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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面导航利用动态多维分类目录组织查询结果 ，从而有效减轻数据库资源定位过程中的信息过载．现有 

的分面导航限制用户每次增删一个查询关键字，无法满足对具有丰富语义的导航操作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效的动 

态目录生成算法的缺乏阻碍了分面导航在大规模数据中的应用．该文提出了层次概念格 ，对分面导航中不同浏览 

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基于该层次概念格模型，该文设计 了若干新的导航操作以支持用户在不同浏览状态之 

间更灵活地跳转，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知识发现．为获取该层次概念格以支持导航的灵活性和实时性，该文提出了层 

次概念格的高效挖掘和索引算法 L-Miner．L-Miner以深度优先方式挖掘所有节点，每得到一个新节点，就更新已 

挖掘节点之间的边．通过对底层格节点的倒排索引，L-Minder可以高效地进行边更新．实验结果表明：L—Miner的 

速度远快于现有算法，而其构建的索引结构的存储代价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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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ted navigation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source identification，by organizing query result into 

information overload in the process of re—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categories．Ex— 

isting approaches allow users to add or delete only one query keyword at each step，which cannot 

meet the demands for semantic—rieh navigation operations． Moreover，the lack of efficient algo— 

rithms for generating dynamic categories makes faceted navigation non—scalable to large datase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concept lattice for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navigation states．Then，a series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re proposed to support more flexible 

transitions between navigation states and hence achieve more effective knowledge discovery．To 

guarantee real—time response，this paper also devises an efficient algorithm L—Miner for mining 

and indexing the hierarchical concept lattice．L-M iner discovers all the nodes in a depth-first way 

and updates the edges between all the generated nodes each time a new node is detected．Empiri— 

cal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L—Miner is much faster than existing approaches，utilizing a much 

smaller index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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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线访问大量 

数据库，如电子商务网站和数字图书馆．这些数据库 

存储了海量资源，且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传统搜索引 

擎难以索 引这 些 资源 ，人 们称 其 为 “暗 网”(Deep 

web)．据统计 ，暗网比浅层网络大若干量级l1]．为增 

强可用性，暗网站点通常提供基于关键字的搜索．渐 

增式／探索式搜索是常见的用户搜索行为，即以少量 

关键字作为初始查询，然后通过扩展查询不断细化 

查询结果，直至 目标资源出现．用户进行渐增式搜索 

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用 户通过探索查 询结果来 

不断明确自己的查询意图；(2)利用查询结果中出 

现的关键字，用户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查询意图．在渐 

增式搜索过程中，用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大量的查 

询结果导致信息过载 ，从而难以有效扩展查询． 

分面导航通过查询结果分类来有效减轻 暗网关 

键字搜索中的信息过载_2]，并日益成为电子商务网站 

(如淘宝和 Amazon)和数字图书馆(如 ACM Digital 

Library)的主要信息检索方式．分面(facet)指对资 

源进行分类的特定维度 ，表示为类别层次结构．分面 

导航同时从多个分面对查询结果进行分类。例如，伯 

克利大学 的 Flamenco项 目 从 “性 别，出生地，国 

家，奖项 ，年份”五个分面对诺贝尔奖得主进行分类． 

与传统的单层次目录树相比，分面目录的分类语义 

更加规范和清晰 ，且易于扩展． 

分面导航通过交互式检索来进一步减轻信息过 

载．分面中类别是动态变化的，只有出现在查询结果 

中的类别才显示给用户(包括该类别对应查询结果 

中的资源个数)．相应地，用户选择推荐的分面类别 

作为关键字进行检索或细化查询．例如，当用户在 

Flamenco中查询“经济学奖”，因为所有 55位获此 

奖者均为男性，所以性别分面中只显示“男性(55)”． 

与静态 目录相比，分面导航不仅降低了用户需要查 

看的类别数 目，而且能有效避免查询结果为空． 

现有的分面导航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用户无法 

得到当前查询结果的分类语义范围，也无法发现推 

荐的分面类别(及其组合)对应的细化结果之间可能 

存在的包含关系．这限制了用户对查询结果的进一 

步探索，同时制约了查询结果过滤的有效性．其次， 

用户每次仅 能增 删一个 查询关键 字 ，或对 一个 已 

有查询关键字进行泛化或细化 ，无法执行语义更 

丰富的跳转．再次，用户无法对多个历史查询进行 

有效的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面 向分面导航的层 

次概念格模型，来实现具有丰富语义的分面导航操 

作．若将分面导航过程中查询及其结果作为浏览状 

态 ，层次概念格是对浏览状态空间的一种本体描述． 

具体而言，层次概念格是无环有向图，格中节点对应 

所有具有相同查询结果 的浏览状态 ，节点之间的有 

向边表示它们对应的查询结果之间存在极小包含关 

系．因此，层次概念格是一张包含所有浏览状态的地 

图，分面导航就是通过动态分面目录来引导用户在 

不同浏览状态之间跳转． 

为获取该层次概念格以支持导航的灵活性和实 

时性，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格挖掘算法 L—Miner来生 

成并索引格．I7Miner采用基于深度优先的格增量 

挖掘框架．该框架通过 自顶 向下且深度优先方式遍 

历生成格中所有节点，并通过动态维护 当前 已生成 

节点的直接后继来 同步生成边．I 一Miner利用倒排 

表索引少量已生成节点，并结合格的性质，来高效地 

完成上述框架下的两个关键操作，冗余检测和边更 

新．当格生成后，该倒排索引还可以支持高效的格导 

航算法．基于大量公开测试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 

L—Miner的格挖掘速度远快于现有算法，而索引却 

小得多． 

本文在第 2节给出关于分面导航、形式概念格 

和格挖掘算法方面的相关工作；在第 3节中，我们提 

出面向分面导航 的层次概念格模型 ，以及基于层次 

概念格的导航操作；在第 4节中，我们提出一种层 

次概念 格 的挖 掘算 法 L—Miner，并 在第 5节 中对 

I 一Miner的性能进行实验分析；最后在第 6节中对 

全文进行总结 ，并给出后继研究计划． 

2 相关 工作 

2．1 分面导航 

分类目录是帮助用户探索数据的有效方式．分 

面导航是一种新 的基于分类 目录浏览数据 的方式． 

与传统方式相 比，分面导航具有 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 

(1)分类 目录结构呈森林状，具有多维分类语义； 

(2)目录结构随查询结果 动态变化，只保 留出现在 

查询结果中的类别． 

传统的目录结果是树状的，其类别通常涉及数 

据的不同特征，例如，对于音乐数据，目录结构中可 

能同时出现关于歌手和年份的类别．分面目录基于 

属性特征对传统目录进行规范化分解，其结构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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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状的，其中每棵树代表基于一个属性的分类目录， 

