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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索引树的带通配符序列模式挖掘算法
王　乐１），２）　王　水１）　刘胜蓝２）　王辉兵２）

１）（宁波财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宁波　３１５１７５）
２）（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辽宁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　随着有序时间序列数据的出现，序列模式挖掘成为数据挖掘领域的一个分支．其中带通配符的序列模式
挖掘又是该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同时随着数据规模越来越大，算法的挖掘效率尤为重要．现有算法多采用
树型结构来实现数据的压缩表示，树的结构和模式匹配方法对挖掘效率有决定性的影响．该文首先设计一个新的
树结构索引树ＩＴｒｅｅ（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来维护原始序列数据以及序列模式和模式索引信息；然后在索引树的基础上，提
出一个新的带通配符的序列模式挖掘算法ＩＴＭ（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ｉｎｉｎｇ）．算法ＩＴＭ主要用
４个策略提高算法的挖掘效率：（１）将原始序列中相同项压缩到一个节点上，该节点只记录项在原始序列中的索
引；（２）采用迭代的方式，长度犽＋１的序列模式是用长度犽（犽＞０）的候选序列模式产生；（３）采用前缀树的结构，逐
层将犽＋１的候选序列模式压缩到索引树上，叶子节点上记录序列模式最后一项的索引；（４）整个挖掘过程，只用一
棵索引树．算法ＩＴＭ通过采用以上索引树压缩原始序列数据以及存储候选序列模式，有效地缩小搜索空间，从而
算法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另一种提高挖掘效率的思路，是在挖掘过程中允许有小部分的模式丢失，来换取挖掘效率
的大幅度提升，即所谓的近似模式挖掘．该文也给出了一个近似序列模式挖掘算法ＡＩＴＭ（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
ｂａｓ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ｉｎｉｎｇ），该近似算法通过估计超序列模式的支持数，将非候选节点提前删掉，减少索引树
上的节点个数，从而提高算法的时空效率；但是也因为估计的支持数可能会小于实际值，从而丢失了部分频繁的序
列模式．该文实验中，提出的两个算法分别与算法ＭＧＣＳ、ＭＡＰＢ和ＭＡＰＤ进行了对比实验，采用３个典型数据序
列进行测试，并设计了３组实验：（１）不同的最小支持度对算法的效率影响；（２）算法的扩展性；（３）通配符长度对算
法效率的影响．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文提出算法的有效性，时空效率得到一定的提高；针对不同的阈值，最小支持度越
小、原始序列长度越长、通配符长度越长，算法的时间效率提高幅度越大；同时近似挖掘算法的精确度接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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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３）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ｉｅ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ｓ，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ｒｔｈｅ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ｓｉｓｔｈｅ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ＩＴＭｉｓｕｐｔｏ１０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ｇａｐ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

１　引　言
模式挖掘是数据挖掘领域一种重要和基础的技

术，由最初的传统频繁模式［１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挖
掘不断扩展到不确定数据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ａｔａｓｅｔ）中
的频繁模式挖掘［４７］、带权重的频繁模式挖掘［８］、高
效用模式（ｈｉｇｈｕ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挖掘［９１２］、大数据下
的频繁模式挖掘［１３１４］以及序列模式（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挖掘［１５１６］等．

序列模式挖掘最早由Ａｇｒａｗａｌ和Ｓｒｉｋａｎｔ提
出［１７］，其任务是从序列数据集中发现所有频繁的模

式．序列模式挖掘广泛出现在股票分析及走势预测，
ＤＮＡ序列分析、疾病预测、大型购物数据分析等应用
领域中［１８１９］．如何在序列数据中找到频繁出现的序列
模式，是序列模式挖掘的主要任务之一［１５１６，２０２４］．

Ｗｕ等人［１５］指出带有通配符的序列模式挖掘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允许挖掘出序列模式中含有
灵活的通配符，不仅使序列模式挖掘具有理论研究
价值，也使其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如在文本索引和
生物信息学等领域．

但是序列模式中引入通配符后，使序列模式挖
掘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随着数据规模的增加，
挖掘算法的效率的提高是序列模式挖掘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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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１５１６，２０２２］，另外序列模式挖掘中的一个重
要工作是模式匹配，此后，Ｗｕ等人针对模式匹配问
题进行了研究，同时也给出了有效的模式匹配算
法［２５２６］．

在已有序列模式挖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
文首先给出一个树结构来存储原始序列索引信息
和序列模式的索引信息，该树结构命名为索引树
（ＩＴｒｅｅ，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然后给出一个基于ＩＴｒｅｅ的
序列模式挖掘算法ＩＴＭ（Ｉ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ｉｎｉｎｇ）．算法ＩＴＭ通过将序列中各项的索
引存放到一棵索引树ＩＴｒｅｅ上，然后访问树上相应
索引进行序列模式的匹配，不需要再访问原数据
集，同时通过索引进行模式匹配也缩小了搜索空
间，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算法的挖掘效率．在算法
ＩＴＭ的基础上，利用估计模式支持数进行剪枝的策
略，本文又给出一个近似的序列模式挖掘算法ＡＩ
ＴＭ（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ＩＴＭ）．

本文第２节给出序列模式挖掘的相关定义和相
关工作；第３节描述算法ＩＴＭ；第４节介绍一个近
似算法ＡＩＴＭ；第５节对算法进行复杂度分析；第６
节给出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第７节给出结论．

