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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客户需求及其消费模式的变化趋势。本文提出了客户转移模
式挖掘的概念，分析了客户转移模式挖掘的流程，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规则变化挖掘方法，将单一的客户数据作为独
立个体，给出了荩在规则集中搜索的信息索更新策略及项搜索策略。最后通过对两纽屯信企业客户数据集的实验输证，表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挖掘客户转移模式。
关键词：数撵；挖掘；客户转移模式；群体智能｝规则变化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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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智能尾受到群居昆虫群体和其它动物群体的
集体行为的启发而产生的算法和解决方案。在群体智

１引

言

能中组成群体的是结构简单的独立个体，通过个体间
及个体和环境问的简单交互，最终体现为群体行为“］。

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市场环境

单一的一个客户数据与群体智能中的个体类似，本身

日益复杂。客户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在这种复杂多变

结构简单，不能提供有效的客户模式，但多个近似的客

的市场环境中，及时准确地掌握客户需求及其消费模

户数据所体现出来的客户模式，则反映了该客户群的

式的变化趋势，以及变化产生的原因，企业才能制定出

群体特征。而数据挖掘则能通过自动或半自动的方法

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从而获得成功［”。例如，企业需

和过程，在海量数据中发现隐含的、未知的和有潜在用

要了解以下问题：对哪些客户群的销售额显著增长？

途的知识和规则。因此本文采用群体智能和数据挖掘

哪些客户群所购买的产品发生了改变？客户消费模式

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客户转移模式分析。

如何变化？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
可以通过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给出答案。

＊本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７０４３１００３）支持

由于ＩＦ…ＴＨＥＮ规则在客户模式的表示中应用
很广泛，关联、分类、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所得到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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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模式都可以用规则的形式进行描述，冈此对规则变

６．不同时刻数据集产生的决策树中的变化挖掘：

化进行分析和挖掘，具有普遍的意义。目前的研究只

并不能检测到变化的完全集，只能检测到指定顺序属

是关注规则结构的变化，并未发现规则覆盖样本的变

性的变化，而且不提供任何关于变化程度的信息；

化Ｌ“，这对于客户分析是不够的，客户分析需要知道在

７．从规则结构变化的角度将规则变化模式分为浮

变化规则中客户的来源和去向。规则变化分析的难点

动模式、意外模式、增加模式和消亡模式四种，但不能

在于：１）规则结构不同，不能直接比较；２）如何判断发

针对其中的样本进行研究。

生了何种变化、变化幅度多大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基于群体

本文将每个客户数据看作一个个体，用基于群体智能

智能的客户转移模式分析方法，从客户转移的角度出

思想的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方法在两个规则集中搜索和

发，对变化规则中的客户来源和去向、变化的程度以及

匹配规则，从而发现规则变化规律，以及相应的客户

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从而辅助企业制定正确的市场

ｄｕｓｔｅｒ的特征。这种方法不从规则结构的角度来发现

策略。

规则变化，而是从客户转移的角度来挖掘规则变化，能

本文所用到的变量和符号说明如下：

够发现变化规则所对应的客户转移情况，有利于针对

Ｒ‘ｆ时刻客户模式集；

性地做出决策。

Ｒ“‘ｚ＋＾时刻客户模式集；

本文其余内容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了客户转移
模式的定义及其相关研究情况，并对本文所用到的变

一足中的一个客户模式，，｛∈足；

矿‘Ｐ“中的一个客户模式，矿‘∈Ｒ“‘，；

量和符号进行了说明；第三节详细阐述了本文所提出

ＩＭｌ一条件部分的属性个数；

的基于群体智能的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方法；第四节对

ｆ蛸“ｆ

算法性能进行了实验验证；最后，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和

，｛“条件部分的属性个数；

ＭＩ一结论部分的属性个数；
１Ｎ∥１矿‘结论部分的属性个数；

展望。

Ａ。同时出现在ｒ；和ｒｒ条件部分的属性集ｌ
２客户转移模式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ｌＡｉｌ