称为一个分面．例如，歌手分面和年份分面表示为两 

棵树．与传统分类目录相比，分面目录的分类语义更 

清晰 ，且易于维护． 

分面导航的另一个特点是 目录结构随查询动态 

变化．在传统导航式信息检索中，分类 目录是静态 

的，可能包含成千上万的类别，尽管出现在查询结果 

中的类别可能很少．这不仅加重了用户浏览目录的 

代价，而且用户点击某个类别进行查询结果过滤时， 

经常遇到空结果，从而降低了导航 的有效性． 

目前，分面导航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网 

站和数字图书馆，而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推荐给用户更有针 

对性的动态 目录．早期 的动态 目录显示所有对应非 

空细化结果的类别，却仍面临类别数目过多的问题． 

文献[4—5]在生成动态目录前会向用户提问，根据回 

答推荐类别．在文献[2，6—7]中，动态 目录中不同类 

别对应的细化结果之间的重合度较小，该推荐策略 

可以极小化期望的用户代价，包括查看的类别数 以 

及鼠标点击次数．文献E8]生成个性化的动态 目录． 

文献[9一l1]将分面导航和在线联机分析处理相结 

合．文献[12]自动给出对应当前搜索结果的最小长 

度类别集，从而提高浏览效率． 

另一方 面是 自动生成分面 目录，并通过构建类 

别之间 的层 次关 系来 降低 用户 的浏览 代价．文献 

[1a一14]分别利用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从文本数 

据中构建分面目录．文献[15]利用无监督学习自动 

构建分面目录来组织用户提供的关键字． 

其它的相关研究还包括 ，文献[16—17]利用分 

面导航帮助用户浏览半结构化数据；文献[18]提 

出一种能适应不同屏幕大小的分面导航方式．代 

表性 的分 面导航 系统 有 Flamenco_3]、SIMILEQ)和 

Haystack@
．  

现有的分面导航操作只允许用户每次增删一个 

查询关键字 ，无法满足用户对具有丰富语义的导航 

操作的需求．本文中，我们将设计若干新的导航操作 

以支持用户在不 同浏览状态之间更灵 活地跳转 ，从 

而更有效地进行知识发现． 

2．2 形式概念格 

形式概念格 (Formal Concept Lattice)_1g]是根 

据对象及其属性自动构建的一个本体．形式化的表 

达如下：给定三元组(A，B，_厂>，其中 A是对象集，B 

是属性集 ，函数 厂：A×B一 {0，1)，其 中 f(a，6)一1 

当且仅当对象 a具有属性 b．对 于对象集 O A 和 

属性集 X B，(O，X)是一个概念 当且 仅 当：① O 

是具有x 中所有属性的所有对象构成的集合；且 

②Vy二=)X，]0∈O，O不具有 y中所有属性．此时0 

称为该概念 的外延 ，X 称为该概念 的内涵．所有 概 

念根据外延的集合包含关系构成格，即对任意多个 

概念 (0 ，X )，(0 ，X )，⋯ ，(0 ，X )，存在 ：① 最小 

概念 (0 ，X )，满足 V ∈[1， ]，有 0 0 ；和② 最 

大概念(( ，XM)，满足 V ∈[1， ]，有 ( 0，．传统 

概念格不考虑属性间存在层次关系． 

本文通过扩展传统的形式概念格，提出层次概 

念格模型对分面导航的用户浏览状态空间进行建 

模．基于层次概念格，我们可以高效地完成所提出的 

具有丰富语义的导航操作． 

2．3 频繁闭项集挖掘 

频繁闭项集挖掘 。。孔 是数据挖掘中的核心问题 

之一，是众多数据挖掘任务的基础．在此，我们可以利 

用频繁闭项集挖掘算法得到层次概念格中的所有概 

念(概念和频繁闭项集一一对应)，然后通过两两比较 

概念来计算层次概念格的边．由于层次概念格中节点 

数目通常高达几十万，这种两步计算方式的代价太高。 

CHARM—L 是最 近提 出 的频繁 闭项集 格挖 

掘算法．它采用单步方式计算格，每生成一个新节点， 

就更有已有节点之间的边．因此 ，节点和边同时生成． 

与两 步方式 比，单 步方式 的效率更 高．CHARM—L 

通过倒排表索引已挖掘的频繁闭项集来高效地实现 

频繁闭项集格挖掘中的两个关键操作，冗余检测和 

边更新． 

我们提出的L—Miner算法只索引了部分频繁闭 

项集，但结合层次概念格的性质可以更高效地完成 

上述两个关键操作．因此，L—Miner以更小的存储代 

价实现 了更快的格挖掘． 

3 面向分面导航的层次概念格模型 

分面导航是基于分面目录对查询结果分类并引 

导用户探索查询结果的有效方式．本节利用层次概 

念格对用户浏览状态空间进行建模 ，并基于层 次概 

念格提出具有丰富语义的导航操作，帮助用户在导 

航过程中进行知识发现． 

3．1 用户浏览状态空间 

在传统分面导航过程中，给定分面目录和关系 

① http：／／simile．mit．edu 
② http：／／haystack．csail．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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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表 ，用户以 目录中已有类别为关键字进行查 

询．分面导航系统将返回属于指定类别集的所有资 

源(即数据库表中的元组)．此外，分面导航系统根据 

查询结果过滤分面目录，仅保留出现在查询结果中 

的类别，从而引导用户进一步细化查询． 

传统分类 目录通常是一棵树，树中节点代表分 

类类别，其孩子节点代表对属于该节点的资源(元 

组)的细分．值得注意的是，祖先节点和后代节点不 

一 定存在子类型关系．例如，关于音乐专辑的传统分 

类 目录中，代表 2010年的类别“2010”的孩子节点可 

能为代表歌手的类别“王菲”、“刘德华”等． 

分面目录是一个多维分类目录，通常表示为森 

林．森林中每棵树代表一个分类维度．同一棵树上的 

祖先节点和后代节点之间存在超类型关系．在上面 

的音乐专辑例子中，代表年份的所有类别在同一棵 

树中，构成年份分面，而代表歌手的所有类别在另一 

棵树中，构成歌手分面．通过这种多维分类结构，分 

面目录的分类语义更加清晰，且易于维护． 

我们将分面目录形式化定义为关于类别的偏序 

集，类别之间的偏序关系和它们在分面目录中的层 

次关系一一对应．换言之，分面目录是该类别偏序集 

对应的哈斯图①． 

定义 1． 令C是所有类别构成的集合．< 是 

上的偏序关系，V“，V∈C，若 V是 U的超类，则 

“<c ．U三三三cV表示 U<c 或 U— ．称偏序集(C，三三三c) 