２　相关定义与相关工作
２１　相关定义

定义１．　在一个目标序列犛＝狊１狊２…狊狀中，其包
含的字符个数狀为其序列长度，序列犛的字符集
（也称为字符表）合记为Σ，犛中不同字符的个数记
为｜Σ｜．

例１．　一个ＤＮＡ序列片段犛＝狊１狊２狊３狊４狊５狊６狊７狊８
狊９狊１０狊１１狊１２狊１３狊１４狊１５＝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ｃａｇｃｃａｔ，其序列长度为
１５，字符表Σ＝｛ａ，ｃ，ｇ，ｔ｝，｜Σ｜＝４．

定义２．　通配符可以代表字符集中任意字符，
记为Φ．

定义３．　设长度为犿的一个模式犘＝狆１犵１狆２犵２…
狆犼…犵犿－１狆犿，其中犵犻（犻＝１，２，…，犿－１）是字符狆犻和
狆犻＋１之间的通配符个数，犵犻的取值区间为［犕，犖］（即
犵犻最小取值为犕，最大取值为犖），这里模式犘就称
为一个带通配符的序列模式或非固定间隔约束的序
列模式，这里简称为序列模式．

定义４．　假设犛中依次存在犿个字符狊犾１狊犾２…狊犾犿，
其中字符狊犾犻（犻＝１，２，…，犿）的下标犾犻为该字符在犛
中位置（或索引），只要前后两个字符下标值的范围

在［犕，犖］，则序列狊犾１狊犾２…狊犾犿是一个长度为犿的偏移
序列（ｏｆｆｓｅ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序列犛中模式犘的所有偏
移序列就是所有长度为｜犘｜的偏移序列，其个数记
为狅犳狊（｜犘｜，犛）．

例２．　在目标序列犛＝狊１狊２狊３狊４狊５狊６狊７狊８狊９＝
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ｃ中，当间隔约束［犕，犖］中的犕＝３，犖＝４，
则序列狊１狊５＝ｇｔ、狊１狊６＝ｇｃ、狊２狊６＝ａｃ、狊２狊７＝ａａ、狊３狊７＝
ａａ、狊３狊８＝ａｔ、狊４狊８＝ｔｔ、狊４狊９＝ｔｃ、狊５狊９＝ｔｃ是长度为２
的偏移序列，狅犳狊（２，犛）＝９；序列狊１狊５狊９＝ｇｔｃ是长度
为３的偏移序列，狅犳狊（３，犛）＝１．

定义５．　犛１＝狊犾１狊犾２…狊犾犿是犛中一个偏移序列，
犘＝狆１犵１狆２犵２…狆犼…犵犿－１狆犿是一个长度为犿的序
列模式，若狊犾犻＝狆犻（犻＝１，２，…，犿），则字符串犛１＝
狊犾１狊犾２…狊犾犿为模式犘在犛中的一次出现；同样满足上
述条件的字符串犛２＝狊狋１狊狋２…狊狋犿，只要犛１和犛２中存在
一个犻使狋犻≠犾犻，则犛２就称为是模式犘的另一次出
现，即犛１和犛２是模式犘在目标序列犛中的两次出
现；模式犘在犛中所有出现次数称为模式犘的支持
数，记为狊狌狆（犘，犛）．

定义６．　假设ρ为用户预定义的最小支持度，
若狉（犘，犛）＝狊狌狆（犘，犛）／狅犳狊（｜犘｜，犛）ρ，则模式犘
称为一个频繁序列模式；否则，模式犘为非频繁序
列模式．本文所研究的模式挖掘就是从序列中找出
所有狉（犘，犛）ρ的频繁序列模式．

定义７．　给定长度分别为犿１和犿２的模式犘１
和犘２，如果犘１是犘２的一个子串，则称犘２是犘１的超
模式，犘１是犘２的子模式；如果犘１和犘２的前犿２－１
个字符依次相同，则称犘１是犘２的前缀模式；如果犘１
和犘２的后犿２－１个字符依次相同，则称犘１是犘２的
后缀模式．

从定义４和５可知，狊狌狆（犘，犛）狅犳狊（｜犘｜，犛），
即０狉（犘，犛）１．设定模式犘的长度为犿，序列犛的
长度为狀，犠＝犖－犕＋１，犾１＝（狀＋犕）／（犕＋１），
犾２＝（狀＋犖）／（犖＋１），根据文献［１５］，目标序列犛
中长度为犿的偏移序列个数狅犳狊（犿，犛）的计算方法
如式（１）：
狅犳狊（犿，犛）＝
０， 犿＞犾１
（狀－（犿－１）（（犕＋犖）／２＋１））犠（犿－１），犿犾２
犮犪狀犫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犪狉犲犮狌狉狊犻狏犲犳狅狉犿狌犾犪狉，犾２＜犿犾
烅
烄

烆 １

（１）
引理１．　对任意长度为犿的模式犘１和其长度

为犿＋１的超模式犘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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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狌狆（犘２，犛）狊狌狆（犘１，犛）×犠［１５］．
证明．　令犛１＝狊犾１狊犾２…狊犾犿是模式犘１在目标序列

犛中的一个出现，模式犘１为模式犘２的一个前缀模
式，则犘２在序列犛中至多有犠个以犛１为前缀的超
模式，所以狊狌狆（犘２，犛）狊狌狆（犘１，犛）犠．同样地，当
犘１为模式犘２的后缀模式时，也可以得到相同的
结论． 证毕．

引理２．　如果一个长度为犿的序列模式犘的
支持率小于狀－（犱－１）（狑＋１）狀－（犿－１）（狑＋１）ρ（犱＞犿），那么它所
有的超模式都是非频繁的，其中犱表示最长的频繁模
式长度，狀表示主序列犛的长度，狑＝（犖＋犕）／２［１５］．

