于指定

阈值θ，通常要求θ＞０．８．

同理，基于累积方差的特征空间剪枝方法的流

程如下：

首先需要估算匹配键上的方差，并将所有的匹

配键按照方差的大小降序排列；接着选取最小的

犓，使得前犓 个匹配键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不小于指

定阈值θ，如式（１５）

犓 ＝ａｒｇｍｉｎ（犘犆犞（犓，犖）＞θ） （１５）

　　虽然特征空间γ并不是正交空间，但是基于累

积方差的剪枝方法仍然是有效的．

５　实验验证

文献［１７］对几种流行的实体匹配算法的有效性

作过测评，本文将以文献［１７］中的部分实验结果作

为测评基准．

实验部分首先对比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与基于规则

（匹配键）、基于概率模型（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和基于学

习（ＦＥＢＲＬ和 ＭＡＲＬＩＮ）的实体匹配算法之间的匹

配效果；接着比较了不同的主成分以及不同主成分

个数犓 对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匹配效果的影响；最后验证

了匹配键剪枝方案和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扩展性能．在

最新的实体匹配算法中，文献［４］是一种在线型交互

式的实体匹配算法，侧重于利用规则消除数据中的

属性值歧义；而文献［８］需要从训练数据中搜索合适

匹配属性、相应的相似度函数以及匹配特征，构建一

个由多种学习算法融合的实体匹配框架；本文侧重

３０２２１０期 樊峰峰等：一种基于离群点检测的自动实体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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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用给定的匹配特征，构建能够容忍表述多样性

和数据错误的离线型匹配方法．因侧重点和应用场

景略有不同，故未作相应的实验对比．

数据集①选取了２组商品数据集和１组文献数

据集（见表２）：犃犫狋犅狌狔和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为商品数

据集；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为文献数据集．犃犫狋犅狌狔 数据

集包含１０７０条犃犫狋记录和１０９２条犅狌狔记录，以及

１０９７对匹配序偶作为测评基准，属性首字母为其简

写．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和犖犪犿犲（分别简写为犇，犖）均为文本

属性，为了与文献［１７］的实验配置保持一致，属性相

似度算法采用基于Ｔｏｋｅｎｓｅｔ的Ｊａｃｃａｒ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定义如式（１）．

表２　数据集及公共属性

数据集 公共属性集合 记录数 匹配序偶

犃犫狋犅狌狔 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犖犪犿犲 １０７０／１０９２ １０９７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犖犪犿犲 １３６３／３１０２ １３００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犃狌狋犺狅狉／犜犻狋犾犲 ２４１６／６４２６３ ５３４７

在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默认参数设置：主成分个数

犓 默认取１；犃犫狋犅狌狔 和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数据集的

特征空间设置为（犇，犖，犇犖），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

集的特征空间设置为（犃，犜，犃犜）．

匹配约束设置：犃犫狋犅狌狔 和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数

据集的序偶两端均施加单次匹配约束；而在犇犅犔犘

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中，因有少数犇犅犔犘 记录匹配与多

条犛犮犺狅犾犪狉记录，因此，仅在犛犮犺狅犾犪狉一端施加单次

匹配约束．

５１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狏狊．基于规则的算法

基于匹配键的实体匹配算法可归类于基于规则

的实体匹配方法，基于匹配键的算法流程如下：首先

对序偶按照匹配键上的相似度降序排序，得到序偶

的排序列表犗犔；然后依次检测犗犔中的序偶，保留

满足匹配约束规则的序偶．

图３（ａ）、图３（ｂ）和图３（ｃ）分别给出了ＯＤｅｔｅｃ

算法和基于规则的算法在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和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上的准确率对比．

图３（ａ）表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犃犫狋犅狌狔 数据集

上的匹配效果最好，犖犪犿犲的效果次之，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的效果最差，犖犪犿犲／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复合匹配键的匹配

效果介于犖犪犿犲与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之间；图３（ｂ）表明，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数据集上的匹配

