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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置信规则库中由于前提属性数量过多引起的“组合爆炸”问题，前人已经

提出了许多维度约简的规则约简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在算法实现的难易程度、筛
选属性的合理性、规则约简的数量和决策推理的准确性上难以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因此本文基于关联系数标准差法提出了新的规则约简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根据关联

权重来约简置信规则库．本文还引入装甲装备体系作为分析实例，并重点在特殊方
案和一般方案两种情形下分析基于关联系数标准差规则约简方法的适用性．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约简结果具有较低效用偏差和较高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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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基于证据推理的置信规则库推理方法［１］（ｂｅｌｉｅｆ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ＲＩＭＥＲ）是在ＤＳ证据理论［２－３］、决策理论［４］、模糊

理论［５］和传统ＩＦＴＨＥＮ规则库［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

处理多种不同不确定信息的能力．由于其在处理不确定性
多属性决策问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以ＲＩＭＥＲ为核心
的置信规则库（ｂｅｌｉｅｆ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ＢＲＢ）系统已成功地应用于
工程系统安全评估［７］、石墨成分检测［８］、管线检漏［９］等领域．

置信规则库是进行 ＲＩＭＥＲ推理的基础，因此构建一
个健壮的置信规则库能够提高 ＢＲＢ系统决策的准确性，
然而，在构建置信规则库时需要覆盖所有前提属性及每个

属性的候选值，致使置信规则库中的规则数呈指数量级的

趋势增长，当实际问题过于复杂时，易引发“组合爆炸”问

题［１０］．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该问题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是
通过调整前提属性和候选值的数量来达到降低规则库规模

的目的：对于前提属性数量是固定的，但候选值数量未知

的情况，周志杰［１１－１２］提出了统计效用的概念来评价各规

则，最终仅保留统计效用值达到一定阈值的规则；对于前



提属性数量是可变的情况，常雷雷［１３］引入灰靶（ｇｒｅｙｔａｒ
ｇｅｔ，ＧＴ）、多维尺度（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ＤＳ）、等
距映射（Ｉｓｏｍａｐ）、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ＰＣＡ）等传统维度约简［１４］的方法，通过对专家信息的

处理来筛选重要的前提属性，并依此重构置信规则库．上
述的规则约简方法都已被证实能够明显地精简置信规则

库，但综合分析发现这些方法仍存在不足，例如ＧＴ、ＭＤＳ
等方法虽然精简了置信规则库但无法保证 ＢＲＢ系统推理
的准确性；而Ｉｓｏｍａｐ、ＰＣＡ等方法虽然约简规则数量和推
理准确性都比较理想但前者涉及复杂的算法，计算复杂度

较高且不易实现，后者则在筛选关键属性时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为健全现有的规则约简方法，本文从多属性决策问
题中赋权方法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规则约简方法，相比

于传统的维度约简方法，利用赋权方法进行规则约简的实

质是将计算所得的属性权重作为筛选关键属性的标准．
本文所提出的新的规则约简方法是基于赋权方法中的

关联系数标准差［１５］（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
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ＣＳＤ）法，该权重确定方法的核心
思想是逐个将待考察属性移除，以计算多属性决策问题的

综合评价值，即各属性的权重．由于权重计算方式与规则
约简时移除前提属性相类似，因此属性权重的权值大小可

直观地反映出约简前提属性后对置信规则库推理准确性产

生的影响．在基于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方法的具体实验分析
中，以装甲装备体系综合能力评估的置信规则库作为分析

实例，首先对各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的计算结果作简要的

说明，并将基于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方法与现有规则约简方
法进行比较；最后在以特殊方案和一般方案两种情形作为

实例输入时，分析关联权重的权值大小与 ＢＲＢ系统决策
准确性间存在的关系．

２　ＲＩＭＥＲ方法及问题描述
ＲＩＭＥＲ方法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别是构建置信规

则库、计算激活权重和利用证据推理（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ＥＲ）算法合成激活规则，其中置信规则库的构建需要遍历
所有的前提属性及每个属性的候选值，因此当前提属性数

量过多时容易引起“组合爆炸”问题，目前针对该问题的解

决方法多为基于维度约简的规则约简方法．
２．１　置信规则库的表示

置信规则库是由传统的ＩＦＴＨＥＮ规则库发展而来，通
过引入置信框架，使原来的ＩＦＴＨＥＮ规则能够合理地表示
含有不确定信息的知识，完善后的规则称为置信规则，其

表示形式如下：

　 Ｒｋ：ｉｆＡ
ｋ
１∧Ａ

ｋ
２∧…∧Ａ

ｋ
Ｔｋｔｈｅｎ

｛（Ｄ１，珔β１，ｋ），（Ｄ２，珔β２，ｋ），…，（ＤＮ，珔βＮ，ｋ）｝ （１）
该置信规则中还包含有两个重要的参数，即规则权重

θｋ和前提属性权重集合δ＝｛δｋ，１，δｋ，２，…，δｋ，Ｔｋ；ｋ＝１，
…，Ｌ｝，Ｔｋ表示第ｋ条置信规则中前提属性的数量，Ｌ表示
置信规则库中置信规则的总条数，此外，在式（１）中Ａｋｉ表
示在第ｋ条置信规则中第ｉ个前提属性的候选值，珔βｊ，ｋ表示
在第ｋ条置信规则中结果集对于第ｊ个评价等级Ｄｊ的置信