证明．　根据引理２的条件可知狊狌狆（犘，犛）狅犳狊（｜犘｜，犛）＜
狀－（犱－１）（狑＋１）
狀－（犿－１）（狑＋１）ρ．

假设模式犙是犘的一个长度为犽（犿＜犽犱）
的超模式，根据偏移序列计算公式（１）可以推断出
狅犳狊（｜犘｜，犛）＝（狀－（犿－１）（狑＋１））犠犿－１和狅犳狊（｜犙｜，
犛）＝（狀－（犽－１）（狑＋１））犠犽－１．由引理１可得到
狊狌狆（犙，犛）狊狌狆（犘，犛）犠犽－犿，所以
狊狌狆（犙，犛）
狅犳狊（｜犙｜，犛）

狊狌狆（犘，犛）
狅犳狊（｜犘｜，犛）·

狀－（犿－１）（狑＋１）
狀－（犽－１）（狑＋１）

狊狌狆（犘，犛）狅犳狊（｜犘｜，犛）·
狀－（犿－１）（狑＋１）
狀－（犱－１）（狑＋１）＜ρ．

由此引理２得证． 证毕．
引理３．　假设犘是一个长度为犿的序列模

式、目标序列犛中最长频繁序列模式的长度为犱、

β＝狀－
（犱－２）狑

狀－（犱－１）狑＞１（犱＞犿），如果狉（犘，犛）β
犱－犿＜ρ，

则模式犘不存在超序列模式（超频繁序列模式）．
证明．　假设犙是犘的一个长度为犽（犿＜犽

犱）的超模式，则
狉（犙，犛）＝狊狌狆（犙，犛）狅犳狊（｜犙｜，犛）

狊狌狆（犘，犛）狑犽－犿
狀－（犽－１）狑犽－１

＝狉（犘，犛）·狀－（犿－１）狑狀－（犽－１）狑
＝狉（犘，犛）·狀－（犿－１）·狑狀－犿·狑·狀－犿狑

狀－（犿＋１）狑·
狀－（犿＋１）狑
狀－（犿＋２）狑…

狀－（犽－２）狑
狀－（犽－１）狑

＜狉（犘，犛）β犽－犿．
其中，由于α＝狀－（犿－１）狑狀－犿狑＞１，所以狉（犘，犛）β＜

狉（犘，犛）β２＜…＜狉（犘，犛）β犽－犿．因此可以推出当
狉（犘，犛）β犱－犿＜ρ，模式犘不存在超频繁序列模式．

证毕．

定义８．　一个长度为犿的序列模式犘的支持
率小于狀－（犱－１）（狑＋１）狀－（犿－１）（狑＋１）·ρ或狉（犘，犛）β

犱－犿（β见
引理３），则该序列模式称为非候选序列模式（当
犿＝１时，称为非候选项），否则称为候选序列模式（当
犿＝１时，称为候选项）．

定义９．　一个长度为犿的序列模式的候选支
持率记为ρ（犿）＝狀－

（犱－１）（狑＋１）
狀－（犿－１）（狑＋１）·ρ．

２２　相关工作
序列模式挖掘的约束条件主要有３个［２５］：间隔

约束（ｇａｐ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模式重叠
约束（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和一次出现约束（ｏｎｅ
ｏｆ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本文主要研究具有间隔约束、可以重
叠、并且满足非一次出现的序列模式挖掘．而这类序
列模式的支持数计算复杂度较高，算法的效率尤为
重要．
Ｚｈａｎｇ等人［１６］最先提出了带有间隔约束的序

列模式挖掘问题，并给出了第一个挖掘算法ＭＰＰ．
算法ＭＰＰ采用类Ａｐｒｉｏｒｉ性质进行序列模式挖掘，
首先扫描序列犛产生长度为３的频繁序列模式集
犔３和候选序列模式集犆犔３；然后用长度为犽（犽＞２）
的候选序列模式来产生长度为犽＋１的候选序列模
式集犆犔犽＋１，再计算候选模式集中每个模式的支持
率，将不小于最小支持率的模式放到频繁序列模式
集合中；直到某个犽值使候选序列模式集犆犔犽＋１为
空为止．算法ＭＰＰ利用一种称为部分索引列表的
结构来维护每个模式第一项对应的所有坐标及每个
坐标下该模式对应的支持数，因此该算法计算每个
候选项的支持率的时候不需要再次扫描原始序列，
因此该算法的主要缺点为耗费大量空间来存储所有
模式的索引列表，同时也影响了算法的时间效率．

算法ＧＣＳ［２１］将一个长度为犿的模式犘与长度
为狀的序列犛的匹配关系用一个犿×狀的矩阵来表
示，尽管计算模式的支持数的效率提高了，但是算法
的效率仍不理想．在算法ＧＣＳ的基础上，算法
ＭＧＣＳ给出了改进，在模式犘及其犿×狀的矩阵的
基础上，同时计算模式犘的所有以犘为前缀、长度
为犿＋１的超模式的支持数，因此算法ＭＧＣＳ的时
空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算法Ａｍｉｎ［２０］采用类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层次挖掘
特点，首先产生长度为１的频繁项；然后用频繁项与
序列中所有的项组合产生长度为２的频繁序列模
式；然后重复地用长度为犽的频繁序列模式分别与
序列中所有项组合产生长度为犽＋１的频繁序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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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集犔犽＋１，直到某个犽值使犔犽＋１为空为止．相比算
法ＭＰＰ和ＭＧＣＳ，算法Ａｍｉ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检
索空间，但同时也会导致一些频繁序列模式没有被
挖掘到．