为分面 目录． 

例如，图 1(a)中关于论文的分面目录包含两个 

分面，分 别 代 表 论 文 主 题 “Topic”和 论 文 作 者 

“Author”两个分类维度．该分面 目录表示为偏序集 

({Topic(口)，Image(6)，Web (f)，AI( )，Semantic 

Web( )，Author(厂)，Charles(g)，Lily ( )}，< c)， 

其 类 别 之 间 的 所 有 偏 序 关 系 为 {6<。a，c<。a， 

<ca，e<ca，8<cC，P<cd，g<cf， <cf}．显然 ，不 

同分面 上 的任 意两 个 类 别 U和 互 相 独立 ，即 

U一<。V且 V一<。U，其中“一”表示取非． 

给定类别集 x C，若其同时包含存在子类型关 

系的两个类别 U， ( < )，则 x一{ }表示的分类 

语义和x一致．因此，我们记 concise(X)一{“：乱E x 

^一j 73∈ X(V< “))，表示 X 的最 简 描 述 ；记 

verbose(X)一{U：“E Ĉ j E X( 三三三c ))，表示 X 

的最繁描述． 

定义 2． VX，Y C，若 concise(X)一concise(y)， 

则X与y的分类语义相同．若 X—concise(X)，称 

x是不可约类别集． 

除分面目录外，分面导航还假定每个资源r(元组) 

所属类别集均已知(通常根据资源的属性值可得)，表 

示为 categories(r)一{U：U∈Ĉ r属于类别 U}．显 

然，categories(r)是最繁描述，事实上，我们只需指定 

其最简描述 concise(categories(r))即可．例 如，在 

图 1(b)中，论文 #1的所属类别集categories(#1)=== 

{a，b，C，f，g，h)，其最简描述为{b，f，g，h}． 

Topic 

(Ⅱ) 

Author 

(，) 

／ l＼＼ ／ ＼ 
Image W eb AI Charles Lily 

(6) (c) (d) (g) (̂ ) 

＼ ／  
Semantic Web 

(c) 

(a)分面目录 

1 b,c，g，h 

2 e，h 

3 b,c，g，h 

4 b,e，h 

5 6，e，g，h 

6 e，g 

(b) 

图 1 论文数据库 

给定分面目录(C，<。)和资源所属类别集 ，我们 

将分面导航过程中用户的浏览状态定义为由查询及 

其结果构成的二元组．本文中，我们假定查询是不可 

约类别集．查询结果为同时属于每个查询关键字(类 

别)的所有资源．令劝 所有资源构成的集合，记查 

询 Q的资源集合为 resources(Q)一{r：r∈丁八Q 

categories(r))． 

定义 3． 用 户 的浏览 状 态表 示 二 元组 <Q， 

resources(Q)>，其 中 Q为查询．设 <Ql，s1)>和 (Q。， 

s ))是浏览状态 ，若 s 一s。，则称 <Q ，s )>和 <Q ， 

s )>等价． 

因为分面导航采用关键字匹配 (类别 匹配)的 

方式进行精确检索，所 以不同查询对应的查询结 

果可能相 同．例 如 ，在 图 1中 ，查 询 {C，d}和 {e}等 

价，因为它们的查询结果均为{2，4，5，6)．表 1给出 

了查询结果包含至少两个资源的所有浏览状态的 

划分，记为 。]．其中每一行为对应SEz]中的一个等 

价类． 

① 图中每个节点表示集合 S中的一个元素，节点的位置按它 
们在偏序中的次序从底向上排列：'Ca，bE S，若 a<b(n≤ 
bA。≠6)，则n排在b的下边；如果 a<b，且不存在 CES满 

足a<f<6，则在 a和b之间连一条线．这样画出的图称为 

偏序集(S， )的哈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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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划分浏览状态集 [ ] 

查询结果 查询 

{1，2，3，4，5，6) {)，{。}，{c)，{f)，(n，f)，{f，f) 

{1，2，3，4，5} {h)，{c，h)，{n，h} 

{2，4，5，6) {e)，{d)，{f，d)，{e，f)，{d，，)，{c，d，f) 

{1，3，5，6) {g)，{c，g)，{口，g} 

{1，3，4，5} {b)，{b，c)，{b，h}，{6，f)，{b，c，h)，(b，c，f) 

{2，4，5) {e，h)，(d，h)，{c，d，h) 

t ，s，s， ‘ ， ’，‘ ’ ’ ： ’， ， ， ' 
{4，5) {b，e)，{b，d}，{b，c，d)，{b，e，h}，{b，d，h}，{b，c，d，h} 

(5，6) (e，g}，{d，g}，{c，d，gj 

3．2 层次概念格模型 

在分面导航过程 中，用户从某浏览状态 出发 ，经 

过多步细化和泛化后 ，有可能又得到同样的查询结 

果，尽管其查询不同．在现有的分面导航中，这种“原 

地转圈”难以被察觉，影响数据探索效果和搜索效 

率．因此，我们希望描绘一张关于浏览状态的全局地 

图，防止用户“迷路”． 

由表 1可知，当数据库的分面目录较大且资源 

数目较多时，呈现给用户的无论是所有可能的查询 

结果还是它们对应的所有查询，都会导致庞大臃肿 

的“地图”，难以计算和浏览．因此，我们希望提供一 

个压缩的、信息无损的、简洁的“地图”． 

定义 4． 令 X和 y均为查询 ，若 Vu∈Y，]vE 

x，满 足 。 ，则 称 x 蕴 含 y，记 作 X≤。y．若 

X cy且 X≠y，则 X<cy． 

不同查询之间可能存在分类语义蕴含关系．给 

定浏览状态等价类，我们根据蕴含关系得到其对应 

的所有查询之间的偏序集．该偏序集中的极大元素 

(称为极泛化查询)描述 了对应查询结果的极简分类 

语义，而极小元素(称为极细化查询)描述了对应查 

询结果的极繁分类语义． 

定义5． 令x是查询．若对任意查询 Y(Y> X 

—rPs0“rcPs(y)二二)resources(X))，则称 X 是极泛化 

的．若对任 意查询 Y(Y<c X— resources(Y)c 

resources(X))，则称 X是极细化的． 

进一步，我们可以证明给定浏览状态等价类，尽 

管其极泛化查询可能有多个，但其极细化查询是唯 
一 的．也就是说，只存在唯一的极繁分类语义描述． 

引理 1． 令 X是极细化查询．对任意查询 y， 

若 resources(X) resources(y)，则 X cy． 

证明． 假设 x 。y不成立 Yu E Y，必有： 

(1)V EX，M与 相互独立；或(2) ∈X，“<c ． 

对情况(1)，resources(X) resources(XU{ })一 

resources(X)n resources({ }) resources(X)n 

resources(y)一resources(X)．因为 resources(X) 

