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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在

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发展使得它在商业领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

应用。随着商业智能的发展，以及 RFID 在商业领域的普遍应

用，从数据中获取知识的要求与日俱增。商品在整个供应链

传输的过程当中，通过 RFID 设备收集了大量的信息。通过运

用合理的方法处理这些数据，可以从中获得对企业发展更加

有利的信息。比如，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商品供应链路线，并

对其进行优化和管理，如何确定商品滞留时间与商品销售情

况的内在联系等。

在供应链的工作流模型建设过程中，主要是由顾问、经理

和专家组成的团队凭借经验构建的 [1]，这种主观创建的工作流

模型往往缺少完备性，系统性。基于这样的问题，Aalst和Weijters

等学者首先提出了，收集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信息记录，然后根

据这些数据，对其进行过滤，挖掘，获取有利信息，以此构建工

作流模型[2]。Jiawei Han 和 Gonzalez 提出了一种根据商品在工作

流网路径中的停留时间概率来优化从RFID数据集中收集的数

据信息，该方法虽然可以得到优化后的工作流网，但无法将挖

掘方法与结果和用户有利的层次化需求进行得当的匹配。

本文通过商品在供应链中由 RFID 标签及其读写设备收

集的数据信息构建数据集，并对数据集进行优化压缩及层级

提取，主要讨论了在合理化之后的数据集中，如何构建待优化

的供应链工作流模型，以及运用AprioriGraph算法进行挖掘数

据，使得工作流网的数据挖掘方法以及数据挖掘结果与用户

有利的层次化特征两者之间有效的匹配。

1 构建 RFID 数据集

RFID设备主要由标签和读写器构成，数据的产生可以看

作是数据信息以数据流的形式写入RFID读写器当中，当贴有

RFID 标签的商品进入 RFID 读写设备的扫描范围时，读写设

备就会自动记录RFID标签中的数据信息，并生成逐条数据构

成的 RFID 数据集[3-4]。

每条数据记录有唯一RFID标签的标示符信息Uid，记录地

点信息的数据列Location，用以表示商品被扫描时的所在地点，

记录时间信息的数据列 Time，用以表示商品被扫描时的时间。

读写器是一个实时工作的硬件设备，根据用户的设定，定

时对RFID标签进行信息扫描，记录下扫描时的地点信息(Loca-

tion)，以及时间信息 (Time)。从而形成了待处理的原始 RFID

数据集，此数据集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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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RFID读写器是定时扫描商品标签，而商品的位置移