度．如果∑
Ｎ

ｉ＝１

珔βｉ，ｋ ＝１，则称表示的信息是完整的，否则称

表示的信息是不完整的．
２．２　ＢＲＢ系统的推理过程

ＢＲＢ系统是以ＲＩＭＥＲ算法为核心，在ＲＩＭＥＲ算法中
包含计算激活权重、结果集置信度的修正和利用 ＥＲ算法
合成激活规则３个部分，而由 ＲＩＭＥＲ算法推理所得的置
信度分布为ＢＲＢ系统的常见输出类型之一．
２．２．１　激活权重的计算

激活权重的计算取决于输入数据、前提属性权重和规

则权重，因此置信规则库中第ｋ条规则的激活权重计算公
式可表示为

ωｋ ＝
θｋ∏

Ｔｋ

ｉ＝１
（αｋｉ）

珋δｋ，ｉ

∑
Ｌ

ｌ＝１
θｌ∏

Ｔｋ

ｉ＝１
（αｌｉ）

珋δｌ，( )ｉ
，珋δｋ，ｉ＝

δｋ，ｉ
ｍａｘｉ＝１，…，Ｔｋ｛δｋ，ｉ｝

（２）

上式中αｋｉ表示第 ｋ条规则中第 ｉ个前提属性的输入数据
转换而得的个体匹配度，其中当规则权重为零时，激活权

重也为零，此时，当前激活规则对ＢＲＢ系统的决策结果不
起任何影响．
２．２．２　结果集置信度的修正

由于输入数据可能不完全，因此被激活规则结果集的

置信度需要做进一步修正，则在第 ｋ条规则的结果集中第
ｉ个等级上的置信度修正公式如下：

　βｉ，ｋ ＝珔βｉ，ｋ
∑
Ｔｋ

ｔ＝１
τ（ｔ，ｋ）∑

Ｊｔ

ｊ＝１
αｔ，( )ｊ

∑
Ｔｋ

ｔ＝１
τ（ｔ，ｋ）

τ（ｔ，ｋ）＝
１　Ｕｔ∈Ｒｋ（ｔ＝１，…，Ｔｋ）{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３）

２．２．３　激活规则的合成
由式（２）、式（３）可求得全部激活规则的激活权重及

修正的结果集置信度，每条被激活的规则可视为 ＥＲ方法
中的一个基本属性，因此可用ＥＲ算法［１６］将所有激活规则

进行合成，由每个基本属性的置信度和属性权重可以求得

基本属性的基本可信值：

ｍｎ，ｉ＝ωｉβｎ，ｉ　　　　　　　　　 　 （４ａ）

ｍＨ，ｉ＝１－ωｉ∑
Ｎ

ｎ＝１
βｎ，ｉ＝珚ｍＨ，ｉ＋珟ｍＨ，ｉ　 （４ｂ）

珟ｍＨ，ｉ＝ωｉ １－∑
Ｎ

ｎ＝１
βｎ，( )ｉ 　　　 　　　 （４ｃ）

珚ｍＨ，ｉ＝１－ωｉ　　　　　　　 　　　　 （４ｄ）
上式中ｎ＝１，…，Ｎ，ｉ＝１，…，Ｌ．在基本可信值的基础上利
用解析公式［１７］可将所有的基本属性一次合成，合成公式为

Ｃｎ ＝ｋ∏
Ｌ

ｊ＝１
（ｍｎ，ｊ＋珚ｍＨ，ｊ＋珟ｍＨ，ｊ）[ －　 　

∏
Ｌ

ｊ＝１
（珚ｍＨ，ｊ＋珟ｍＨ，ｊ ]） （５ａ）

珘ＣＨ ＝ｋ∏
Ｌ

ｊ＝１
（珚ｍＨ，ｊ＋珟ｍＨ，ｊ）－∏

Ｌ

ｊ＝１
珚ｍＨ，[ ]ｊ 　 （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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珔ＣＨ ＝ｋ∏
Ｌ