Ｗｕ等人［１５］提出算法ＭＡＰＢ和ＭＡＰＤ，这两
种算法都是利用网树来提高计算模式支持数的效
率，其中算法ＭＡＰＢ是采用广度优先搜索及创建新
的网树，算法ＭＡＰＤ是采用深度优先搜索及创建新
的网树．由于算法ＭＡＰＢ在挖掘的过程中，需要同
时维护较多的网树；相对ＭＡＰＢ算法，ＭＡＰＤ在挖
掘的过程中，同时维护树的棵数较少，导致算法
ＭＡＰＤ的空间消耗较少，并且ＭＡＰＤ的算法时间
效率也比ＭＡＰＢ也较高．和算法ＭＰＰ、ＭＧＣＳ和
ＡＭＩＮ相比，算法ＭＡＰＤ的时间效率提高幅度也
较高．

通过以上算法的分析，目前算法ＭＡＰＤ的时空
效率是较高的．本文提出的算法也将和该算法进行
实验对比．

３　算法犐犜犕
本文给出的算法ＩＴＭ首先通过一遍原始序列

的扫描，将序列中各项的索引存放到一棵索引树
ＩＴｒｅｅ上；然后通过ＩＴｒｅｅ，即可挖掘到所有的频繁
序列模式，不再需要扫描原数据集．
３１　树犐犜狉犲犲的节点结构

树ＩＴｒｅｅ中的节点结构分为３种：
（１）根节点ｒｏｏｔ（第１层节点）包含１个字段：

ｃｈｉｌｄ记录孩子节点．
（２）根节点的孩子节点（第２层节点）包含４个

字段：①ｉｔｅｍ记录节点的名字；②ＳＮ记录支持数；
③ＩＮＤ记录该节点对应项在原始序列中的下标列
表；④ｃｈｉｌｄ记录孩子节点．

（３）其余层节点记录包含４个字段：①ｉｔｅｍ记
录节点的名字；②ＳＮ记录支持数；③ＩＮＤ记录该节
点对应项在原始序列中的下标信息列表（下标信息
包含下标ｉｎｄ及其下标对应的支持数ｓｎ）；④ｃｈｉｌｄ
记录孩子节点．这里的ＩＮＤ字段和第１层节点结构
中ＩＮＤ不同，这里的ＩＮＤ包含下标和下标的相应
支持数．
３２　算法犐犜犕

描述算法之前，先给出算法中用到相关术语的
定义．

定义１０．　根节点ｒｏｏｔ到每个节点犖路径上
有序项组成的序列称为节点犖的模式，其中第犱

（犱＞０）层节点对应的序列长度为犱－１．
定义１１．第犱层上节点犖的支持率等于犖．犛犖／

狅犳狊（犱－１，犛）．
定义１２．一个节点的模式不是频繁的，则该

节点称为非频繁节点；若节点的模式是频繁的，则该
节点称为频繁节点；若节点的模式不是候选序列模
式，则该节点也称为非候选节点；若节点的序列是候
选序列模式，则该节点也称为候选节点．

算法１．　ＩＴＭ步骤如下：
步骤１．首先创建一个根节点ｒｏｏｔ；
步骤２．扫描一遍原始序列，将序列中所有不同的项添

加到ｒｏｏｔ的孩子节点中，同时将每项在原始序列中的下标
以及支持数存放到节点中；

步骤３．扫描一遍第２层的节点，将频繁节点对应的序
列模式保存到频繁序列模式集中，同时删除非候选节点；

步骤４．处理第２层中每个节点犖，假设犖上的项为犡：
子步骤４．１．项犡与第２层每个节点犖′上项犢组合，

产生序列犡犢；
子步骤４．２．序列犡犢的支持数可以根据节点犖和犖′

上索引信息进行计算（详见子算法ＣＳＮ）；
子步骤４．３．如果序列犡犢满足候选序列模式，则在项

犢的孩子节点上增加节点犖，并将支持数、对应的下标和其
支持数保存在节点犖上；

子步骤４．４．如果序列犡犢是一个序列模式，将其保存
到序列模式集合中．

步骤５．依次处理第犽（犽＞１）层中每个节点犖，假设节
点犖的序列模式为犡，犡′为犡的后缀模式：

子步骤５．１．序列模式犡与犡′的每个孩子节点犖′上
项犢组合，产生模式犡犢；

子步骤５．２．序列模式犡犢的支持数可以根据节点犖
和犖′上索引下标进行计算；

子步骤５．３．如果序列模式犡犢满足候选项集，则节点
犖上增加存放项犢的孩子节点，并将支持数、对应的下标和
其支持数保存在节点上；

子步骤５．４．如果序列模式犡犢的支持率不小于最小
支持率，则该序列就是一个频繁序列模式，将其保存到频繁
序列模式集合中；

步骤６．循环执行第５步，直到第犽层没有节点为止．
子算法犆犛犖．　ＣＳＮ（犐犖犇１，犐犖犇２，犐犖犇３，犇）．
输入：节点犖１和犖２的下标列表犐犖犇１和犐犖犇２，初

始值为空的下标列表犐犖犇３，节点犖１的层次犇
输出：支持数犜狊狀
犼１＝０，犜狊狀＝０；
ｆｏｒ犻＝０ｔｏ犐犖犇２．ｓｉｚｅ（）／／犐犖犇２．ｓｉｚｅ（）表示列表

犐犖犇２中下标个数
　犻狀犱２＝犐犖犇２［犻］；
狊狀＝０；
ｆｏｒ犼＝犼１ｔｏ犐犖犇１．ｓ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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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犻狀犱１＝犐犖犇１［犼］；
／／犐犖犇２［犻］．ｉｎｄ表示列表犐犖犇２中第犻个位置存
放的下标