动与读写频率并不协调，往往为了充足记录信息并满足各种

用户对 RFID 标签数据信息记录的需求，RFID 读写器的读写

频率远大于商品位置移动频率，所以得到的原始RFID数据集

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冗余信息。

需要对数据集进行压缩处理，删除同一商品在同一地点

被扫描后所记录的数据信息，例如商品在某货架上停留一天

时间，而货架端的 RFID 读写器每一小时扫描一次，这样同一

个商品就存在同一地点的 24 条数据信息。要将这 24 条信息

转变为 1 条数据信息，而又不发生信息丢失，需将原始数据集

当中的时间列更改为进入读写器范围时间 (Timein) 与离开读

写器范围的时间 (Timeout)，这样便可以避免上述重复记录的

发生，而又不会发生信息丢失，从而得到根据地点信息压缩后

的，如表 2 形式的 RFID 数据集。

并且，商品在实际的供应链运输当中，大多是成箱、成批

运送，而每个单一商品都会贴有 RFID 标签，所以 RFID 读写器

将会成批记录下重复的商品运输路径，也就是说，同类商品中，

每个单件商品上的标签都将被读写器读取记录数据信息[5]。

由于此种原因，将同类商品信息合并可以在无损有效信息

的基础上压缩 RFID 数据集，得到根据商品集体运输特性压缩

后的聚合 RFID 数据集。将 Nuid 定义为合并 Uid 后的数据列，

Nuid 是一个 Uid 的真子集，因为 Uid 的数据具有唯一性，所以

Nuid的数据同样具有全局唯一的属性，不必另行创建唯一标示。

另外，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提高地点信息的抽象层

次，商品在供应链当中，低层次的地点记录信息往往对于优化

和管理供应链的价值不大，例如货架上的物品存储对于货品

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运送来讲，此类信息可以完全忽略，利用

数据挖掘当中的数据上卷技术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所谓数据

上卷是指沿用户控制的，在指定维度上的数据汇总 [2]，经上卷

后的数据集的地点信息列命名为 NLocation。至此，经过清理

和数据层次上卷之后的 RFID 数据集如表 3 所示。

2 构建工作流模型

从商品在供应链中的流转状况可知商品在每个站点间的

运输流转具有方向性，以商品存储站点以及商品运输路线与

方向，抽象出工作流模型[6-7]，工作流模型可以用来描述过程逻

辑，而商品工作流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商品流转过程规约。

商品贴有的 RFID 标签经其读写器扫描后被定义为工作

流中事件的基本组成单元，A=(nl1,nl2,⋯,nln)表示工作流中事

件的集合。每一个事件的实例承接上面的定义由四元组构成

(Nuid,nli,Ti,To)，其中Nuid在这里抽象为实例编号，而 nli? A, Ti

和 To 分别为事件的发生与结束时间。由事件所组成的有向

网可以组建成工作流网(WorkFlow-Net)，工作流网的概念最早

由 Aalst 在深化 Petri 概念的时候提出[8]。假设工作流中不存在

循环，任何实例都不存在重复的活动。

定义 1 事件依赖性：设每个事件实例为 B，事件实例的

集合为 H，那么 B∈H。如果有 Bi∈H，Bj∈H；Bi 与 Bj 这两个

事件的发生地点分别记为nli与nlj，且Bi的结束时间(记为Toi)

早于 Bj 的开始时间(记为 Tij)，那么存在事件之间的局部依赖

关系，记做 nli<nlj。

根据以上定义可知依赖具有可传递性，在建立的商品工

作流模型中不需要表示所有事件中的依赖关系，因为其所具有

的可传递性，所以从一部分事件的依赖关系就可以合理的推导

出其他事件的依赖关系，从而得到商品流转中各个事件之间整

体的依赖关系，比如：nli<nlj，并且 nlj<nlk，那么则有 nli<nlk。

通过上述定义可知：可以根据从供应链中得到的RFID数

据集信息，以 RFID 读写器的扫描地点为事件基础，以商品停

留时间为依赖关系并基于此依赖关系的可传递性推导出事件

之间整体的依赖关系，从而构建商品供应链工作流有向网，此

有向网具有层次特征，可以分离或逐层构建用户有利的有向

网，为运用 AprioriGraph 算法进行数据挖掘打下了基础。

3 算法实现

3.1 数据集预处理的算法实现

数据集的处理包括数据的采集，数据集的清理，获得对于

用户有利的抽象层次等几个步骤。在本模型当中数据通过

RFID 设备采集，利用 RFID 读写器定时扫描获得其扫描范围

内的RFID标签信息，并利用这些数据信息以数据流的方式读

入RFID读写设别，从而形成初始的数据集，数据集的清理、聚

合工作是为构建用户有利的抽象层次所做的初步准备。

当中数据聚合的过程利用了数据挖掘算法中的数据上卷

压缩的方法，根据用户有利的层次需求不同，可以调整数据上

卷的力度，具体的算法过程见算法 1。

算法 1：数据集的清理：合并重复地点信息及清理不合理

数据

输入：原始数据集 Raw Dataset(Uid, Location, Time)

输出：经数据上卷后及清理不合理数据的数据集Cleaned

表 1 RFID 原始数据集 (Raw Dataset)

Raw Dataset (Uid, Location, Time)

(u1,l1,t1)

⋯(u1,l10,t50)

⋯(u1,l50,t500)

(u2,l1,t1)

(u2,l10,t50)

⋯(u100,l10,t1000)

⋯(u50,l2,t2)

⋯(u500,l20,t100)

⋯(u5000,l100,t1000)

(u1,l2,t2)

(u1,l50,t500)

表 2 清理重复地点信息后的 RFID 数据集 (Cleaned Dataset)

Raw Dataset (Uid, Location, Time)