ｊ＝１
珚ｍＨ，ｊ　　　　　　　　　　　 （５ｃ）

ｋ－１ ＝∑
Ｎ

ｎ＝１
∏
Ｌ

ｊ＝１
（ｍｎ，ｊ＋珚ｍＨ，ｊ＋珟ｍＨ，ｊ）－　　

（Ｎ－１）∏
Ｌ

ｊ＝１
（珚ｍＨ，ｊ＋珟ｍＨ，ｊ） （５ｄ）

最后可求得综合属性的置信度：

βｎ＝
Ｃｎ
１－珔ＣＨ

　（ｎ＝１，…，Ｎ）　 （６ａ）

βＨ＝
珘ＣＨ
１－珔ＣＨ

　　　　 　　　 （６ｂ）

２．２．４　ＢＲＢ系统的输出
由ＥＲ算法合成激活规则后得到的置信度是ＢＲＢ系统

的常见输出类型之一，其中第 ｉ个置信规则库相关的置信
度分布输出可表示为

ＢＲＢｉ：｛（Ｄ１，β１，ｉ），（Ｄ２，β２，ｉ），…，（ＤＮ，βＮ，ｉ）｝ （７）
当ＢＲＢ系统的输入要求为简单的数值类型时，可将

置信度分布转化为平均效用值，假设Ｎ个评价等级的等级
效用值满足：μ１≤μ２≤…≤μＮ，则第 ｉ个置信规则库的平
均效用值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μａｖｇ，ｉ＝∑
Ｎ

ｎ＝１
（μｎβｎ，ｉ）＋

μ１＋μＮ
２ １－∑

Ｎ

ｎ＝１
βｎ，( )ｉ （８）

在不同的 ＢＲＢ系统中，对于相同的输入数据由其推
理所得的置信度分布可能并不相同，为了比较彼此间的差

异，本文引入相似度的计算公式，假设有两个置信规则库

ＢＲＢｉ和ＢＲＢｊ，则在两个置信规则库上推理所得的置信度
分布的相似程度可表示如下：

ｉ，ｊ＝１－∑
Ｎ

ｋ＝１
（βｋ，ｊ－βｋ，ｉ）

２－ ∑
Ｎ

ｋ＝１
（βｋ，ｉ－βｋ，ｊ( )）２

（９）

２．３　ＢＲＢ的“组合爆炸”问题及相关工作
置信规则库的构建需要覆盖所有的前提属性及每个属

性的候选值，因此当置信规则库中总共有 Ｔ个前提属性，
且第ｉ个前提属性的候选值个数为Ｊｉ时，则置信规则库中

规则数可达∏
Ｔ

ｉ＝１
Ｊｉ，例如当前提属性的个数为５，每个前提

属性候选值的个数均为３时，那么所构建置信规则库的置
信规则数为３５ ＝２４３条，显然，置信规则库中的置信规则
数是一个指数量级的规模，因此当问题过于复杂时容易引

起“组合爆炸”问题，解决该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减

少前提属性的个数，这是因为在置信规则库中，并非每一

个前提属性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筛选关键的前提属性来

重建置信规则库可以有效地缩减置信规则库中的规则数，

这些关键的前提属性也可以被称为关键性能参数［１８］．
针对置信规则库的“组合爆炸”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法

多为基于维度约简的规则约简方法，包括有 ＧＴ、Ｉｓｏｍａｐ、
ＭＤＳ及ＰＣＡ等方法，文［１３］从规则约简数量、置信度分
布、最大置信度及方差等方面对各方法进行比较，最终得

出Ｉｓｏｍａｐ与 ＰＣＡ约简方法的约简效果最为理想，具体分
析这两种方法，Ｉｓｏｍａｐ约简方法主要是应用Ｉｓｏｍａｐ非线性
降维算法，该算法需要３个步骤来实现：首先标记相邻节

点及计算相邻图，然后应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或Ｆｌｏｙｄ算法计算
流形上各点的测地线距离，最后再应用 ＭＤＳ算法找出嵌
入在高维空间的低维坐标．由上述算法步骤可知，Ｉｓｏｍａｐ
算法是以ＭＤＳ算法为基础，通过用流形上两点间测地距
离取代ＭＤＳ算法中的欧氏距离来提升维度约简的准确性，
但该改进却使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明显增大．再分析 ＰＣＡ
约简方法，其主要是应用ＰＣＡ线性降维算法，在规则约简
时首先应用奇异值分解法求解评价矩阵的成分，然后选取

特征值大于１或累计比例达到８０％以上的前ｋ个成分求解
载荷矩阵，并用最大四次方值法对载荷矩阵进行旋转，最

后再选取旋转后各成分载荷的绝对值大于０．８的前提属性
作为关键属性．经对上述算法的最后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
筛选关键属性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形象说明现有方法的不足，以下从实验分析的角

度剖析Ｉｓｏｍａｐ与ＰＣＡ约简方法．假设在置信规则库中有Ｔ
个前提属性，每个前提属性允许专家使用的评价等级个数

为Ｐ，则可以构建一个Ｔ×ＴＰ的评价矩阵，即需要计算ＴＰ

个节点间的最短距离，因此当前提属性个数或评价等级个

数增加时用于计算两点间最短距离的时间开销呈指数增长

的趋势．由此可见，Ｉｓｏｍａｐ约简方法虽然约简规则数量和
推理准确性都比较理想但方法涉及复杂的算法，计算复杂

度较高且不易实现．对于ＰＣＡ约简方法，首先分析选择特
征值大于１的前ｋ个成分作为主成分时的情形，由文［１３］
中的分析可知，由关键属性重构的置信规则库的推理准确

性并非最佳；再分析选择特征值累计比例达到８０％以上的
前ｋ个成分作为主成分的情形，假设选取前５个成分作为
主成分，其特征值累计比例为１００％，则旋转后的载荷矩
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旋转后的载荷矩阵
Ｔａｂ．１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ｍａｔｒｉｘａｆｔ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前提属性