ｉｆ（犐犖犇２［犻］．ｉｎｄ－犐犖犇１［犼］．ｉｎｄ＜犕）ｂｒｅａｋ；
ｅｌｓｅｉｆ（犐犖犇２［犻］．ｉｎｄ－犐犖犇１［犼］．ｉｎｄ＞犖）
　犼１＝犼；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ｅｌｓｅ
　ｉｆ（犇＝＝１）狊狀＋＋；
ｅｌｓｅ狊狀＝狊狀＋犐犖犇１［犻］．ｓｎ；
／／犐犖犇２［犻］．ｓｎ表示列表犐犖犇２中第犻个下标对
应的支持数

ｉｆ（狊狀＞０）
　犐犖犇３．ａｄｄ（犻狀犱２，狊狀）；／／将新产生的下标及其支

持数存放到犐犖犇３中
犜狊狀＝犜狊狀＋狊狀；

Ｒｅｔｕｒｎ犜狊狀；
３３　算法犐犜犕的实例

这里以犛＝狊１狊２狊３狊４狊５狊６狊７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１１狊１２狊１３狊１４狊１５＝
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ｃａｇｃｃａ为例说明ＩＴＭ的挖掘过程．这里设
定犕＝３，犖＝５，ρ＝１４％．

步骤１．创建一根节点ｒｏｏｔ；
步骤２．采用３．１节中步骤２的方式，得到一棵如图１

（ａ）所示的树，如节点“ａ”上的“５”表示项ａ的支持数，
“｛（２，１），（３，１），（７，１），（１０，１），（１４，１）｝”表示这５次分别出
现的下标位置和相应位置的支持数（第２层节点上的支持数
１可以省掉）．

图１　ＩＴｒｅｅ的创建
步骤３．“ｇ”节点的支持率低于设定的阈值，则将该节

点删除．
步骤４．采用３．１节中步骤４的方式，节点ａ上的项“ａ”

分别和第２层节点上的项（即“ａ”、“ｃ”、“ｔ”）进行组合产生序
列模式，如产生序列模式“ａａ”，然后根据节点“ａ”下标列表
（图１中第２层），用算法ＣＳＮ计算序列模式“ａａ”的支持数、

及该模式中第二个“ａ”出现的下标和相应下标位置的支持
数．如图１（ｂ）第３层节点“ａ”上的“３，｛（７，２），（１４，１）｝”，其中
数字“３”表示模式“ａａ”的支持数；“（７，２）”中的“７”表示模式
“ａａ”中第２个“ａ”（狊７）的下标，（７，２）”中的“２”表示有２个“ａ”
分别和狊７组合产生模式“ａａ”（狊２狊７，狊３狊７）．

如图１（ｂ）上第３层节点“ｃ”，首先根据节点“ａ”和“ｃ”上
的下标列表（图１中第２层），用算法ＣＳＮ计算序列模式
“ａｃ”的支持数及该模式中最后一项“ｃ”出现的下标和相应下
标位置的支持数．“ａｃ”的支持数为３，该模式中最后一项“ｃ”
出现的下标和相应支持数为“｛（６，１），（９，１），（１２，１）｝”，其中
“（６，１）”中的第一个数字“６”表示下标，“１”表示该下标下对
应１次“ａｃ”的出现（狊２狊６）；由于序列模式“ａｃ”的支持率不低
于候选支持率，即可能存在以该模式为前缀的超集序列模式
是频繁的，因此节点“ａ”增加存放项“ｃ”的孩子节点；根据模
式“ａｃ”的支持数可以计算到该模式的支持率低于最小支持
率，因此该模式不是频繁序列模式．同样的方法，节点“ａ”上
增加了３个孩子节点，节点“ｔ”上增加了２个孩子节点，结果
如图１（ｂ）中第３层节点所示．

步骤５．采用３．１节中步骤５的方式，依次处理第３层
节点．如第３层最左边的节点“ｃ”，该节点的序列模式为
“ａｃ”，其后缀模式“ｃ”没有孩子节点（见图１（ｂ）第２层节点
“ｃ”），即不可能有以“ａｃ”为前缀的频繁序列模式，所以该节
点“ｃ”没有孩子节点．第３层节点“ｔ”的序列模式是“ａｔ”，其后
缀模式“ｔ”的孩子节点包含２个（见图１（ｂ）第２层节点“ｔ”的
２个孩子节点），即以“ａｔ”为前缀的序列模式只可能是“ａｔｃ”
和“ａｔａ”；根据节点“ｔ”（第３层）和“ｃ”（第２层节点ｔ的孩子
节点“ｃ”）上的下标列表，用算法ＣＳＮ计算序列模式“ａｔｃ”的
支持数为４，则该序列的支持率低于候选支持率，因此序列
模式“ａｔｃ”不是频繁的，同时也不会产生以该模式为前缀的
频繁序列模式．同样的方式处理第３层其余节点，结果每个
节点都没有孩子节点产生，即没有第４层节点产生，则算法
执行完毕．

４　算法犃犐犜犕
根据定义３，一个长度为犿的序列模式犘（假设

犘的最后一个字符是“ｘ”）的任一超序列模式犙＝
“犘ｙ”（犙长度为犿＋１）的个数最多为狊狌狆（犘，犛）×
犠，当狊狌狆（犙，犛）＝狊狌狆（犘，犛）×犠，即在目标序列犛
中，任一模式犘出现的后面犠字符都是“ｙ”，实际
上，假定每个字符在犛中出现概率相同，则任一个
字符“ｘ”后的犠个字符中“ｙ”个个数为犠／｜Σ｜，因
此用狊狌狆（犘，犛）×犠来估计犙的支持数会和实际值
差距较大，从而算法ＩＴＭ在挖掘序列模式的过程
中，ＩＴｒｅｅ上会维护一些不会产生频繁序列模式的
节点，影响降低了算法的时空效率．

