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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kground and concept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re briefly described, and the seven
processes of data mining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main data mining methods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ble fields are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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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述了数据挖掘技术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并进一步详细描述了数据挖掘的七个过程，最后详细阐
述了数据挖掘技术的主要数据挖掘方法及其适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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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挖掘的背景与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享受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人们也面临着信息时代所导致的信息
爆炸问题，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数据，从中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伴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和新应用的提出，数据挖掘技术应运而生。数据挖掘是一种能从海量的、
随机的、不完整的、复杂的数据中提取出对人们可能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多种技
术的内容，包括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数据统计技术等。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来处理大量的数据内容
极大地提高人们处理信息的效率，从中可以获取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来帮助人们进行决策工作[1]。

2. 数据挖掘过程
数据挖掘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有用信息和知识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将数据挖掘过
程概括为以下 7 个部分[2]：
1) 定义挖掘目标
清晰明确的挖掘目标是进行数据挖掘的前提，同时也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数据挖掘作用的关键。在
进行数据挖掘之前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目标是什么，针对具体的目标，了解的与其相关的应用领域的背
景知识，这样有助于从整体把握数据挖掘过程，结合实际问题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分析。
2) 数据取样
在对数据挖掘目标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之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针对挖掘目标如何选取样本。
选取样本时我们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时效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必须保证选取的样本数据是最新的、
真实可靠的并且与挖掘目标是高度相关的。选取数据是既要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提示也要考虑
到数据的简明性，精选数据，减少数据的计算量，节省资源。
3) 数据探索
获取样本数据之后，我们需要对数据进一步分析探究，数据之间是否存在易被察觉的规律或者趋势，
有没有比较明显的类别，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分析探究的。
为了保证预测质量，对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探索、审核和必要的加工处理是必要的。数据探索就是
为了保证用于建模的样本数据的质量，进而为预测质量奠定基础。
数据探索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异常值分析、周期性分析、缺失值分析和样本交叉验证等[3]。
4) 数据预处理
由于用于数据挖掘的样本数据量一般较为庞大，数据结构较为复杂，样本数据可能维度过高，有缺
失值，含有噪声，有重复记录，不一致等等，为便于进行数据挖掘，提高预测的准确率和效果，样本数
据的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数据预处理主要有数据筛选、缺失值处理、数据变量转换、坏数据处理、属性选择、数据标准化和
数据规约。
5) 模式发现
数据预处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构建挖掘模型，在建模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本次的挖掘目标是数据
挖掘哪方面的应用，也就是上文提出的分类和回归技术、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时序模式和异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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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具体的应用类别选取合适的算法。
6) 模型构建
确定了本次数据挖掘应用的具体类别之后，接下来就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模型，包括选择什么挖掘算
法，模型构建思路，具体的操作过程是怎样等等。通常，我们将样本分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训练样
本用来构建模型，测试样本用来观察模型在新的数据上的表现。
7) 模型评价
对数据挖掘的结果进行评价，并对数据挖掘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和可取之处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在以
后的数据挖掘过程中不断改进，最后，结合数据挖掘结果和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实际
应用提出合理的有效的改进意见。
数据挖掘过程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ata mining process
图 1. 数据挖掘过程

3. 数据挖掘方法
1) 分类和回归技术
分类和回归技术是数据挖掘中使用最多最频繁的两种方法。简单地说，分类是将由一系列变量组成
数据集合映射到预先定义好的群组或类。分类的前提是这组数据已经有确定了的类别，所以分类又被称
为有监督的学习。分类就是构造一个分类模型(分类函数)，用其他的变量值来表示已确定的目标分类变量
值。它由模型创建和模型使用两个过程组成，模型创建就是通过对训练数据集的分析学习来挖掘隐含在
数据集中可以用来预测的分类模型；模型使用是指利用分类模型预测新的数据所属的类，也就是将未知
分类变量值的数据记录能够尽可能准确地被判定到某一类别中去。商业银行可根据客户对于风险的偏好
不同对其分类，有针对性的对不同风险偏好者进行理财产品、基金等的推销，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
获取较大的收益。
回归分析是用属性的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趋势，找出各个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通过假设存
在可以拟合目标属性的函数，然后利用样本数据进行误差分析，确定最能体现目标属性的函数。简言之，
回归分析是处理变量间(包括一对一和一对多)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它与分类模型类似，主要区别在
于后者采用的是离散预测值，而回归模型采用连续的预测值。利用回归分析，商业银行可对客户的信用
风险等级进行评估，为是否发放贷款及贷款额度提供决策依据。分类和回归技术有很多，如决策树、贝
叶斯网络、Logistic 回归方法、随机森林算法、遗传算法等[4]。
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根据数据之间的相似度进行数据分类的一种方法，它是在没有划分数据类的前提下进行
的。所以，聚类又被称为无指导的学习。聚类的输入对象是一组事先未被分类的数据，通过确定数据之
间在原本的属性上的相似性来完成聚类任务。不管研究对象中是否真的有不同的类别，运用聚类分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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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样本数据分成若干个类别，但其结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哪一个分类结果最终是由研究者的主观判
断和分析总结决定的。聚类的原则就是使同一聚类中的数据尽可能的相似，不同聚类中的数据尽可能的
相异，也就是尽量保证组内相似性最大，组间相似性最小。利用聚类分析，商业银行可以对大量客户进
行分类，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比如风险爱好者、风险中立者和风险规避者，然后可以有针对性的介绍相
关业务，推销理财产品，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是应用较为广泛的数据挖掘技术，它在商业销售、保险业、银行业和制造业等方面都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关联规则，顾名思义，它是从错综复杂的数据中发现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或者联系，
这种关联是隐含在数据中没有直接显现出来的。关联规则又可表示为：如果 X 发生，那么 Y 发生的可能
性是百分之 Z。Z 又称为关联规则的置信度，即条件概率。关联规则挖掘大致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
原始数据中找出频繁项目集；第二步是从频繁项目集中挖掘出满足最低置信度的关联规则。利用关联规
则挖掘技术，商业银行可以分析客户购买理财产品 A 的同时又购买理财产品 B 的可能性，还能用于发现
客户基本信息中与优质客户存在关联关系的属性和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客户违约的前后因果关系等。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有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Apriori 算法[5]。
4) 时序模式
时序模式与回归分析类似，是用已知的数据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区别是这些数据的属性值是随
时间不断变化的，因此，时序模式主要考虑的是大量复杂多变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关系。时序模式包
含序列分析和序列发现。商业银行可以利用时序模式对每个月信用卡、基金等的销售额量进行预测，找
到影响销量的因素，从而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销售额。
5) 异常检测
异常检测又被称为偏差检测，是用来发现与其他大部分对象不同的异常或变化，并进一步分析这种
变化是合理的变化，还是恶意的欺诈行为。异常检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所研究的数据中的
异常对象给出清晰的定义，第二个阶段是结合具体研究对象找到合适的方法挖掘出这些异常对象。异常
检测对于金融领域中的欺诈交易的防范与侦破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4. 结束语
数据挖掘技术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的完善、算法的成熟一步步成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成功应用
在许多领域，例如金融、电子商务、医疗、机械工业、网络等领域，这也表明了数据挖掘技术有着广泛
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面对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大量数据，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我们可以按照本文介绍
的数据挖掘过程一步步分析研究，并结合适当的数据挖掘方法提取出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挖掘出潜在
的模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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