名称

主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指控 ０．９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１９８
机动性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０．９５９ －０．２４１ －０．１２３
火力 ０．０３１ －０．１６５ －０．２６０ ０．９３９ ０．１４８
防御力 －０．２３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７ ０．９２６
通讯 ０．０３９ ０．９７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７３

　　由表１可知，当选取各成分载荷的绝对值大于０．８的
前提属性作为关键属性时，５个前提属性均符合要求，由
于不存在非关键属性，因此无法缩减置信规则库中的规则

数．上述的情形中ＰＣＡ约简方法均无法保证约简效果，主
要原因在于筛选关键属性时仅考虑前提属性对主成分的贡

献程度，而忽略了各主成分间的相对重要性．由此可见，
ＰＣＡ约简方法虽然在个例中约简规则数量和推理准确性
都比较理想，但方法在筛选关键属性时存在局限性，因此

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３　基于赋权方法的ＢＲＢ规则约简方法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置信规则库中“组合爆炸”问题认

知的加深，用于置信规则库规则约简的方法相继被提出，

３２１期 杨隆浩，等：基于关联系数标准差融合的置信规则库规则约简方法



但这些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传统维度约简方法［１４］的基础上，

方法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了健全现有的规则约简
方法，本文从多属性决策问题中赋权方法的角度提出规则

约简的新方法．在本节中首先对赋权方法作简要的概述，
然后介绍基于关联系数标准差的规则约简方法．
３．１　赋权方法与规则约简

赋权方法是针对多属性决策问题而归纳的用于确定各

个属性权重的方法，由于属性权重是决策信息中的重要信

息之一，因此有关赋权方法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目
前，赋权方法可分成三类：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其

中主观型是依据决策者主观偏好确定权重的方法，包括

有：相对比较法、连环比率法、德尔菲法（Ｄｅｌｐｈｉ）、集值迭
代法、最小平方法、特征向量法、简单多属性排序法

（ＳＭＡＲＴ，ＳＭＡＲＴＥＲ）和 ＳＷＩＮＧ等［１９－２０］．客观型是利用
已知的客观决策矩阵信息来决定权重的方法，包括：熵值

法、标准差赋权法（ＳＤ）、逼近理想点法和关联系数标准差
法等［１９］．综合型则是结合主观信息和客观决策矩阵信息
来计算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加法集成、乘法集成、分类

赋权法和“广义拉开档次”赋权法等［２１］．
由于现有的赋权方法种类繁多，且由赋权方法确定的

权重可近似特征提取的结果，因此本文将赋权方法引入到

置信规则库的规则约简中．属性权重的大小与其对决策结
果影响程度的大小存在正相关，即：当属性对决策的影响程

度越小时，计算所得的权重越小，反之，权重越大．所以在
规则约简时首先利用赋权方法计算各前提属性的权重，然

后根据权重的大小筛选出前ｋ个所对应的前提属性作为关
键属性，最后再使用关键属性重构规模缩减的置信规则库．
３．２　基于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方法

关联系数标准差法是客观型赋权方法，其思想是通过

整合每个属性的标准差与总体评价值的关联系数来计算属

性的权值，其中总体评价值的关联系数是指属性被移除时

的总体评价值与该属性未被移除时的总体评价值的关联

度．由于在权重计算中移除属性的方式与规则约简时约简
非关键属性相类似，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基于关联系数标准

差提出置信规则库的规则约简方法，为了与置信规则库中

固有的前提属性权重进行区分，本文称关联系数标准差方

法计算所得的权重为关联权重．在基于 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
方法中由于关联权重的计算是算法的核心步骤，以下将首

先对关联权重的计算作具体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介绍

基于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方法的算法步骤．为方便叙述，称
基于ＣＣＳＤ的规则约简方法为ＣＣＳＤ约简方法．
３．２．１　关联权重的计算