为此，在算法ＩＴ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近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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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当ＩＴｒｅｅ每增加一层节点，都可以计算出模式
“ｘ”和“ｘ”（“”指原序列犛中任一字符，即通配
符）的支持数．在给节点“ｘ”（节点“ｘ”的序列模式为
犘）增加孩子节点后，存在一个支持数狊狌狆（犘ｙ，犛）最
大的孩子节点“ｙ”，即可得到一个数值α＝狊狌狆（犘ｙ，
犛）／狊狌狆（犘，犛）（由于每处理完一个节点时，都会得到
一个新的α值，如果新得到的值大于原来的值就进
行更新来记录最大值）；当算法ＩＴＭ再处理下一个
节点时，就可以用α来代替引理２中的犠来判断是
否是候选模式，从而可以提前将一些非频繁的节点
删除，减少空间需求，同时也减少算法下一步的计
算量．

为了区别于ＩＴＭ，这里将改进后的近似算法记
为ＡＩＴＭ．

５　算法复杂度分析
假设目标序列犛的长度为狀，间隔约束为

［犖，犕］，设狑＝犕－犖＋１，以下分别从时间和空间
复杂度对算法１进行分析．

（１）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在算法ＩＴＭ，产生一个２项模式，需要用两个项

的下标列表进行计算，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犾１（狑／
｜Σ｜）），其中犾１表示这两项下标列表的最小长度；若
产生一个３项模式，在算法１中，仍然需要两个下标
列表计算，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犾２（狑／｜Σ｜）），其中犾２
表示这两项下标列表的最小长度；若一个模式长度
为犱，假设犾１，犾２，犾３，…，犾犱的均值为犔，则计算该长度
为犱的模式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犱犔（狑／｜Σ｜））．在算
法ＩＴＭ中，每一个最长的模式对应树ＩＴｒｅｅ上的
一个叶节点，假设叶子节点为犵个，则算法ＩＴＭ的
时间复杂度为犗∑

犵

犻＝１
犱犻犔犻狑／｜Σ（ ）｜（犱犻表示第犻个模

式的长度，犔犻表示产生第犻个模式需要匹配下标列表
的平均长度），一般情况下，从根到叶子的枝上包含多
个频繁序列模式，即犵小于频繁序列模式个数．

（２）算法的空间复杂度分析
算法ＩＴＭ的主要空间消耗在ＩＴｒｅｅ树上，该

树维护２类信息，一类是节点名、父节点、孩子节点，
其空间复杂度为犗（犖），其中犖表示树上的节点个
数；另一类信息为下标列表信息，该类信息只存放到
叶节点和第２层节点上，假设下标列表平均长度为
狀／｜Σ｜，叶节点和第２层节点总数为犌，则其空间复杂
度为犗（犌狀／｜Σ｜），即算法１的空间复杂度为犗（犖＋
犌狀／｜Σ｜）．

针对算法ＡＩＴＭ，引其提前对节点的模式进行
估计，判断其是否会存在超序列模式，若不存在，则
不需要保存下标列表，即是叶节点，也不需要保存下
标列表，该节点也不会再继续参与模式挖掘，该节点
也可从树上删除．因此算法ＡＩＴＭ的时空复杂度都
会低于算法ＩＴＭ．

６　实　验
６１　实验环境和参数设置

在本节中，对ＩＴＭ和ＡＩＴＭ、ＭＧＣＳ、ＭＡＰＢ、
ＭＡＰＤ这５个算法进行实验验证和算法性能对比．
对比的所有算法都是采用Ｊａｖａ编程语言实现．实验
平台：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８ＧＢＭｅｍｏｒｙ
（Ｊａｖａｈｅａｐｓｉｚｅｉｓ１．５Ｇ），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７
３６１２ＣＰＵ＠２．１０ＧＨｚ．

测试数据集采用文献［１５］中的数据集，共用３个
数据集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
ＡＬ１５８０７０和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Ｂ０３８４９０，数据集来
自于网站ｈｔｔｐ：／／ｗｕｃ．ｓｃｓｅ．ｈｅｂｕｔ．ｅｄｕ．ｃｎ／ｍｓｐｐ
ｗ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ｍ．另外从每个数据集第１个字符开
始，分别取长度不同的字符串组成不同的序列片段，
如表１所示．在本实验中，针对目标序列的长度不
同，对算法也进行性能测试．

表１　生物数据序列
序列片段 取自数据 序列片段长度
Ｓ１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 　１０００
Ｓ２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 ２０００
Ｓ３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 ４０００
Ｓ４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 ８０００
Ｓ５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Ｘ８２９１７４ １００１１
Ｓ６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Ｌ１５８０７０ ２００００
Ｓ７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Ｌ１５８０７０ ４００００
Ｓ８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Ｌ１５８０７０ ８００００
Ｓ９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Ｌ１５８０７０ １６７００５
Ｓ１０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Ｂ０３８４９０ １５０００
Ｓ１１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Ｂ０３８４９０ ３００００
Ｓ１２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Ｂ０３８４９０ ６００００
Ｓ１３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Ｂ０３８４９０ １３１８９２

在本文的实验中，同文献［１５］，将最大频繁模式
长度估计为１３，序列模式的最小间隔犕为９、最大
间隔犖为１２．

本文共设计了３组实验，一组测试最小支持度
对算法的影响；第二组测试数据规模对算法的影响；
最后测试通配符长度对算法效率的影响．
６２　不同的最小支持度对算法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最小支持度阈值会产生的序列模式
个数不同，阈值越小，产生的个数会越多，同样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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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运行时间也会随着阈值的降低而增加，第１个
实验测试了算法在不同阈值下的表现情况．数据
集采用３个原始数据集序列（即序列片段Ｓ５、Ｓ９
和Ｓ１３）．