Uid

1

2

⋯

5000

(Uid, Location, Timein, Timeout)

(u1,l1,t1,t50),(u1,l2,t60,t150),(u1,l100,t800,t1000)

(u2,l1,t1,t40),(u2,l10,t50,t100),(u2,l20,t500,t600)

⋯

(u5000,l100,t500,t600),(u5000,l100,t900,t1000)

表 3 数据层次上卷后的 RFID 数据集 (Rollup Dataset)

Rollup Dataset (Nuid, Nlocation, Timein, Timeout)

Nuid

1

2

⋯

n(<5000)

(Nuid, Nlocation, Timein, Timeout)

(nu1,nl1,t1,t50),(nu1,nl2,t200,t300)

(nu2,nl1,t100,t150),(nu2,nl2,t300,t350),
(nu2,nl5,t500,t600)

⋯

(nun, Nlocation, Timein, 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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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Uid, Location, Timein, Timeout)

方法：Datatable.DataSet rawds = Raw Dataset; //将由RFID获

取的数据集植入程序数据表单中

Foreach( item in rawds)

{If (item.Uid == "" || item.Location ==""|| item.Time =="")

{Delete item; //删除信息不全的信息}}

Foreach (item1 in rawds)

{Foreach (item2 in rawds)

If (item1.Location==item2.Location)

{time a[] = item2.Time; //记录下同一个地点的时间扫

描信息}}

Foreach (time b in time a[])

{Time b = Level time a[];//根据用户所需层次从时间记录

中获取同一个地点时间}

New DataTable.DataSet cleanedds (Nuid, Nlocation, Timein,

Timeout); //创建聚合后的数据集

Add new raw (item.Uid, item.Location, item.time, b) in clea-

nedds; //将最后一次货物所在时间记录作为货物运出时

间记录

3.2 工作流网的数据挖掘算法

在工作流网的数据挖掘算法中，目的是从数据集中获取

商品的流向，以及商品在站点上的停留时间，利用对用户有利

的有效信息数据集进行工作流网分析，获取隐藏于庞大的

RFID 数据集当中的，利于用户制定优化供应链决策的信息，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建商品供应链工作流网，从而制定出更

加有利于增加企业效益的决策。由于在实际应用中，商品货

物流转运输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所以工作流可以构成有向图

信息，并且由于模型面向用户的关心层次不同，即有利用户

的层次不同，需要涉及到逐层挖掘的方法。比如，对于一个

省级区域的管理者而言，关心的往往是省内商品供应链运转

关系，而对于一个仓库管理者而言，关心的只是商品在库内

的流转信息。

Apriori方法和模式增长方法在图中的结合使用可以满足

本模型的需求。基于 Apriori 的频繁子结构在图中运用的挖掘

算法，即 Apriorigraph 算法，类似于基于 Apriori 的频繁项挖掘

算法。频繁图的搜索开始于小“规模”图，通过递归的思想进

行逐层迭代，并在迭代的过程当中进行有效的剪枝操作。每

次迭代，新发现的频繁子结构规模增加一个单位，这些新的子

结构首先通过连接上一次调用 Apriorigraph 算法发现的、两个

相似但略有不同的频繁子图产生。通过在 Apriorigraph 的每

次迭代中增加一个顶点来增加子结构的规模。新形成的候选

包括一个大小为 k-1 的公共子图和两个来自大小为 k 的模式

的附加顶点。按照自底向上的方式产生附加定点[2]，并且此算

法具有反单调性，算法中的最小支持度阈值min_sup根据用户

有利的原则进行设定，频繁图的支持度不小于最小支持度阈

值 min_sup。

算法 2：利用 ArpioriGraph 的基本算法构建频繁工作流网

输入：经算法 1 输出的数据集 Cleaned Dataset

最小支持度阈值 min_sup

输出：由频繁子结构得到的工作流网 NK

方法：//运用递归的方法

调用 AprioriGraph(Cleaned Dataset,min_sup,S1);

Function AprioriGraph(D,min_sup,SK)//最小支持阈值根据

用户有利原则确定

{Foreach (frequent gi∈SK)

{Foreach(frequent gj∈SK)