效果略好于犖犪犿犲匹配键的效果，而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犖犪犿犲复合匹配键的效果介于犖犪犿犲和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匹配键之间；图３（ｃ）表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犇犅犔犘

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上的匹配效果最好，犜犻狋犾犲匹配键的

图３　准确率对比

效果次之，而犃狌狋犺狅狉／犜犻狋犾犲复合匹配键的效果介于

犃狌狋犺狅狉和犜犻狋犾犲之间．

图４（ａ），图４（ｂ）和图４（ｃ）和分别给出了ＯＤｅｔｅｃ

算法和基于规则的算法在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和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上的Ｆ１
［１８］值．

表３列出了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与基于规则的算法在

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和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数据

集的最大的Ｆ１值．实验结果表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上

述的３个数据集的最大Ｆ１值分别达到了８０．０％、

６０．６％和８３．１％，与基于最好的匹配键的算法相

比，其最大Ｆ１值分别提升了４．５％、０．９％和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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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Ｆ１值对比

表３　犗犇犲狋犲犮狏狊．基于规则的（最大犉１值）（单位：％）

算法 犃犫狋犅狌狔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ＯＤｅｔｅｃ ８０．０ ６０．６ ８３．１

犇／犃 ３１．８ ２９．１ ５５．０

犖／犜 ７５．５ ５９．７ ７９．５

犇犖／犃犜 ５４．８ ４７．１ ７９．６

实体匹配算法的依据是附录Ａ的假设１：匹配

序偶的相似度较高，不匹配序偶的相似度较低．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核心是在序偶的匹配概率与特征空

间中的离群距离之间建立了正相关关系（附录Ａ的

推论３）．当｜犚犃｜和｜犚犅｜较大时，有｜犛犕｜｜犛犖｜成

立．将犘犃犅映射到特征空间γ中后，中心点μ接近于

γ空间中的原点０．

当特征空间γ仅包含一个匹配键α时，由于μ

接近于原点０，序偶的离群距离可由匹配键上的相

似度近似表示，即犇犆（犘犃犅）≈α（犘犃犅），序偶相似度α

（犘犃犅）较高时，其离群距离越大．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

配效果与基于匹配键α的匹配效果等同（当满足０≈

２μ＜α（犘犃犅）＜１，证明见附录Ａ推论１）．

当特征空间γ中包含较多的匹配键时，序偶的

离群距离不会因为个别匹配键上的数据错误或者数

据缺失而引发较大的偏差，其稳定性更好．实验结果

也表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果优于基于单一匹配

键的匹配效果．

５２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狏狊．基于概率的算法

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模型
［５］是基于概率的实体匹配算

法的经典模型．ＦＥＢＲＬ
［６］对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模型提

供了算法实现，文献［１７］已经对ＦＥＢＲＬ中Ｆｅｌｌｅｇｉ

Ｓｕｎｔｅｒ算法的有效性做出了测评，本小节仅以文献

［１７］（Ｔａｂｌｅ４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中的

Ｆ１评测结果作为评测基准（Ｆ１是同时考虑了“准确

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查全率／Ｒｅｃａｌｌ”的综合性指标），分

析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效果．表４分别列出了ＯＤｅｔｅｃ算

法与ＦＥＢＲＬ中的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算法的匹配效果，

对比项为最大Ｆ１值（单位（％））．

从表４可以看出，ＯＤｅｔｅｃ实体匹配算法的匹配

效果要好于 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ＦＥＢＲＬ中的实现）算

法．尽管商品数据集中的文本属性存在着表达多样

性问题，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表２的３个数据集的最大Ｆ１

值分别达到了８０．０％、６０．６％和８３．１％，较之Ｆｅｌｌｅｇｉ

Ｓｕｎｔｅｒ模型，最大Ｆ１值分布提升了４３．３％、６．８％

和１．２％．

表４　犗犇犲狋犲犮狏狊．犉犈犅犚犔犉犲犾犾犲犵犻犛狌狀狋犲狉（最大犉１值）

（单位：％）

算法 犃犫狋犅狌狔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ＯＤｅｔｅｃ ８０．０ ６０．６ ８３．１