实验结果如图２所示，正如预期的结果，算法
的运行时间都随着阈值降低而增加；当最小支持
度阈值取０．００５％时，算法ＭＡＰＢ和ＩＴＭ在执行
过程中发生了内存溢出，因此这两个算法没有执
行时间．

图２　不同最小支持度下的运行时间对比

从图２可以明显看出，本文给出的算法ＩＴＭ和
ＡＩＴＭ的时间效率较高，如最小支持度阈值为
０．０１５％时，在目标序列Ｓ５上，算法ＩＴＭ的运行时
间为０．６ｓ，算法ＡＩＴＭ的运行时间为０．３ｓ；在序
列Ｓ９上，算法ＩＴＭ的运行时间为１１．９ｓ，算法
ＡＩＴＭ的运行时间为４．９ｓ；在序列Ｓ１３上，算法
ＩＴＭ的运行时间为９．２ｓ，算法ＡＩＴＭ的运行时间
为４．４ｓ．

本文给出算法主要有效记录序列模式最后一个
字符在原序列中出现的位置，从而可以高效地计算
出超模式的支持数，从而使算法的时间效率较高；同
时本文给出的算法只需要记录树上最后一层节点上
记录序列模式在原序列中出现的位置，从而也有效
的提高了算法的空间效率；但是仍然在最小支持度
阈值取比较低的时候，如０．００５％时，算法ＩＴＭ在
序列Ｓ９和Ｓ１３上发生了内存溢出．

由于算法ＩＴＭ内存主要消耗在维护一棵索引
树上，而算法ＡＩＴＭ通过估计一个节点是否存在超
序列模式，就会提前将该节点从树上删掉，一方面降
低了空间需求，另外一方面也不再需要计算该节点超
序列模式的支持数，从而也提高算法的时间效率．从
实验结果上看，如图２所示，相对算法ＩＴＭ，算法ＡＩＴＭ
的时间效率基本上提高了１倍．尽管算法ＡＩＴＭ是一
个近似算法，该算法在３个数据集中的精确度都在
９９．８％以上，如图３所示，特别在ＡＬ１６７００５（Ｓ９）和
ＡＢ１３１８９２（Ｓ１３）上的精确度基本上都为１００％．

图３　不同最小支持度下的精确度

６３　算法扩展性
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特别是数据量越来越大的

情况下，算法的扩展性尤为重要，这里测试了算法在
的扩展性，如表１中已经划分好的序列片段（不同大
小）为测试数据，ρ＝０．０１５％，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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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算法扩展性

在相同的最小支持度阈值下，目标序列长度越
长，算法执行的时间越长，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明显
看出，随着字符串长度的增加，算法ＩＴＭ和ＡＩＴＭ
的运行时间增加较为缓慢，同时所需的执行时间
较少．

尽管数据规模增加，数据集中包含的序列模式
个数变化不大，如表２所示．由于索引树ＩＴｒｅｅ上
的节点个数和模式个数相关，当数据量变化时，树上

节点个数变化不大，只是最后一层记录序列模式在
原序列中位置会增多；因此随着数据量加大，本文给
出算法的运行时间增加较为缓慢．

表２　序列模式个数（犛１～犛５）

算法 序列长度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１１

ＩＴＭ ５３１９ ５１９１ ５２４６ ５１７６ ５１３９
ＡＩＴＭ ５３０４ ５１８０ ５２３０ ５１７４ ５１３８

在该实验中，由于算法ＡＩＴＭ有效地删除树上
的部分节点，算法ＡＩＴＭ较ＩＴＭ的运行时间效率
提高了１倍以上，同时算法的精确度也比较高，如
图５和表２所示，在３个数据集上的精确度都达到
了９９．６％以上，如当在目标序列Ｓ５上，ＡＩＴＭ算法
仅少挖掘到１个序列模式．

图５　不同序列片段下近似算法的精确度

６４　通配符长度对算法的影响
改变最小通配符个数犕，最大通配符个数犖不

变，即犠＝犖－犕＋１会随着犕的减少而增大，即
模式的支持数会随着犠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会导
致挖掘算法在计算序列模式支持数的计算量增
大，理论上，挖掘算法的时间效率会随着犠的增加
而降低．

在本组实验中，犖值固定为１２，犕依次取８、７、
６和５，即犠从５到８，另外分别取了两个不同的最
小支持度值进行了算法时间效率的实验对比，即
ρ＝０．０３５％和ρ＝０．０２５％．

实验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示，随着犠值的增
加，所有算法运行时间都随着犠值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算法ＩＴＭ、ＡＩＴＭ和ＭＧＣＳ运行时间增加比
较平稳，算法ＩＴＭ和ＡＩＴＭ的时间效率仍然比
较好．

在不同最小支持度阈值上的实验结果也一致，
当犠越大，算法的运行时间都会随之增加；另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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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通配符长度对算法的影响（ρ＝０．０３５％）

最小支持度阈值越小，挖掘算法的运行时间越长，这
里的实验结果仍然同６．２节实验中的结果．

７　结　论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带通配符的序列模式挖掘算

法ＩＴＭ，该算法通过一遍原序列的扫描，将产生的
频繁１项集及其在原序列中的索引保存在树上，在
此基础上产生长度为２的序列模式，并在原树上产

图７　通配符长度对算法的影响（ρ＝０．０２５％）
生一层新的节点记录长度为２的序列模式及其序列
模式索引信息；然后通过长度为２的序列模式和频
繁１项集产生长度为３的序列模式，并将其维护在
树上，依次类推，直到产生所有的序列模式．该算法
只在树上第１层和最后一层节点上记录序列模式的
索引信息．同时本文也给出一个剪枝策略，将估计不
会产生超序列模式的节点提前删掉，从而提高算法
的时空效率；并将该策略应用在算法ＩＴＭ，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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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近似算法ＡＩＴＭ．实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算法的有
效性，时空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给出的近似挖掘算
法的结果精确度接近１００％．