{Foreach(g =merge of gi and gj )//将底层子图进行合并

If (g is frequent in Cleaned Dataset and g = Sk+1)

{insert g into Sk+1;}

}}

If (SK+1 != "")

{ AprioriGraph (Cleaned Dataset, min_sup, Sk+1);}}//若工作

流网不为空则进行输出

3.3 算法性能分析

本文根据所设计的算法进行了相关的模拟实验，以此验

证所设计的相关算法的性能，算法使用 Visual Basic 语言进行

设计，硬件环境为 Intel E7400 2.8GHz 的 CPU，1GB 的内存，操

作系统为 Windows 2000 Server 版本。

为验证算法 1，设计如下实验：分别获取四组 RFID 原始

数据集，每一组的 RFID 数据集中包含的原始数据量不同，最

少为 500 条数据，最多为 50 000 条数据。通过运用算法 1 中数

据清理和数据上卷的数据挖掘方法得到的压缩数据前后结果

对比如表 4 所示。

从验证结果来看，当原始数据在 500 条左右的时候，压缩

效果并不明显，数据压缩比仅为 88.6%。但随着数据量的增

大，压缩效果逐渐显著，当原始数据在 50 000 条的时候，压缩

数据量已近低于 40%，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压缩效果，以此证明

算法有效，并且利于海量数据的有效信息压缩。

并且，从表中结果可以合理推断出当数据量较小时，很难

满足层次化用户的需求，但随着原始数据量增加，RFID数据集

满足用户有利的层次化需求的能力增加，用户可以操控的数据

上卷与数据下钻的幅度增大，从而得到满足自身需求的整理后

的聚合 RFID 数据集，此性质满足日益增加的企业内部庞大原

始 RFID 数据信息量，以及 RFID 设备本身普遍应用后的特征。

采用算法 1 得到的用户有利的四组数据集聚合结果分别

验证算法 2 的有效性，设置统一的最小支持度阈值为 0.2，当

数据集为 433 条的时候，生成优化后的工作流需要耗时 27ms，

1253 条数据构成的数据集需要耗时 37ms，5121 条数据的数据

集需要耗时 81ms，19 854 条数据构成的数据集需要耗时

421ms，实验数据整理后如图 1 所示。

分析结果可知，随着数据集包含数据量的增多，算法耗时

逐渐增加，但递增曲线基本与线性曲线拟合，所以算法拥有良

好的适用性。

表 4 算法 1 应用结果

算法应该前的原始数据/条 运用算法压缩后的结果/条 数据压缩比

500

2000

10000

50000

433

1253

5121

19854

88.6%

62.7%

51.2%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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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对如何应用 RFID 标签及其读写设备构建数据集以

及如何将构建的数据集通过数据清理、数据上卷等数据挖掘

方法转化为用户有利的待挖掘有效信息的数据集进行了讨论，

然后分析了如何应用合理化之后的数据集进行数据挖掘并构

建工作流网，提出了Apriori算法在工作流网中的应用，实现了

用户有利层次性以及数据挖掘层次性之间的匹配，最后给出

了主要的实现算法并做了相关实验给出实验结果，验证了算

法的有效性。

目前 Petri 网在工作流的应用领域有着显著的地位，如将

Petri分析工作流的方法与本文方法进行结合使用一定会有更

加优良的效果，另外随着 RFID 的标签容量增加，它本身可以

包含更多的信息，下一步将对如何更加充分地运用这些信息

进行数据挖掘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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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应链工作流网构造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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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献[7]最终的聚类结果为 4类，这也以一种间接

地方式说明了对于描述客户的多个属性，它们在多维空间投

影的主要成分将在 4 个方向产生，从而证明了 MDS 在该问题

上的有效性。

4 结束语

多维标度分析(MDS)是以空间分布的形式表现对象之间

相似性(差异性)的一种多元数据分析方法。本文将其引入到

企业客户分类中，提出了合理的维度建议，这对发现不同客户

特点，挖掘客户价值具有一定意义，为 CRM 系统进一步的分

类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实验结果证明了 MDS 应用于企

业客户分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尚未给出具体的分类结果，

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而这也将是我们后续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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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前 3 列的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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