Ａ。中的属性个数；

彤同时出现在一和ｒ∥结沦部分的属性集｝
客户模式。即客户消费模式或客户行为模式，每种
模式代表了某些客户的消费特征和行为特征。由于市

ＩＢ。１魄中的属性个数；
ｘ¨二元变量，Ａ＃中的第ｐ个属性值相同时

场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客户的需求和选择也在

墨，＝１，否则Ｘ¨＝Ｏ，ｑ＝１，２，…，ＪＡ÷Ｊ；

不断的改变，因此就产生了客户转移模式的概念。客

Ｙ女二元变量，岛中的第ｑ个属性值相同时

户转移模式是指客户模式的改变及其变化规律。客户
转移模式分析的任务，就是发现客户消费模式的改变，

ｙ咖＝ｌ，否则Ｌ。一ｏ，口＝１，２，…，ＩＢ＃Ｉ；
ＲｕｌｅＰａ峨规则ｉ和规则ｊ所组成的规则对ｆ

揭示其中的变化规律，得出变化产生的原因，用于辅助

ＲｕｌｅＰａｉｒｓＳｅｔ规则对所构成的候选项集合；

企业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

ＬＩｓ∞承出Ｐａ吨项ＲｕＩｅ蹦矗覆盖的客户列表；

客户转移模式分析可以通过规则变化挖掘的方法

Ｑｌｓｔ０１ｎｅｒｎ客户ｎ，

来实现。现有的对不同数据集或规则集的动态或比较

ｃ客户数量；

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

ａ规则对的数量；

ｔ

１．变化环境中的规则准确度维持：其中的规则并

ｐ信息素挥发系数。

不变化，只能维持已有的知识；
２．浮动模式挖掘：只能发现规则支持度变化，而不

３基于群体智能的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方法

能发现规则本身的结构变化；
３．通过规则主观兴趣度的变化发现意外规则：不
能发现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类型变化以
及发生了多少变化｝

３．１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流程
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发现客户
模式改变的规律及原因。既能对市场营销活动的效果

４．时序数据挖掘：更多关注的是规律性变化｝

进行评估，又能进行预测，从而辅助企业制定正确的市

５．分类规则比较：只能发现同结构规则的变化＃

场策略。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考虑：一种是企业决策者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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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市场策略，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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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ｓｅ ｉ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ｎ∈屠）

客户在新的市场策略下的客户转移模式；另一种是根

在候选项集中只保留包含Ｒ的项；

据分析客户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客户转移模式，发现其

ｅｌｓｅ ｉ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ｎ∈Ｒ尹‘）

中的规律和原因，从而制定新的相应的市场策略。在

在候选项集中只保留包含冠“的项ｌ

第一种情况下，要找到与当前策略相类似的以前实施

ｅＩｓｅ将候选项集中包含聪或Ｒ“的所

过的策略，例直口某产品要进行价格调整，就要找到之前

有项去除；

实施过的类似的价格调整策略，分析客户在该策略实

｝

施前后的客户转移模式，这与第二种情况是类似的。

ｉ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Ｖ ＲｕｌｅＰａ沁）

因此客户转移模式挖掘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两个（或多

根据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ｎ满足的规则情况将其归类；

个）不同时期的客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客户转移模式

）

及其产生的原因。整个客户转移模式挖掘的流程如图

根据每个项的客户列表中的客户数量及预先定义

１所示。首先应用分类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

的客户数量阈值，确定客户转移模式。

法，分别对两个（或多个）不同时期的客户数据进行数

３．３算法的详细阐述

据挖掘分析，从结果中提取出客户模式，在此基础上使

３．３．１预处理和初始化

用基于群体智能的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方法，从中发现

对于两个规则集中两条结构完全相同的规则构成

各种类型的客户转移模式，最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用

的项，一定会有满足该项的客户，因此不能提供有价值

于决策支持。其中的关键步骤是规则变化挖掘，也是

的知识。在初始化阶段，根据下列条件判断出两个规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要熏点解决的问题。下面对规则变

则集中结构完全相同的规则，并将其在两个数据集中

化挖掘方法进行详细阐述。

所覆盖的相同样本去除；
ｒＩ Ａ。１一ｌ Ｍ Ｉ＝ｌ』Ⅵｒ

Ｊ岛ｌ—Ｉ

Ｎ Ｉ—ｌ

Ｍ“ｊ

（１）

【∑。ｘ。，×∑。‰一１
此外预处理和初始化阶段还要进行如下操作：将
两个规则集中剩余的规则映射为规则对（一，矿‘）的集
合，其巾每个规则对被称为一个项；对每条规则统计覆
盖的样本数，该数据将在算法的后续步骤中被重复用
到，通过事先的预计算可以减少计算量，提高算法效
率；为每一项构建～个符合该项的客户列表Ｌｉｓｔｏ—
ｆＲｕｌｅＰａ峨，初始时为空；对每一项以相同信息素量
图１客户转移模式挖掘流程图