致　谢　感谢武优西老师在个人网站（ｈｔｔｐ：／／ｗｕｃ．
ｓｃｓｅ．ｈｅｂｕｔ．ｅｄｕ．ｃｎ／ｒｅｓｕｍｅ／）上提供了部分算法代
码和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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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算法．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５：１６１６１６２６）

［１１］ＦｅｎｇＬ，ＷａｎｇＬ，ＪｉｎＢ．ＵＴＴｒｅ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
ｕｔｉｌｉｔｙｉｔｅｍｓｅｔｓ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Ｉ＆ＥＩ），２０１３，１７（４）：５８５６０２

［１２］ＴｓｅｎｇＶＳ，ＳｈｉｅＢ，Ｗｕ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ｈｉｇｈｕｔｉｌｉｔｙｉｔｅｍｓｅｔ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５（８）：１７７２１７８６

［１３］ＲｉｏｎｄａｔｏＭ，ＤｅｂｒａｂａｎｔＪＡ，ＦｏｎｓｅｃａＲ，ｅｔａｌ．ＰＡＲＭＡ：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１ｓｔ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ＩＫＭ２０１２）．Ｍａｕｉ，ＵＳＡ，２０１２：８５９４

［１４］ＬｉｎＭ，ＬｅｅＰ，ＨｓｕｅｈＳ．Ａｐｒｉｏｒｉｂａｓ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ｔｅｍｓｅｔ
ｍ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ｕｒ，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２０１２：７６

［１５］ＷｕＹ，ＷａｎｇＬ，ＲｅｎＪ，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ｇａｐ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４１（１）：
９９１１６

［１６］ＺｈａｎｇＭ，ＫａｏＢ，ＣｈｅｕｎｇＤＷ，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ｉｔｈｇａｐ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ＣＭ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２００７，１（２）：７

［１７］ＡｇｒａｗａｌＲ，ＳｒｉｋａｎｔＲ．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５：３１４

［１８］ＨｕａｎｇＴＣ．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ｆｕｚｚｙ
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ｆ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０６８１０８６

［１９］ＬｉＺ，ＨａｎＪ，ＪｉＭ，ｅ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ｉｎｅ：Ｍｉｎｉｎｇ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２（４）：３７

［２０］ＭｉｎＦ，ＷｕＹ，ＷｕＸ．ＴｈｅＡｐｒｉｏｒ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ｇａｐ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
４（１）：１５３１

［２１］ＺｈｕＸ，ＷｕＸ．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ｇａｐ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Ｓ２）：Ｓ３

［２２］ＷｕＹ，ＴａｎｇＺ，Ｊｉ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ａｐ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２（５）：６３９６５８

［２３］ＹａｎｇＨａｏ，ＤｕａｎＬｅｉ，Ｈ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Ｔｏｐ犽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ｉｔｈｇａｐ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５，（１１）：２９９４３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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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皓，段磊，胡斌等．带间隔约束的Ｔｏｐ犽对比序列模式挖
掘．软件学报，２０１５，（１１）：２９９４３００９）

［２４］ＣｈａｉＸｉｎ，ＪｉａＸｉａｏＦｅｉ，ＷｕＹｏｕＸｉ，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ａｐｓ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５，（５）：１０９６１１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柴欣，贾晓菲，武优西等．一般间隙及一次性条件的严格模
式匹配．软件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０９６１１１２）

［２５］ＷｕＹ，ＳｈｅｎＣ，Ｊｉ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５８：１１５

［２６］ＷｕＹ，ＦｕＳ，Ｊｉ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ａｐ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２（３）：
５６６５８０

犠犃犖犌犔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８，Ｐｈ．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犠犃犖犌犛犺狌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７，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犔犐犝犛犺犲狀犵犔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４，Ｐｈ．Ｄ．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犠犃犖犌犎狌犻犅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９，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ｓｉｓｏｎ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ｉ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ｄａｔａ，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ｎｅｅｄｅｄ．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６］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Ｐ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ＧＣＳ［２１］ｕｓｅｄａｎ犿×狀ｍａｔｒｉｘ
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ａｔｔｅｒｎ犘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犛ｏｆｌｅｎｇｔｈ犿ａｎｄ狀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ＭＩＮ［２０］ａｄｏｐ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ｅｄ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ｏｒｉ，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ＰＰａｎｄＭＧＣ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ｕｅｔａｌ．［１５］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ＭＡＰＢａｎｄＭＡＰＤ；ｂｏｔ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Ｎｅｔｔｒｅｅｔｏｇｅｔ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ｈｅｒｅＭＡＰＢ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ｂｒｅａｄｔｈ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ＭＡＰＤ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ｄｅｐｔｈ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ｂｏｔｈｗｉｔｈ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Ｎｅｔｔｒｅｅｓ．ＭＡＰ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ｌｅｓｓＮｅｔｔｒｅｅｓｔｈａｎＭＡＰＢ；
ｉ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ｎＭＡＰＢ，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ＭＰＰ，ＭＧＣＳａｎｄＡＭＩＮ．

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ｉｒｓｔ
ｗｅｃｒｅａｔｅａｔ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ｃａｌｌ“ｉｎｄｅｘｔｒｅｅ”）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ｅｎｇｔｈ犽（犽＞０）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ｄｅ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ｅｎｇ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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