resources(y)，所 以 resources(X)一resources(X U 

{ })．这与 X是极细化类别集相矛盾，故(1)不成立． 

对情况(2)，令 c是 x 中所有大于 “的类别构 

成的集合，则 z—X—cU{ )是不可约类别集．易知 

resources(C) resources({“})．故 resources(X)一 

resources((X —C)U c)一 resources(X — C)n 

resources(C) resources(X—C)n resources({“))一 

resources(Z)，即 resources(X) resources(Z)成立． 

因为 E Y，故 resources({“)) resources(y)．又 

resources(X) resources(Y)，故 resources({“}) 

resources(X)．显然，resources(X—C) resources(X)． 

故 resources(Z)一 resources(X — C U {“})一 

resources(X—C)n resources({“}) resources(X)n 

resources(X)一 resources(X)，即 resources(Z) 

resources(X)成立．因此，resources(Z)一resources(X)． 

因为 Z<。X，这与 X是极细化查询相矛盾 ，故 (2)不 

成立． 

综上所述 ，假设不成立 ，必有 X 。y． 证毕． 

定理 1． 查询结果和极细化查询一一对应．查 

询结果对应一个或多个极泛化查询． 

证明． 给定任意查询结果 S，令Q是由所有查 

询结果为 S的查 询构成的集合 ，即 Q一{X：X是查 

询 八resources(X)一S)．显然Q非空．根据定义，Q中 

的极大元素为极泛化查询，极小元素为极细化查询， 

二者均存在．令 x和 y是Q中的极小元素，根据引 

理 1，因为 resources(X)一resources(Y)，所 以 X cy 

且 y 。x．故 X—Y．由此可知，Q中极小元素仅有 

一 个．因此 ，查询结果和极细化查询一一对应 ，查询 

结果对应一个或多个极泛化查询． 证毕． 

因此 ，浏览状态等价类和极细化查询一一对应． 

但是，如果仅呈现极细化查询，用户尚无法确定还有 

哪些查询对应 同一查询结果．在此 ，我们证 明浏览状 

态等价类之间的格结构可以帮助实现该信息的重构． 

引理 2． 令 Q 和 Q 分别是对应查询结果 S 和 

s。的极细化查询．Q <。Q 当且仅当S CS ． 

证明． ( )因为 Q <。Qz，根据 定义 ，V“∈ 

Q2， 口E C1，有 73≤c Vr E resources(Q1)，令 X一 

∞ f se(c口 eg0r 5(r))．根据定义，有 x三三三c{ )，所 

以 X c{“)．因此，r∈resources(Q2)．故 S1 S2．根 

据定理 1，因为 Q ≠Q ，所 以 S ≠S ．因此 ，S cS 

成立． 

( )根据引理 1，因为 S (二二S ，所以 Q1三三三cQ ． 

根据定理 1，Q ≠Q ．因此，Q <。Q：成立．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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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令Q是查询结果包含至少 个资源的所 

有极 细化查询 VX1，X ，⋯ ，X女∈QU concise(C)}， 

3Y，Z∈QU concise(C)，其分别为 X ，X2，⋯，X 的 

最小公共 上界 和最大公共 下界．(Q U concise( )， 

<。>是完全有界格． 

证 明． 根 据引理 2，T的极 细 化查 询是 X ， 

x ，⋯，x 的公共上界．令 {Y ，Y。，⋯， }为 x ， 

X ，⋯，墨 的所 有 公 共 上 界．令 查 询 结 果 S— 

resources(U ，⋯， Y )的极细化 查询 为 y，令 u— 

U，： ．．， resources(X )，则S—n 一， resources(y ) 

n ．．， U—U．故 y∈ {Y1，Y ，⋯ ，y )V ∈ 

[1，,hi，SC--resources(Y )．根据引理 2，有 y cy ． 

所以 是 X ，X ，⋯ ，X 的最小公共上界． 

令 S—resources(U ．．， X )．当 S{＼／ 时 ，令 

z是其极细化查询 V ∈[1，愚]，s resources(X )． 

根据引理 2易知 ，Z是 X。，X ，⋯ ，X 的公共下界． 

令 L是 X ，X ，⋯ ，X 的任 意公 共 下界 ，即 V ∈ 

[1，忌]，有L cx ．故 resources(L) resources(X )． 

因此，resources(L) n ．．， resources(X )一S．由 

引理 2，L 。Z．所以 Z是 X ，X。，⋯， 的最大公共 

下界．当 J S i< 时 ，易 知 concise(C)是 X1，X ，⋯， 

的最大公共下界．综上所述 ，]Z∈QU concise(C)， 

Z为 X ，X。，⋯，X 的最大公共下界． 

因此，偏序集(Q U concise(c)，<。)是完全格． 

令极细化查询 X满 足 resources(x)一 ，显然 X∈ 

Q．X和 concise(C)分别是该格的最大上界和最小下 

界，故(QU concise(C)，<。>是完全有界格． 证毕． 

根据定理 2，给定多个查询，存在最小的极细化 

查询 ，其查询结果同时包含每个 给定查询 的查询结 

果；若所有给定查询的查询结果的交集至少包含 

个资源，则存在最大的极细化查询，其查询结果同时 

被每个给定查询的查询结果包含． 

定义 6． 我们称偏序集(Q，<。>的哈斯图为层 

次概念格． 

图 2是对应表 1的层次概念格．为便于理解 ，图 

中同时给出了每个极细化查询的查询结果． 

现有的分面导航可利用层次概念格高效实现． 

给定查询(初始查询或经过细化或泛化操作形成的 

新查询)，首先定位该查询对应 的格 中节点(该节点 

唯一)．然后，根据该节点的后继，可以知道哪些类别 

的细化结果非空及其细化结果的大小，从而生成对 

应当前浏览状态的动态分面目录．特别的，我们还能 

知道动态分面目录中所有类别的非空细化结果之间 

的包含／相等关系，从而进一步优化动态分面目录的 

图 2 层 次概念格 ( 一2) 

结构．在 3．3节中，我们将阐述基于层次概念格的新 

的具有丰富语义的导航操作． 

根据定理 3，基于层 次概念格的边可 以确定每 

个极细化查询对应的所有极泛化查询．因为查询结 

果对应的所有查询均介于对应的极细化查询和某个 

极泛化查询之间，所以基于层次概念格的边可以确 

定每个查询结果对应的所有查询． 

定理 3．令极细化查询 X的所有前驱节点为 P ， 

P2，⋯，P ．对任意查询 G cX，G是 resources(X) 

的极泛化查询当且仅当：(1)Vi∈[1，志]，P 。G不 

成立 ；且 ，(2)对任意查询 y>。G， i∈[1，尼]，使得 

P cy． 

证明． 令 S—resources(X)． 

( )假设 i∈[1，是]，P c G成立．根据 

resources(P )~_resources(G)，再 根 据 格定 义 S(== 

resources(P )，故 SCresources(G)．因为 G是 S的 

极泛化查询，所以 S—resources(G)．上述结论互相矛 

盾，故假设不成立 ，条件(1)成立．对任意查询 y>。G， 

根据 极 泛 化 查 询 的 定 义 可 知 ：resources(G)c 

resources(y)．因 为 S===resources(G)，所 以 S(== 

resources(Y)．根据格 定义知，]i∈[1，是]，使 得 

P cy． 

(e)因为 G三三三cX，所 以 S resources(G)．根据 

条件(1)，Vi∈[1，是]，resources(P )~___resources(G) 