ＦＥＢＲＬ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 ３６．７ ５３．８ ８１．９

ＦｅｌｌｅｇｉＳｕｎｔｅｒ算法要求属性之间满足条件假

设，而在真实数据集中条件假设并不满足，由训练数

据得到的权重并不是真实数据中的最优权重，而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通过主成分分析，避免了属性之间的相

关性带来的影响．

５３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狏狊．基于学习的算法

ＦＥＢＲＬ
［６］同时提供了对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算

法的实现，用于学习实体匹配器组合；ＭＡＲＬＩＮ
［７］

提供了基于决策树（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和支持向量机

（ＳＶＭ）算法的实现．与５．２节一样，本小节仅使用

文献［１７］（Ｔａｂｌｅ４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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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Ｆ１值数据作为评测基准，表５分别列出了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与３种基于学习的实体匹配算法的最

大Ｆ１值．

　表５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狏狊．基于学习的（最大犉１值）（单位：％）

算法 犃犫狋犅狌狔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ＯＤｅｔｅｃ ８０．０ ６０．６ ８３．１

ＦＥＢＲＬＳＶＭｃｏｍｂ． ７１．３ ６０．１ ８７．６

ＭＡＲＬＩＮＡＤＴｒｅｅｃｏｍｂ ５４．８ ５０．５ ８２．９

ＭＡＲＬＩＮＳＶＭｃｏｍｂ． ７０．８ ５９．９ ８９．４

在文献数据集上，实体之间的规律性较强，基于

学习的算法可通过标注数据，训练出较好的分类器；

而在商品数据集中，基于学习的算法无法训练出

很好的分类器．从表５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文献

数据集上，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效果略逊于ＦＥＢＲＬＳＶＭ

和ＭＡＲＬＩＮＳＶＭ，却好于 ＭＡＲＬＩＮＡＤＴｒｅｅｃｏｍｂ；

而在犃犫狋犅狌狔 和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商品数据集上，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果优于基于学习算法的匹配

效果．在文献数据集上，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最大Ｆ１值较

之ＦＥＢＲＬ（ＳＶＮ）和 ＭＡＲＬＩＮ（ＳＶＮ）方法，分别低

４．５％和６．３％，而较之 ＭＡＲＬＩＮ（ＡＤＴｒｅｅ），则提

升了０．２％；而在商品数据集上，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与最

好的基于学习的算法相比，其最大Ｆ１值分别提升

了８．７％和０．５％．上述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即使在

有数据质量缺陷的数据集上，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

果依旧有很强的稳健性．另外，与基于学习的算法相

比，ＯＤｅｔｅｃ算法没有标注数据的成本．

５４　各主成分的匹配有效性对比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采用奇异值分解方法将序偶的匹

配矢量γ（犘犃犅）转化为主成分矢量γ犓（犘犃犅）．图５

（ａ），图５（ｂ）和图５（ｃ）分别列出了以不同的主成分

作为匹配特征时，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果．犆１，犆２和

犆３是分别以第一、第二和第三主成分作为匹配特征

时，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准确率．

通过实验对比发现，相对于犆２和犆３，第一主成分

犆１在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和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数据集上均取得了最好的准确率．从式（５）可得，方

差越大，对离群距离贡献率越大．由于犆１具有最

大的方差，相对于犆２和犆３，在第一主成分犆１上的投

影分量是离群距离犇犆（犘犃犅）更好的近似表示．而表６

表６　犆１／犆２／犆３的最大犉１值 （单位：％）

排序基准 犃犫狋犅狌狔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犆１ ８０．０ ６０．６ ８３．１

犆２ ４７．１ ３９．５ ４３．２

犆３ ６９．２ ４３．８ ８１．０

图５　有效性对比

的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犆２和犆３，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以

犆１作为匹配特征，其匹配效果达到最好．

５５　主成分个数犓对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的有效性影响

本小节实验主要比较不同的主成分个数犓 对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匹配效果的影响．在上述实验中，我们