ｒ（０）一１／４进行初始化。
３．３．２信息素更新及项选择策略

３．２算法的高级语言描述

本文所提出的信息素更新及项选择策略基于文献

算法１基于群体智能的规则变化挖掘算法

［４］提出的蚁群优化算法（Ａｃｏ）思想，该算法是由蚁群

ＲｕｌｅＰａｉｒｓｓｅｔ一｛（一，巧“）７：∈Ｒ。，矿‘∈Ｒ斗‘｝

觅食过程中寻找最短路径的方法启发产生的。结合规

ｆｏｒ（ｎ＝１；ｎ＜一ｃ；ｎ十＋）｛

则变化挖掘的特点，给出如下信息素更新策略。

ＲｕｌｅＰａｊｒｓＳｅｔ初始化；
ｆｏｒ（ｍ一１ｌ

ｍ＜＝ａ；ｍ＋＋）｛

根据信息素量和启发式函数选择ＲｕｌｅＰａｉｒｉｉ
ｉ｛（（ｈｓｔｏｍｅｒｎ∈ＲｕｌｅＰａｉｒｉ｝）｛

添加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ｎ到Ｌｉｓｔ。ｆＲｕｌｅＰａｉ岛；
更新信息素量；
ｂｒｅａｋｌ

）

对有客户符合的项，增加其信息素量，模拟蚂蚁在
走过的路径上遗留信息素的过程，更新公式如下：
勺（￡＋１）一岛（ｆ）＋啦·ｂ（￡）

（２）

对役有客户符合的项，减少其信息素量，模拟信息
素的挥发，其更新公式如下：
靠（￡＋１）＝ｑ（￡）一Ｐ·勺（ｆ）

（３）

为了使算法更有效地收敛，采用了基于规则支持
度的启发式函数，其公式如下：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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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一（ｓ。＋耳）／２

‘４）

其中目和卦分别表示规则ｒ：和ｒ广‘的支持度，即

试验平台采用的是自主开发的基于群体智能的数
据挖掘软件系统＇ｓＩＭｉｎｅｒ，计算机ＣＰｕ主频２．４

ＧＨｚ，

内存５１２ ＭＢ。应用本文提出的客户转移模式挖掘的

满足规则的样本数在总样本数所占的百分比。
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给出项ＲｕｌｅＰａ峨选择概率

流程，首先应用文献［３］中的分类方法，对两组数据集
分别进行挖掘，获得两组规则集，然后采用上述基于群

计算公式如下：

ｍ（ｆ）一弋｝弩｝

（５）

２√ｑ Ｌ＂啦

Ｒ■“☆

体智能的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算法，对两组规则集进行
规则变化挖掘，输出如图２所表示的变化规则集。

３．３．３项搜索过程
为了提高算法的运行效率，在向搜索过程中加入
了判断条件，避免了遍历所有项。当客户符合当前项，
则将该客户添加到该项的列表中，根据公式更新信息
素，并结束该客户的搜索过程；否则，如果客户符合该
项的第一个规则，则将候选项集中不包含第一个规则
的所有项去除；否则，如果客户符合该项的第二个规
则，则将候选项集中不包含第二个规则的所有项去除；
如果客户对两个规则都不符合，则将候选项集中包含
第一个规则或第二个规则的所有项去除。通过判断，
可以有效减少候选项集中项的数量，减少运算量。
３．３．４客户转移模式的确定
算法的最后是根据算法运行结果来确定客户转移
模式。根据事先给定的阈值，例如支持率（置信度）大
于一定比例，可确定该项为一个客户转移模式。该阈
值在应用中由领域专家给出。

４实验验证
图２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了某电信企业两组客户数据集作为应用

从图中可以看出所得到客户转移模式具有不同类

体系的输入，两组数据的采集时间间隔为三个月。所

型。其中前两个是意外模式。即两条规则的结论部分

用到的属性如下表所示：

相同，但条件部分不同。第三个是消亡模式。即存在于

表１数据属性列表

以前所产生的客户模式集但不存在于当前所产生的客
户模式集的客户模式。第四个是增加模式，即新产生
的客户模式，该客户模式是以前所产生的客户模式集
里所没有出现过的。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转移模式的分析，可以有
效地进行决策支持。例如从第一个意外模式中，我们
可以发现Ａ电话卡的部分客户，从常规期间的通话时
间较长的消费模式，向折扣期间的通话时间较长的消
费模式转变，说明Ａ电话卡所采取的折扣优惠活动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５结

论

日益发展的商务模式以及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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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行为模式，给客户数据的动态分析和客户关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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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提出了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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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析了客户转移模式分析的流程，提出了一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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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体智能的规则变化挖掘方法，将单一的客户数据

Ｎｅｗ

作为独立个体，给出了其在规则集中搜索的信息素更
新策略及项搜索策略，挖掘出客户转移模式，使企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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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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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该按照浮动模式、增加模式、
消亡模式和意外模式等四种客户转移模式类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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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郑岩，魏藜等译．构建面向ｃＲＭ的数据挖掘应用

客户转移模式度量方法，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客户转
移模式，计算客户转移模式的变化程度，从而更加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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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市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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