不成立．根据格定义知：S—resources(G)，所 以 G 

是 S的查 询．根 据 引 理 2，对 任 意 查 询 y> G， 

resources(y) resources(P )二二)S．因此，G是 S的极 

泛化查询． 证毕． 

综上所述，层次概念格(即所有极细化查询及其格 

结构)是对所有浏览状态及其跳转关系的无损压缩． 

3．3 基于层次概念格的分面导航操作及算法 

层次概念格完整并简洁地表达了查询结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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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关系．相应地，用户的浏览过程就是在格中不同 

节点之间进行跳转．分面导航通过动态分面目录来 

引导用户在不同浏览状态之间有效地跳转．现有的 

分面导航仅支持基于单关键字的细化或泛化操作， 

即用户选择动态 目录中某类别细化当前 查询结果 ， 

或通过删除一个查询关键字泛化当前查询结果．这 

种导航操作方式单一，只具备基本的知识发现能力． 

基于层次概念格 ，本文设计 了以下新 的导航操 

作以支持用户在不同浏览状态之间更灵活地跳转， 

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知识发现： 

(1)显示分类语义范 围semantics(Q)：给定查询 

Q，定位格中相应节点，显示其极细化查询和所有极 

泛化查询 ； 

(2)指定 比例进行细化 refine(X， )或泛化 

expand(X， )：分别显示与当前节点 X距离不超过 

的极远后代节点和极远祖先节点； 

(3)历 史 查 询 分 析 join(X ，X ，⋯，X )和 

meet(X1，Xz，⋯ ，X )：分别显示节点 X ，X2，⋯， 

的最近公共祖先和最近公共后代． 

定义 7．节点 X 和 X 的距离为 dist(X ，X )一 

1一l S1 n s2 l／l s U S2 I，其中 S 一resources(X1)， 

S2一resources(X2)． 

semantics操作帮助用户定位给定查询对应的 

节点 ，该节点(即极细化查询)给出了对应查询结果 

的分类语义下界；根据定理 3，其分类语义的上界可 

通过该节点在层次概念格中的直接前驱节点得到． 

expand和refine操作按比例细化和泛化查询 

结果，使得用户更易控制细化和泛化的粒度 ，逐步逼 

近潜在查询目的．另一方面，在传统分面导航中需要 

多步操作才能达到的浏览状态，通过上述操作可能 

只需一步，从而提高了信息查找效率． 

join和meet操作可以用来分析多个历史查询 

之间的关系．meet操作帮助用户了解多个查询结果 

的交集的分类语义，而join操作分析它们同属什么 

类别． 

基于上述操作，用户的查询 日志可以形式化地 

表示为格上的节点跳转轨迹 ，并可通过适 当的可视 

化技术呈现．接下来，我们基于层次概念格给出上述 

导航算法的实现． 

3．3．1 semantics操作算法 

任意查询 (例如查询 Q)对应层次概念格中 

唯一节点 (例如节点 x)，该节点满足 X三三三。Q且 

resources(X)一resources(Q)．要定位查询 Q对应的 

层次概念格中节点，较为直接的做法是，对层次概念 

格进行白顶向下或自底向上的洪泛式搜索．在搜索 

过程中，当前节点X满足要求，当且仅当X cQ，且 

其任意前驱节点和Q相互独立．考虑到层次概念格 

节点规模可能很大(如包含几十万个节点)，上述直 

接定位方法的效率较低，难以满足导航实时性的需 

求．因此，本文提出基于极小极细化查询的倒排索引 

来提高定位操作的效率． 

极小极细化查询对应层次概念格中最底层节 

点．图 2中所有极小极细化查询为({e，g}，(b，e，h}， 

{b，C，g，h)}． 

定义 8． 令(Q，< >是层 次概念格且 X∈Q， 

若_1]y∈Q(y< X)，则称 x是极小极细化查询． 

表 2 层次概念格的倒排索引表(令节点{e，g)， 

{ ，e，h)，{ ，c，g，h}的编号分别为 ， 2和 3) 

我们按如下方式构建层次概念格的倒排索引 

表．每个列表对应分面目录中一个类别．对每个极小 

极细化查询 ，将 X 所在节点的标识符添加到 

verbose(X)中每个类别对应 的列表 中．表 2给出了 

对应图 2中层次概念格的倒排索引结构． 

算法 1． 1ocate(Q)． 

输入 ：查询 Q 

输出：若 Q频繁，返回层次概念格中节点 close(Q)；否 

则 ，返回空值． 

Set minnodes---(n：Vu∈verbose(Q)(节点，z在 “的索引 

列表中)}；／／所有分类语义蕴含 Q的节点 

if minnodes is empty 

return null； 

令 X为minT~odes中任意节点； 

while preds(X)is not empty 

bool 6U *-false；／／是 否继 续向上访 问 

foreach Y∈preds(X) 

ifY cQ 

X— Y： 

hapIJtrue： 

break； 

if not bU) 

break； 

return X； 

基于上述倒排索引，算法 1可以快速定位对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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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Q的格节点，从而得到其查询结果的最细分类 

语义描述．首先，找出对应查询结果被 resources(Q) 