默认仅使用第一主成分，也即取主成分个数犓＝１．

表６（ａ）、表６（ｂ）和表６（ｃ）分别测评了犓 取不同值

（１／２／３）时，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在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和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上的准确率．犠犛１／犠犛２／

犠犛３分别对应于 犓＝１／２／３时，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准

确率．

５．４节的结论表明，第一主成分犆１上的离群距

离分量是对离群距离较好的近似表示，而递增主成

分个数犓 的取值，近似离群距离越来越逼近真实离

６０２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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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准确率

群距离．通过对比图６（ａ）、图６（ｂ）和图６（ｃ）发现，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仅使用第一个主成分就已经能够达到

较好的匹配效果；递增主成分 Ｋ的个数，对实体匹

配的效果几乎没有提升，这证实了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

稳定性和健壮性．但由于实验数据集有限，同时数据

集中包含的属性列有限，本小节的实验结果仅能证

实在ＯＤｅｔｅｃ实体匹配算法中，使用近似离群距离

的有效性，而关于主成分个数的选取的详细策略可

参考文献［１９］．

５６　犅犾狅犮犽犻狀犵技术对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的影响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１６］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种流行的实体匹

配算法中，本小节将测评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技术对于ＯＤｅｔｅｃ

算法的影响．

５．１节的结论中提到：当｜犚犃｜和｜犚犅｜较大时，

那么有｜犛犕｜｜犛犖｜，样本中心点μ接近于特征空间

γ中的原点０．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技术可以有效地过滤掉不匹

配序偶子集犛犖中的部分序偶，这仅会使中心点μ在

特征空间γ中的坐标发生轻微的偏移Δ．

仅当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技术过滤掉绝大多数不匹配序

偶，使得｜犛犕｜和｜犛犖｜相当时，中心点μ才会发生明

显的偏移；否则，轻微的偏移量Δ对｜犛犕｜中序偶的

离群距离计算和排序带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图７展示了运用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技术前后，ＯＤｅｔｅｃ算

法的匹配效果对比图：犆１的方案首先对犖犪犿犲属性

文本进行分词，然后运用Ｂｌｏｃｋｉｎｇ分组技术，使得

只有具有共同Ｔｏｋｅｎ的序偶才作为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

输入；而犉犆１则直接将犛犃犫狋×犅狌狔中所有序偶都作为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输入．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技术在降低序偶个数的同时 （序偶数从１１６８４４０减

少到５１９２８９），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匹配效果并未受到影

响，这也进一步表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稳定性．

图７　犃犫狋犅狌狔中Ｂｌｏｃｋｉｎｇ对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影响

５７　匹配键剪枝对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的影响

表７分别列出了犃犫狋犅狌狔、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和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数据集中匹配序偶在相关匹配键上

的相似度的标准差．序偶在复合匹配键上的方差小于

各原子匹配键上的方差．上述３个数据集上，４．２节

所描述的两种匹配键剪枝方案产生的最终结果是相

同的：复合匹配键具有最小的方差，可以被剪枝．

表７　相关匹配键上的的标准差

数据集 匹配键 标准差 方差贡献率／％

犃犫狋犅狌狔 犇 ０．０３８５ ２４．８７

犃犫狋犅狌狔 犖 ０．０６６３ ７３．７４

犃犫狋犅狌狔 犇犖 ０．００９１ １．３９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 ０．０３０７ ２０．５７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犖 ０．０５９３ ７６．７４

犃犿犪狕狅狀犌狅狅犵犾犲 犇犖 ０．０１１１ ２．６９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犃 ０．０５１６ ５７．７０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犜 ０．０４１８ ３７．８７

犇犅犔犘犛犮犺狅犾犪狉 犃犜 ０．０１４３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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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匹配键上的方差在上述３个数据集上的方