首先，利用专家知识或先验数据对每个前提属性做出

评价，假设前提属性的数量是 Ｔ，评价信息共有 Ｎ组，则
评价信息可用矩阵形式表示，称为评价矩阵．

　 Ｘ＝（ｘｉ，ｊ）Ｎ×Ｔ＝

Ｕ１ Ｕ２ … ＵＴ
Ｐ１
Ｐ２


ＰＮ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Ｔ
ｘ２，１ ｘ２，２ … ｘ２，Ｔ
   

ｘＮ，１ ｘＮ，２ … ｘＮ，











Ｔ

（１０）

由于评价矩阵中各个评价信息在表示时属于有量纲的

表示形式，因此需要将评价矩阵中的数值化为无量纲的表

示形式，成为纯量，即对评价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

在转换时还需依据前提属性的性质，分别对其进行效益型

和成本型的标准化，公式如下所示：

ｚｉ，ｊ＝

ｘｉ，ｊ－ｘ
ｍｉｎ
ｊ

ｘｍａｘｊ －ｘ
ｍｉｎ
ｊ
，ｉ＝１，…，Ｎ；ｊ∈Ωｂｅｎｅｆｉｔ

ｘｍａｘｊ －ｘｉ，ｊ
ｘｍａｘｊ －ｘ

ｍｉｎ
ｊ
，ｉ＝１，…，Ｎ；ｊ∈Ω{

ｃｏｓｔ

　 （１１）

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表示如下：

　 Ｚ＝（ｚｉ，ｊ）Ｎ×Ｔ＝

Ｕ１ Ｕ２ … ＵＴ
Ｐ１
Ｐ２


ＰＮ

ｚ１，１ ｚ１，２ … ｚ１，Ｔ
ｚ２，１ ｚ２，２ … ｚ２，Ｔ
   

ｚＮ，１ ｚＮ，２ … ｚＮ，











Ｔ

（１２）

然后，初始化每个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Ｗ＝｛ω１，ω２，
…，ωＴ｝，初始化过程中需确保权重符合如下条件：

∑
Ｔ

ｉ＝１
ωｉ＝１　ａｎｄ　０≤ωｉ≤１　 （１３）

引入简单的加权方法，计算各个评价方案的总体评价

值，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ｄｉ＝∑
Ｔ

ｊ＝１
ｚｉ，ｊωｊ，ｉ＝１，…，Ｎ　 （１４）

因此当移除某个前提属性后，当前各个评价方案的总

体评价值的计算公式可修改为

ｄｉ，ｊ＝ ∑
Ｔ

ｋ＝１，ｋ≠ｊ
ｚｉ，ｋωｋ，ｉ＝１，…，Ｎ　 （１５）

则前提属性Ｕｊ关于总体评价值的关联系数表示为

Ｒｊ＝
∑
Ｎ

ｉ＝１
（ｚｉ，ｊ－珋ｚｊ）（ｄｉ，ｊ－珔ｄｊ）

∑
Ｎ

ｉ＝１
（ｚｉ，ｊ－珋ｚｊ）

２·（ｄｉ，ｊ－珔ｄｊ）槡
２

　 （１６ａ）

其中

珋ｚｊ＝
１
ｎ∑

Ｎ

ｉ＝１
ｚｉ，ｊ，ｊ＝１，…，Ｔ　 （１６ｂ）

珔ｄｊ＝
１
ｎ∑

Ｎ

ｉ＝１
ｄｉ，ｊ，ｊ＝１，…，Ｔ　 （１６ｃ）

最后，可以依据前提属性间的标准差与关联系数求得

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

ωｊ＝
σｊ １－Ｒ槡 ｊ

∑
Ｔ

ｋ＝１
σｋ １－Ｒ槡 ｋ

　 （１７ａ）

其中前提属性间的标准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σｊ＝
１
ｎ∑

Ｎ

ｉ＝１
（ｚｉ，ｊ－珋ｚｊ）槡

２　 （１７ｂ）

在上述关联权重的计算过程中不难发现，首先需要初

始化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然后依据前提属性间的标准差

和关联系数再重新计算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且求解关联

权重的过程属于求解非线性等式的过程，因此为了简化求

解过程，将求解关联权重的过程转换为求解如下优化模型

４２ 信息与控制　　　　　　　　　　　　　　　　　　４４卷



的过程．

ＭｉｎＪ＝∑
Ｔ

ｊ＝１

ωｊ－
σｊ １－Ｒ槡 ｊ

∑
Ｔ

ｋ＝１
σｋ １－Ｒ槡

( )
ｋ

２

　

ｓ．ｔ．０≤ωｊ≤１，ｊ＝１，…，Ｔ　 （１８）
当优化模型求得最优解，即 Ｊ＝０时，所求得的 Ｗ＝

｛ω１，ω２，…，ωＴ｝即为各个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
３．２．２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的算法步骤

在关联权重的基础上，可将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的算法步
骤概述如下．其中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步骤１　依据现有的前提属性、前提属性的候选值、
结果集的置信度分布建立初始的置信规则库．

步骤２　通过专家知识或历史数据分析各个前提属性
间的强弱连接关系，并依此建立对各前提属性评价的评价

矩阵．
步骤３　利用评价矩阵建立关于关联权重的非线性方

程组，并通过求解方程组来计算各个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
步骤４　依据关联权重选取权值大于特定阈值或前 ｋ