包含的所有极小极细化查询 minnodes．当minnodes 

为空时，查询 Q对应的资源数目小于阈值 ．否则， 

从 minnodes中任意节点 x 出发沿格中边向上攀 

爬 ，每次从 X 的前驱节点集 preds(X)中选取任意 

不小于 Q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直至不存在满足该 

条件的节点．为减少攀爬步骤，我们可以在每一步中 

选取对应查询结果最大的那个节点． 

根据定理 3，当前节点的极泛化查询可通过该 

节点及其前驱节点的极细化查询得到．依次考察 

verbose(Q)的大小为 I verbose(Q)f一1到 1的每个 

子集 G．如果 concise(G)不大于等于任意 P (i E 

[1，志])，将其放入候选集；否则，G的任意子集都不 

再考察．最后，候选集中极大元素即为当前节点的极 

泛化查询． 

3．3．2 expand和refine操作算法 

定义 7给出的节点距离反映了其查询结果之 

间的重合度．易知该距离与 Jaccard距离一致，均满 

足三角不等式，即任意给定节点 X ，X ，X。，有 

{dist(X1，X2)一dist(X2，X3)1 dist(Xl，X3)．因 

此，我们可以采用如下方式进行 expand和refine 

操作． 

对于 expand(X， )操作 ，从 X出发 以洪泛方式 

访问其祖先节点，直至所达节点的所有前驱节点与 

x的距离均超过 ．对于 refine(X， )操作，从 X出 

发以洪泛方式访问其后代节点，直至所达节点的所 

有后代节点与 X的距离均超过 ． 

3．3．3 join和meet操作算法 

join和meet是格特有的操作，分别返回给定多 

个节点 X ，x ，⋯，X 的最小公共上界和最大公共 

下界． 

如图3所示，假定已经得到节点 N 满足V ∈ 

[1，k]，有 X N 令 J是按下述方法得到的 

节点 ： 

1．令 N 为 当前节点． 

2．判断是否存在 当前节点的直接后继节点 Z，V ∈ 

[1， ]，有 x 。z．如果不存在，则返回当前节点并结束算 

法；如果存在，则将当前节点置为 z，并返回步 2． 

如图 3所示，假定已经得到节点 N 满足V ∈ 

[1，是]，有 N ≤。X；．令M是按下述方法得到的节点： 

1．令 N 为当前节点． 

2．判断是否存在当前节点的直接前驱节点 Z，V E 

[1， ]，有 Z 。X ．如果不存在，则返回当前节点并结束算 

法；如果存在，则将当前节点置为 Z，并返回步 2． 

join(X ，X2，⋯，Xk) 

—  、
． 

Xl Xz ⋯ X 

、  ／  
meet(X1，X2，⋯ ，X ) 

／／／ 
3 join和 meet的计算 

易知 ，J和M 分别是给定节点 X ，X ，⋯，X 的 

最小公共上界 和最大公共 下界，即为 join和 meet 

操作的返 回结果．格的根节点是满足要求的 N曲， 

N 可以通过扫描所有极小极细化查询得到． 

根据下述定理，meet操作还可 以通过算法 1间 

接实现． 

定理 4．meet(X1，X2，⋯，X )一locate(U 1，⋯， 

X )． 

证明． 令 S 一resources(X )，V E[1，志]．令 

己，一U 一 ，⋯． x ，S 一S1 n S n⋯ n S ．易知 S 一 

resources(U)．根据定理 1，S 对 应的极细化查 询 y 

是X ，X ，⋯，X 的公共下界．假设 y不是X ，X ，⋯， 

X 的最大公共下界 ，则存在查询结果 S ，S CS 且 

V ∈[1，志]，有 s S ．因此，s c s n s。n⋯ n 

S 一S ．故假设不成立，y是 x ，X ，⋯，x 的最大 

公共下 界．因 为 resources(1ocate(U ： ．．，女X ))一 

S ，所以结论成立． 证毕． 

4 L-Miner：层次概念格挖掘算法 

当数据库较大时，在用户浏览过程中动态生成 

层次概念格的代价太高，如计算当前查询结果的极 

细化查询就需要扫描～遍数据库．为满足实时性，需 

要预先生成格．本文提出一种层次概念格挖掘算法 

L—Miner，它采用一棵类别集枚举树 以 自顶向下且 

深度优先方式生成格节点，同时进行边更新． 

4．1 基于深度优先的格增量挖掘框 架 

层次概念格的挖掘任务分为两部分，节点挖掘 

和边挖掘．我们采用基于深度优先的格增量挖掘框 

架．该框架通过深度优先遍历一棵类别集枚举树生 

成所有节点，该类别集枚举树中节点和格节点一一 

对应．每 当生成一个新节点 ，就更新已有节点之间的 

边．因此，当所有节点都生成时，格中所有边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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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该框架下的两个关键操作，冗余检测和节点后 

继维护，将在 4．2节和4．3节中分别叙述． 

4．1．1 类别集枚举树 

类别集枚举树通过枚举类别组合来生成查询结 

果至少包含 个资源的所有极细化查询．树节点和 

格节点一一对应，因此可将类别集枚举树看成是层 

次概念格的自顶向下的深度优先遍历树． 

每个树节点表示为三元组(fci，supp，ref_seq)， 

fci是 极 细 化 查 询，supp 是 支 持 度，(等 于 

f resources(fci)1)，ref—seq是收缩对序列．每个收 

缩对表示为二元组< item，trans)，其中gTans— 

resouvces(fci U {ref—item))且 l trans J< 

resources(fci)． 

在类别集枚举树中，根节点对应整个资源集．对 

每个树节点，依次访问其所有收缩对，对非冗余的收 

缩对生成该树节点的孩子节点．在此过程中，后代树 

节点是通过不断收缩祖先节点对应的资源集得到的． 

图4为对应图 2中层次概念格的类别集枚举 

树．节点 ～M 的生成顺序是深度优先的，与其编 

号一致．根节点M 对应整个资源集{1，2，3，4，5，6)． 

因为所有类别中只有 a，C，f对应所有资源，而 a是 

C的超类 ，所 以M ．fci—concise({a，c，f))一{C，f)． 

其余类别 b，d，e，g，h的查询结果分别为{1，3，4， 

5)，{2，4，5，6}，{2，4，5，6)，{1，3，5，6}，{1，2，3，4， 

5)，所包含 的资源数均小于 6，故均为根节点 的收缩 

对．收缩对列表中类别 b，d，g，h分别对应M 的孩子 

，M ， ， ．由于类别 e对应的细化结果和d的 

相同，所以是冗余的、不生成M 的孩子． 

图 4 类别集枚举树 

令当前节点为 ，以其为根的子树按如下方式 

生成．依次对 的收缩对序列中每个收缩对R，进行 

冗余检测，即是否存在已生成的树节点 (￡< )满 

足 resources( ．fci)：R，．trans．若否，则生成 的 

新孩子节点M ，其对应资源集为 R，．trans，然后对其 

深度优先遍历；若是，则跳过该收缩对并检测下一个 

收缩对．由于枚举树是深度优先生成的，故只有M 

所在的子树均已生成后才会考察其父节点 中排 

在 R，后 的收缩对． 

对新 生成 的孩 子 节 点 M ，其 支 持度 等 于 

f R，．trans f，极 细 化 查 询 为 concise( ．fci U 

R，．ref_itemU(R ．ref_item：R 是 的收缩对 八R 

排在R，之后^R，．trans~R ．trans})． 的收缩对序 

列为 {<R⋯ref item，R ．transnR，．trans)：R 是 

的收缩 对 ^尺 排 在 R，之 后  ̂ f R，．trans n 

R ．tvans < R，．transf}的任意排列． 

新节点的初始化过程举例如下． 的第 1个孩 

子 对应其第 1个收缩对<b，{1，3，4，5)>，其 trans 

和后面的收缩对的交分别为{4，5)，{4，5)，{1，3，5) 