差贡献率分别为１．３９％、２．６９％和４．４３％．接下来，

我们对比匹配键剪枝对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影响：图８

（ａ）、图８（ｂ）和图８（ｃ）分别是上述３个数据集上，复

合匹配键被剪枝前后，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实体匹配效果．

图８　匹配准确率

在图８（ａ）中，ＯＤｅｔｅｃ（犇／犖／犇犖）表示复合匹配

键犇犖 未被剪枝前的实体匹配准确率，而 ＯＤｅｔｅｃ

（犇／犖）表示复合匹配键犇犖 被剪枝后的实体匹配

准确率．通过对比发现，方差较小的复合匹配键犇犖

被剪枝，对ＯＤｅｔｅｃ算法准确率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图８（ｂ）和图８（ｃ）也支持相同的结论．

５８　犗犇犲狋犲犮算法的扩展性能

本小节讨论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扩展性能，表８列出

表８　实验运行环境

实验参数 配置

数据集 犃犫狋犅狌狔

ＣＰＵ Ｉ５４２１０Ｍ

ＲＡＭ １６ＧＢ

ＯＳ Ｕｂｕｎｔｕ１５．０４６４ｂｉｔ

ＪＤＫ ＯｐｅｎＪＤＫ１．８

Ｓｐａｒｋ １．５

Ｍｏｎｇｏｄｂ ２．６

了扩展性实验的参数配置．

图９给出了序偶规模和运行时间的关系图，图

中的点线为线性参考标线．

图９　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扩展性能

４．１节已给出：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的复杂度为犗（狀（犱犆＋

犱２＋ｌｏｇ（狀）））．在犃犫狋犅狌狔 数据集上的实体匹配应

用场景中，属性相似度的平均计算代价犆为常数，犱

为给定的特征空间维度常数，狀为序偶数．当犱犆＋

犱２ｌｏｇ（狀）时，ＯＤｅｔｅｃ的算法复杂度退化为犗（狀），运

行时间随着序偶规模狀呈近似的线性增长，如图９中

序偶规模狀位于区间（０，４００×１０５）的部分；随着序

偶规模狀的继续增大，当犱犆＋犱２与ｌｏｇ（狀）相当时，

ＯＤｅｔｅｃ的算法复杂度介于犗（狀）与犗（狀（ｌｏｇ（狀）））之

间，如图９中序偶规模狀位于区间（４００×１０５，１０００×

１０５）的部分；当犱犆＋犱２ｌｏｇ（狀）时，ＯＤｅｔｅｃ的算法

复杂度上限为犗（狀（ｌｏｇ（狀）））．

另外，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中矩阵的奇异值分解（ＳＶＤ）

和矩阵乘法均可由Ｓｐａｒｋ实现平台实现，因此ＯＤｅｔｅｃ

算法具备很好的扩展性．

６　总　结

在文献［１７］的总结与展望中提到过，商品数据

集上的实体匹配任务具有相当的挑战性．针对此问

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离群点检测的 ＯＤｅｔｅｃ实体匹

配算法．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使用离群距离作为序偶排序的

基准：离群距离越大，表明序偶中的记录匹配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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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较之目前流行的实体匹配算法，ＯＤｅｔｅｃ实体

匹配算法具备以下优点：

（１）ＯＤｅｔｅｃ算法自动选取匹配特征：通过剪枝

技术保留信息量（方差）较大的匹配键作为匹配

特征．

（２）ＯＤｅｔｅｃ算法以特征空间中的离群距离作

为度量手段，能够容忍部分的数据错误和缺失，稳健

性较好．

（３）ＯＤｅｔｅｃ算法突破了条件独立假设的限制且

无需训练数据，具备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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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下面给出两个假设：