大的前提属性作为关键属性．
步骤５　约简置信规则库中的非关键属性，并合并因

前提属性被约简后产生的重复置信规则．
步骤６　重构精简的置信规则库，并将其作为ＢＲＢ系

统的新知识库．
上述算法步骤中，步骤２至步骤５即为 ＣＣＳＤ约简方

法约简置信规则库的主要算法流程，其中在步骤２中，目
前国内外研究表明无论是德尔菲法或改良的专家评估方法

都能有效地表示和集成专家知识，为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中评
价矩阵的构建提供充实的理论依据，并最终确保 ＣＣＳＤ约
简方法的准确性．

图１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的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ＣＣＳ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３　算法复杂度分析
下面对所提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进行分析，以此说明新

方法的良好计算性能．在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中，由算法的各
个步骤可知其主要计算量是构建和求解关联权重的优化模

型．对于优化模型的构建，式（１１）需要的时间代价为
Ｏ（ＮＴ），式（１５）为 Ｏ（ＮＴ２），式（１６）为 Ｏ（ＮＴ＋ＮＴ），
式（１７）为 Ｏ（ＮＴ＋Ｔ）；对于优化模型的求解，本文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 ｆｍｉｎｃｏｎ函数，该函数默认算法是 ｔｒｕｓｔ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ｇｌｅｃｔｉｖｅ算法，其依据给定的初始值来进行梯度步长的迭
代求解，为了精简该部分时间复杂度的表示形式，令ｆｍｉｎ
ｃｏｎ函数一次迭代求解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Ｆ）．假设 ＣＣＳＤ

约简方法需要迭代Ｍ次才能求得关联权重，则ＣＣＳＤ约简
方法的算法复杂度为

　（Ｏ（ＮＴ）＋Ｏ（ＮＴ２）＋Ｏ（２ＮＴ）＋Ｏ（ＮＴ＋Ｔ）＋Ｏ（Ｆ））×Ｍ
＝Ｏ（Ｍ（ＮＴ２＋Ｆ）） （１９）

４　实验分析
为了检验ＣＣＳＤ约简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适用性，本

文引入装甲装备体系综合能力评估的置信规则库［１３］，其

中该置信规则库主要用于验证现有规则约简方法的约简效

果．装甲装备体系综合能力评估的置信规则库中含５个前
提属性，分别为“指令与控制”、“机动性”、“火力”、“防

御力”和“通讯”，如图２所示．假设每个前提属性的识别
框架均为｛Ａ，Ｂ，Ｃ｝，由此可知装甲装备体系综合能力评
估的置信规则库中共有规则数２４３条，具体参见文［１３］．

以下首先介绍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如何应用于上述实例，
并比较ＣＣＳＤ约简方法与现有规则约简方法的有效性，最
后在特殊方案和一般方案中分析关联权重的权值大小与

ＢＲＢ系统决策准确性间的关系．

图２　装甲装备体系综合能力评估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ａｎａｒｍｏｒ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４．１　置信规则库的约简
由于本文方法与现有规则约简方法的预处理过程相

同，即在规则约简时需要通过专家知识对５个前提属性作
出评估，为此本文使用已有的专家评估信息来确定前提属

性间是否存在强连接关系，其中由专家确定的７个强连接
关系［１３］如下：火力—防御力、指挥与控制—通讯、机动

性—通讯、指挥与控制—机动性、指挥与控制—机动性—

通讯、指挥与控制—火力、指挥与控制—火力—通讯．
为了构造前提属性的评价矩阵，提出如下３个假设［１３］：

（１）上述的７个强连接关系中，对于以下两种情况均
不考虑：１）评价等级都为Ｃ的情况；２）评价等级中同时
出现Ａ和Ｃ的情况．

（２）当分析任一强连接关系时，其余前提属性的评价
信息均假设为Ａ．

（３）评价矩阵中的评价类型单独唯一，出现重复情况
时，只保留一个．

经上述的３个假设可构建出由３１组评价信息组成的
评价矩阵，其中评价矩阵的转置如下所示：

ＡＢＡＡＡＡＡＡＡＢＢＣＡＡＡＢＢＣＢＢＣＢＡＢＢＣＢＢＣＢＡ
ＡＡＢ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ＢＢＣＢＣＢＢＣＢＡＢＡＡＡＡＡＡＡＢ
ＡＡＡＢＡＡＢＢ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ＢＣＢＢＣＢＡＡ
ＡＡＡＡＢＡＢＣＢ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ＡＡＡＡＡＢＡＡＡＢＣＢＢＣＢＡＡＡＢＢＢＢＢＡＡＡＢＢＢＢＢ

为了将定性的评价等级合理地转换为定量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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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引入互惠指数转换［２２］的方法，转换数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互惠指数转换表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Ｂ Ｃ

转化指标 α０≈１ α－２≈０．６１８ α－４≈０．３８２

　　将定性的评价矩阵转换为定量的评价矩阵后，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ｆｍｉｎｃｏｎ函数可求解各个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
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确定的关联权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ＣＳ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由图３可知，在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确定的关联权重中，
依据权值的大小关系可将前提属性分成３个层次，其中第
一层次由前提属性“指挥与控制”、“机动性”和“火力”组