和{1，3，4，5)．由此可见，d，e，g可将 细化为不小 

于阈值的更小的资源集，而h无法将其细化得更小． 

因此 ， ．fci—concise( ．fciU{b)U{h))一{C，b， 

h)(图中以圆圈标识)．同理， 的第 1个收缩对对 

应其第 1个孩子 ．该收缩对与其后收缩对的交分 

别为 {4，5)和 {5}．故Ⅳ。．fci—concise(Ⅳ ．fci U 

{d)U{e})一{b，h，e)，且 的收缩对序列为空(因为 

一2)．然后，考察 的第 2个收缩对(e，{4，5))，它 

的trans和M 相同，故冗余，不生成新节点．不断执 

行上述过程直至遍历生成整棵枚举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过程中：(1)收缩对序列 

的初始顺序可以任意；(2)令当前正在考察 的收 

缩对R，，若其 trans包含或等于其后某收缩对R 的 

trans，则可以删除 R (因为它必冗余)． 

关于类别集枚举树的正确性，可参照频繁闭项 

集挖掘算法 中的相关证明 ． 

4．1．2 边更新 

L—Miner实时维护所有 已生成节点之间基 于偏 

序关系的哈斯图．每生成一个新节点，就更新此哈斯 

图的边．因为层次概念格就是所有节点之间基于偏 

序关系的哈斯 图，所 以当所有节点生成时 ，同时得到 

格中所有边． 

虽然树节点和格节点一一对应 ，但是树中边和 

格中边不存在这种关系，具体而言： 

(1)若节点 y是节点 X在枚举树上的孩子，则 

y不一定是X在格中的直接后继； 

(2)若节点 y是节点X在枚举树上的后代但非 

孩子，则 y一定不是X在格中的直接后继； 

(3)若节点y是节点X在格中的直接后继，则y可 

能在枚举树深度优先遍历生成过程中先于 X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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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1． 当节点所在子树均已生成时，该节点 

在格 中的所有后继节点均 已生成． 

基于上述性质，我们设计如下边增量维护方法． 

首先，类别集枚举树的节点生成顺序和前序遍历一 

致，但输出顺序和后序遍历一致．其次，树节点输出 

时，除了输出其极细化查询和支持度外，同时输出该 

节点在格中到其直接后继的边． 

我们通过如下方法确定树节点输出时其在格中 

的直接后继．对枚举树中当前路径上每个节点Ⅳ，我 

们动态维护其在层次概念格中的直接后继列表，记 

为 SUCCS(JV)．根据性质 1，当Ⅳ输出后，SUCCS( )不 

再发生变化 ，即为Ⅳ在最后得到的格 中的所有 直接 

后继。 

传统方法一般采用分阶段法挖掘格，先生成所 

有节点，然后确定边．由于节点数 目通常较为庞大， 

在确定每个节点的后继节点时，需要 比较大量的节 

点．我们使用的边增量计算方法可以减小需要比较 

的节点，从而提高边的计算效率． 

4．2 冗余检测 

冗余检测是确定是否存在已生成的树节点，其 

查询结果与给定收缩对的资源集相同．冗余检测是 

类别集枚举树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操作，节点生成效 

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冗余检测的效率．显然，扫描所 

有已生成的节点并进行比较的效率太低．在此，我们 

基于 3．1节中提出的关于极小极细化查询的倒排索 

引来完成高效的冗余检测． 

性质 2．令当前树节点为 ， 中待检测的收缩 

对为<M，s)．<M，5)是冗余的当且仅当3 3，∈SUCCS( )， 

locate(Y．fci U{M})返回非空节点，且其支持度等 

于 lSI． 

例如，对图4中节点 ，其收缩对序列仅含一 

个收缩对 R一<h，{1，3，5}>．当Ⅳ8新生成时 ，其后继 

节点为 和 ．对 R进行冗余检测时，只需查验 

和 被 h细 化 后 能 否 得 到 (1，3，5)．因 为 矗∈ 

．fci，所以 locate(M ．fci U{h})返 回节点 ．又 

。supp一3，故该收缩对是冗余的． 

因此，冗余检测中的关键操作就是 3．1节中讨 

论的定位操作，基于极小极细化查询的倒排索引可 

以高效地完成． 

4．3 节点后继维护 

图5(a)显示了 输出时的格结构．与树结构相 

比，多了一条边< ， )．图 5(b)显示了Ⅳ7生成后 

已挖掘格结构的变化情况．除新节点M 和其父节点 

外，其余节点的后继不发生变化．边( ，M )被 

< ， >取代；另外，多了一条新节点到其父节点的 

边( ， )．图 5(b)显示 了 生成后已挖掘格结构 

的变化情况．除新增新节点到其父节点的边 < ， 

>外，还多了两条新节点到其初始后继节点的边 

< ， >和 < ， >． 

(a)原结构 (b)生成 后的格结构 

(c)生成 后的格 结构 

图 5 结点生成后格结构的变化(当前路径上 

节点 为黑色 ，已输出节点为白色) 

根据上述例子，易证新节点生成时，除新节点和 

其父节点的后继发生变化外，其余节点的后继保持 

不变．因此 ，我们在枚举树生成过程中同时生成所有 

节点到其后继节点的边，在格生成后根据后继关系 

很方便就得到前驱关系 ，由此完成格的挖掘． 

令 是新生成的节点 ，对应其树上父节点朋拘收 

缩对 (U，S>．我们只需初始化 的直接后继并更新 

的后继，其余节点的直接后继不发生变化．具体而言： 

(1)SUCCS( )一 1Tlax{ ：Z∈SUCCS(26)  ̂ — 

locate(Z．fciU{ })  ̂ 非空 }，其 中节点之 间的偏 

序关系与其极细化查询之间的偏序关系一致 ； 

(2)S~tCCS( )一 SI~CCS( )一SI,tCCS( )U{ }． 

因此，关键操作仍然是 3．1节中讨论的定位操 

作 ，可高效地完成．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节通过实验分析我们提出的格挖掘算法 

L—Miner的运行速度和索引大小．运行环境为 Lenovo 

启天 M7000，CPU 为双核 2．93GHz，2GB内存， 

Ubuntu9．04操作系统．代码用 C十十编写． 

我们采用 UCIKDDArchive①中的公开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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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s，connect，mushroom和 pumsb，其 中每条记 录 