假设１．　给定序偶犘犃犅＝（狉１，狉２），其中狉１∈犚１，狉２∈

犚２，犛犻犿犇为犘犃犅在属性犇 上的相似度．当狓１∈犛犻犿犇，狓２∈

犛犻犿犇，且满足０＜狓１＜狓２１时，有犘（犘犃犅∈犛犕｜犇（犘犃犅）＝

狓１）＜犘（犘犃犅∈犛犕｜犇（犘犃犅）＝狓２）成立，其中犛犕为匹配序偶

集合，犇（·）为属性犇上的相似度函数．属性相似度越高，序

偶犘（犘犃犅∈犛犕）的概率越高．

假设２．　给定数据表犚１和犚２以及属性犇，序偶在犇属

性上的相似度犛犻犿犇服从正态分布犖（μ，σ
２）．

根据上述两个假设，有如下推论成立．

推论１．　在一维匹配向量中，序偶的离群距离越大，匹

配的概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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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假设犛犻犿犇满足假设１和假设２时，那么当０＜２μ＜狓１＜

狓２１时，有

　犇（狓１）＜犇（狓２）狓１＜狓２

　犘（犘犃犅∈犛犕｜犇（犘犃犅）＝狓１）＜犘（犘犃犅∈犛犕｜犇（犘犃犅）＝狓２）

成立（见附图１），其中犇（狓）＝‖狓－μ‖２．

附图１　犛犻犿犇 高斯拟合示例图

证毕．

推论２．　在一维匹配向量中，匹配特征的概率密度越

低，序偶匹配的概率越高．

证明．　

根据正态分布的定义

犘犇犉（狓）＝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

狓－μ（ ）
σ

（ ）
２

，

当２μ＜狓１＜狓２１时，有

狓１ ＜狓２犘犇犉（狓１）＞犘犇犉（狓２）

成立，其中犘犇犉（·）为概率密度函数．结合假设１可得，当

２μ＜狓１＜狓２１时，有

犘（犘犃犅∈犛犕狘犇（犘犃犅）＝狓１）＜犘（犘犃犅∈犛犕狘犇（犘犃犅）＝狓２）

犘犇犉（狓１）＞犘犇犉（狓２）

成立． 证毕．

　　推论３．　在高维匹配向量中，序偶离群距离越大，匹配

的概率越高．

　　证明．　

根据正态分布的定义

犘犇犉（狓）＝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

狓－μ（ ）
σ

（ ）
２

，

ｌｎ（犘犇犉（狓））＝－
１

２
ｌｎ（２π）－ｌｎ（σ）－

１

２

狓－μ（ ）
σ

２

．

　　下面我们证明在二维匹配特征向量中，序偶的离群距离

越大，匹配的概率越高．

已知犡和犢 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属性，序偶在犡 和犢 上

的相似度服从正态分布：（狓，狔）～（犖（μ１，σ
２
１），犖（μ２，σ

２
２）），狑１

和狑２分别为犡和犢 在实体匹配过程中的权重，令

ｌｎ（犘犇犉（狓，狔；狑１，狑２））＝狑１·ｌｎ（犘犇犉（狓））＋狑２·ｌｎ（犘犇犉（狔））

则有

ｌｎ（犘犇犉（狓，狔；狑１，狑２））

＝－
１

２
［（狑１＋狑２）ｌｎ（２π）］－狑１ｌｎ（σ１）－狑２ｌｎ（σ２）

－
１

２
狑１·

狓－μ１

σ（ ）
１

２

＋狑２·
狔－μ２

σ（ ）
２

［ ］
２

成立．令狑１＝σ
２
１
和狑２＝σ

２
２
，可得

犘犇犉（狓，狔；狑１，狑２）∝ｅｘｐ －
１

２
犇（狕）（ ）２ ，

其中狕＝（狓，狔），犇（·）为离群距离函数．

结合推论２，可得，当２μ＜狕１＜１和２μ＜狕２＜１时，有

犇（狕１）＜犇（狕２）

犘（犘犃犅∈犛犕狘犇（犘犃犅）＝狕１）＜犘（犘犃犅∈犛犕狘犇（犘犃犅）＝狕２）

成立．当｜犚１｜和｜犚２｜较大时，中心点μ≈０，上述推论可以推

广到整个特征空间上（０＜狕１＜１，０＜狕２＜１）；高维空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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