成，前提属性间关联权重的最大差值为０．００４５；第二层次
由前提属性“通讯”组成，与第一层次中前提属性的最小关

联权重差值为０．０３８７，占前提属性“通讯”关联权重的比
重为２０．５７％；第三层次由前提属性“防御力”组成，与第
二层次中前提属性的最小关联权重差值为０．０７８４，占前提
属性“防御力”关联权重的比重为７１．４２％．由此可知，约
简第三层次中前提属性“防御力”对 ＢＲＢ系统推理准确性
产生的影响最小，而约简第一层次中前提属性将对ＢＲＢ系
统推理准确性产生的影响最大，具体的分析见４．３节．
４．２　有效性对比分析

现有的规则约简方法中，Ｉｓｏｍａｐ与 ＰＣＡ约简方法的
约简效果最为理想，因此，以下将主要对 Ｉｓｏｍａｐ约简方
法、ＰＣＡ约简方法及ＣＣＳＤ约简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从方法的有效性比较各规则约简方法．由 Ｉｓｏｍａｐ和
ＰＣＡ约简方法筛选的关键属性为前提属性“指挥与控制”、
“机动性”、“火力”和“通讯”，因此重构的置信规则库中

规则数为３４＝８１，考虑置信规则库中部分规则可以合并的
原则，还可将置信规则库中规则数进一步降低到２５条．对
比本文提出的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由各前提属性的关联权重
可知，前提属性“防御力”的权值最低且与其它前提属性的

关联权重差值较大，因此在约简非关键前提属性时，应首

先约简前提属性“防御力”，由此可见，ＣＣＳＤ约简方法与
Ｉｓｏｍａｐ和ＰＣＡ约简方法重构的置信规则库完全相同，因
此ＣＣＳＤ约简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缩减置信规则库的规则
数，同时还能保证ＢＲＢ系统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此外，对于ＣＣＳＤ约简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逐个将待
考察属性移除，再通过标准差与总体评价值的关联系数来

计算属性的关联权重．由于权重的求解可转换为最优化问
题，而在Ｍａｔｌａｂ中具有功能强大的优化工具箱，因此在规
则约简中仅需实现式（９）～（１６），算法实现较为简单；进
一步分析关键属性的筛选方式，关联权重是在移除前提属

性时计算的权重，而置信规则库中规则约简的本质同样是

移除前提属性，因此依据前提属性间关联权重的权值大小

来选取关键属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４．３　准确性对比分析

为了客观地比较在约简不同关联权重的前提属性后对

ＢＲＢ系统推理准确性产生的影响，首先本文选取原置信规
则库作为参照对象，同时还在原置信规则库的基础上分别

约简前提属性“指令与控制”、“机动性”、“火力”、“防御

力”和“通讯”后构建的新置信规则库；为方便叙述，以下

称原置信规则库为ＯＢＲＢ；在ＯＢＲＢ基础上分别约简“指
令与控制”、“机动性”、“火力”和“通讯”后构建的置信规

则库称为 Ｄ１ＢＲＢ、Ｄ２ＢＲＢ、Ｄ３ＢＲＢ和 Ｄ５ＢＲＢ，此外，
由于前提属性“防御力”的关联权重最低，因此称约简“防

御力”后新建的置信规则库为ＣＣＳＤＢＲＢ．
在准确性的分析中，本文从效用值和相似度两方面对

比分析各置信规则库．其中对于效用值的计算，假定识别
框架中各个评价等级的等级效用值为

μ＝｛（Ａ，１．０），（Ｂ，０．６），（Ｃ，０．３）｝　 （２０）
４．３．１　特殊方案作为实例输入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先以特殊方案Ｐ作为实例输入，
方案Ｐ＝｛（指令与控制＝（Ａ，０．８），（Ｂ，０．２）），（机动性＝
（Ａ，０．７），（Ｂ，０．３）），（火力＝（Ａ，０．９），（Ｂ，０．１）），（防御
力＝（Ａ，０．６），（Ｂ，０．４）），（通讯＝（Ａ，０．７），（Ｂ，０．３））｝．
依据方案Ｐ在上述６个置信规则库中推理后，结果如图３
所示，则有相应的结论：

在效用值的对比分析中，ＣＣＳＤＢＲＢ上的平均效用值
为０．８９８３，相比于ＯＢＲＢ上的平均效用值差值仅有０．０１１９，
该差值是所有约简后置信规则库与 ＯＢＲＢ在平均效用值
上的最小偏差；而在剩余的４个置信规则库中，平均效用
值最接近ＯＢＲＢ的置信规则库是Ｄ５ＢＲＢ，两者的平均效
用值的差值为０．０２４５，略大于 ＣＣＳＤＢＲＢ与 ＯＢＲＢ间平
均效用值的差值，因此从效用值的偏差程度不难发现约简