对应一个资源，每个项集对应一个类别．频繁项集挖 

掘算法中广泛采用这些数据集进行性能分析I2。。 ]． 

表 3列举了每个数据集的总资源个数(#Trans)、 

总类别个数(#Items)、每个资源对应的平均类别数 

(A_L)和最多类别数(ML)．mushroom数据集描述 

了不同种类蘑菇的特征，pumsb数据集是人口普查 

信息，它们代表了实际应用中可能遇到的分面数据 

库．因此，格挖掘算法在 mushroom和 pumsb数据 

集上的性能可以有效指导基于层次概念格的分面导 

航系统的构建． 

表 3 数据集特征 

尽管大量的频繁闭项集挖掘可用来计算格节 

min_ sup／g 

(c)mushroom 

点，但只有 CHARM—L 妇同时高效地计算边．因此， 

对比算法选择 CHARM—L．以下各图的rain～sup指 

查询结果所包含的最少资源个数 占总资源数的 

比例． 

5．1 索引规模 

L—Miner用倒排表索引 目前已生成的所有极小 

极细化查询，而 CHARM—L用倒排表索引所有已生 

成的极细化查询．因此，二者的索引大小之比约等于 

格中极小节点数 目除以所有节点数目． 

图 6表明 L-Miner的索引远小于 CHARM．L的 

索引．例如，在 chess数据集上，当 rain—sup为 6O 

时，极小节点数为 3323，而所有节点数为 98 393，故 

L—Miner的索引大小约占CHARM-L的索引大小的 

3．4 (~3323／98393)．在 connect(min—sup一65 )、 

mushroom(rain—s“ 一1 )和 pumsb(min一5“p一65 ) 

数据集上，该 比例分别为 3．2 (≈1587／49 705)、 

13．1 (~6768／51 640)和 3．4 (≈18 182／496 070)． 

m jMp 

(b)connect 

rnin
_ _sup／g 

(d)pumsb 

图 6 表 3中数据集在不同 rain—sup下的格中节点数(FCI)和极小节点数(MFI) 

5．2 格挖掘速度 

L—Miner和 CHARM—L的节点 生成方 式是一 

致的，即对同样的收缩对排序方式，所有节点的生成 

顺序相同．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冗余检测和边增量 

生成采用了不同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考察了 

3种收缩对排序方式：①表示按其细化类别的标识 

符大小排序；② 表示按其细化结果 的大小升序排 

序；③表示按其细化结果的大小降序排序．对于每 

个格 ，我们测试了 L-Miner和 CHARM—L在这 3种 

序下 的挖掘时间，结果如图 7所示． 

可以看 出：(1)L—Miner对 序的变化不敏感 ，而 

CHARM—L在序 ② 下的速度 明显慢 于其它序； 

(2)L—Miner在任意序下的速度均快于或接近于 

CHARM—L在特定序下达到的最快速度，且随着格 

的增加，前者远快于后者；(3)随着格大小增加(即 

rain
— sup减小)，L—Miner的挖掘时间缓慢增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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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jup 

(c)mushroom 

ra in
_ sup~％ 

(b)connect 

图 7 表 3中数据集在不同 min—sup下的格挖掘速度 

14 

12 

IO 

姬 8 

娄s 
l；L 4 

2 

纂 
《 

墨 

lⅡ； 

蜉 

(b)connect 

I口CHARM —Ll 

l圈Lminer 1 l 

； 
．

1 05

． ． 。 

26 ‘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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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考察每个收缩对时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 

CHARM—L在各种序下均快速增长．例如，在 chess 

数据集上 ，当 rain—sup为 6O 时，L-Miner在不 同 

收缩对排序方式下的平均速度约为 CHAMR—L的 

4．4倍．在 connect(rain—sup一 65％)、mushroom 

(rain—sup一1 )和 pumsb(rnin—sup===65 )数据集 

上，该速度比值分别为 3．4倍、3．4倍和 3．0倍． 

图8描述了序②下 L—Miner和 CHARM—L在 

考察每个收缩对时所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在 chess 

数据集上，随着格节点数从 5084增加到 98 393， 

L—Miner所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从 13缓慢增加至 

21，而 CHAM I 则从 58快速增加到 257．在数据 

集 connect上，随着格节点数从 8253增加到49 705， 

L—Miner所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从 14缓慢增加至 

19，而 CHAMR—L则 从 159快 速 增 加 到 659．在 

mushroom数据集上，随着格节点数从 4885增加到 

51640，L—Miner所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从 13缓慢 

增加至 15，而 CHAMR—L则从 31快速增加到 120． 

在 pumsb数据集上，随着格节点数从 851O增加到 

496 070，L-Miner所需访问的平均节点数从 9缓慢 

增 加 至 26，而 CHAMR—L则 从 47快 速 增 加 到 

752．因此 ，L—Miner随着格的增大具有 良好的可扩 

展性． 

4  2  O  8  6  4  2  O  

∞00【／垦曹 

8  7  6  5  4  3  2  1  O  

s0。【／堕蓝 



9期 何 超等：面向分面导航的层次概念格模型及挖掘算法 16O1 

6 结论及下一步研究 

本文提出了面向分面导航的层次概念格模型和 

挖掘算法．其主要贡献包括：(1)提出了描述所有浏 

览状态及其关系的本体——层次概念格，用来建模 

分面导航过程中用户在不同浏览状态之间的跳转； 

(2)提出了基于层次概念格的导航操作，以支持用 

户在不同浏览状态之间更灵活地跳转，从而更有效 

地进行知识发现；(3)提出了格挖掘算法 L—Miner， 

并基于公开数据集进行了深入的性能分析；实验结 

果表明L—Miner的格挖掘速度远快于现有算法，而 

其构建的索引结构的存储代价更低．进一步的工作 

包括对基于层次概念格的分面导航原型 系统实现 ， 

以及将该技术应用于个人信息管理、电子商务和数 

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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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Recently，there is a growing interest on exploratory 

search．Tradition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ten assumes that 

users can pose specific queries and such queries can be an— 

swered by a relevant document．In real lire，however，users 

often pose exploratory queries due to vague information need 

or exploratory search behavior．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re— 

trieval adopts a query-and—response paradigm，while in ex— 

ploratory search，information need is satisfied by a series of 

consecutive queries．Users need to investigate and learn from 

the query results，in order to form a more specific query at 

the next step． 

Faceted search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exploratory 

search，which emerges in the fields of enterprise search and 

vertical search．Its goal is organizing query results into a dy— 

namic taxonomy according to the faceted metadata associated 

with resources．Faceted navigation is now becoming the dora— 

inant search user interface in e-Commerce websites(1ike eBay 

and Amazon)and digital libraries(1ike ACM digital library)． 

The main focus of faceted navigation lies on three aspects： 

facet selection，facet ranking and facet mining． 

Facet selection is an essential task in faceted navigation． 

Given a query，it decides what facet and their values appear 

in the query results，which compose a dynamic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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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users can avoid dead—end in the process of navigation． 

Such a dynamic taxonomy is also effective in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query results，by previewing the next—step re— 

finement results．Most research efforts are devoted to a fur— 

ther selection in case that dynamic taxonomy is prohibitively 

large．However，current faceted navigation can only preview 

one—step refinement．This paper aims to build up a data mod— 

el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navigation states． 

The model not only guides more effective faceted selection， 

but also serves as a global map in the process of faceted navi— 

gation． 

Authors’recent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facet selection． 

Authors have made som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data mode1 

of faceted navigation and efficient algorithms of pre——compu—。 

ring the model for the sake of real—time response in faceted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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