关联权重越低的前提属性对平均效用值产生的影响越小．
在相似度的对比分析中，由相似度的计算公式可知，

相似度反应规则库约简前后系统推理所得置信度分布的相

似程度，而图中仅有 ＣＣＳＤＢＲＢ和 Ｄ５ＢＲＢ两者的相似度
高于０．９９，且明显大于其余３个置信规则库上的相似度，
因此进一步证明依据前提属性间关联权重的大小来选取关

键属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上所述，在特殊方案中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能够有效地保证ＢＲＢ系统推理的准确性．
４．３．２　一般方案作为实例输入

进一步验证用一般方案作为实例输入时，ＣＣＳＤ约简
方法能够保证ＢＲＢ系统决策的准确性，分析时借鉴灵敏
度分析方法［２３］，首先将５个前提属性均作为分析属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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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置信规则库上的效用值和相似度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ｂｅｌｉｅｆ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ｓ

后依照灵敏度分析中控制单一变量的方式，将评价等级

Ａ、Ｂ上的置信度按等比例减少，并将减少的置信度转移至
评价等级Ｃ上，因此可建立如下的等式：

β^Ａ＝βＡ×（１－０．１×ｋ）　 （２１ａ）

β^Ｂ＝βＢ×（１－０．１×ｋ）　 （２１ｂ）

β^Ｃ＝（βＡ＋βＢ）×０．１×ｋ　 （２１ｃ）

上式中灵敏度因子 ｋ＝１，…，１０，因此在分析时，可在灵
敏度因子ｋ的取值范围内依次增大灵敏度因子ｋ的值，并
依此比较ＢＲＢ系统输出的平均效用值和相似度．

从平均效用值的角度分析，如图５所示，由图５（ａ）的
６条曲线可知，随着灵敏度因子 ｋ值的增大，在６个置信
规则库上的平均效用值呈现出两种变化趋势，其中

ＯＢＲＢ、ＣＣＳＤＢＲＢ和Ｄ５ＢＲＢ呈现出指数变化的下降趋
势，而其余３个置信规则库则呈现出近乎线性的变化趋
势，虽然同为递减，但与 ＯＢＲＢ变化趋势的差异性较大，
进一步比较 ＣＣＳＤＢＲＢ与 Ｄ５ＢＲＢ，由图中的曲线可知
ＣＣＳＤＢＲＢ上的平均效用值更加接近 ＯＢＲＢ；继续对各置
信规则库上的平均效用值进行分析，由图５（ｂ）中各置信
规则库的平均效用值的偏差均值可知，在ＣＣＳＤＢＲＢ上平
均效用值的偏差均值最低，其次是Ｄ５ＢＲＢ，由此可见，在
一般方案作为示例输入时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能够确保 ＢＲＢ
系统推理所得的平均效用值偏差最低．

从相似度的角度分析，如图６所示，由图６（ａ）中６条
曲线可知，随着灵敏度因子ｋ值的增大，在６个置信规则

图５　各置信规则库上的效用值和效用值偏差的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ｔ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ｌｉｅｆ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ｓ

图６　各置信规则库上的相似度和相似度均值的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ｂｅｌｉｅｆ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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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上相似度同样呈显出两种变化趋势，其中ＣＣＳＤＢＲＢ和
Ｄ５ＢＲＢ在灵敏度因子 ｋ为２和３时偏离 ＯＢＲＢ较为明
显，而对于其余的３个置信规则库在开始时偏离ＯＢＲＢ较
为明显，但５个置信规则库在灵敏度因子ｋ大于６时均十
分地接近ＯＢＲＢ，因此由图６（ａ）中的曲线很难判别ＣＣＳＤ
约简方法对置信规则库的推理准确性的影响是否最小；再

继续对图６（ｂ）进行分析，其中图中的柱状图表示各置信
规则库上的平均相似度，在图中仅有ＣＣＳＤＢＲＢ上平均相
似度高于０．９７，由此可见，在一般方案作为示例输入时
ＣＣＳＤ约简方法能够保证ＢＲＢ系统推理的相似度最高．

综上所述，通过与约简关键属性后构建的置信规则库

的对比可知，由ＣＣＳＤ约简方法约简所得的置信规则库具
有较低效用偏差和较高相似度的特点，进而证明 ＣＣＳＤ约

简方法能够有效地确保 ＢＲＢ系统被约简后具有较高的准
确性．

５　结论
本文针对置信规则库中的“组合爆炸”问题及现有规则

约简方法的不足提出基于关联系数标准差的规则约简方法，

其利用计算属性权重的方式来实现维度约简的规则约简方

法，通过约简关联权重相对较小的前提属性来完成精简置

信规则库的目的．此外，在以特殊方案和一般方案作为实验
输入时，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规则约简方法在约简置信规

则库后能够使其具有较低效用偏差和较高相似度的特点．
对于今后的研究，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具有更理想约简效果

的赋权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置信规则库的规则约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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