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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属性约简是粗糙集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而差别矩阵是获得属性约简的有效方法。然而，差别矩

阵含有重复元素，增加了获得约简所需要的时间。差别信息树的提出解决了差别矩阵含有重复元素的问题，

实现了对差别矩阵中非空元素的压缩存储。但是差别信息树是在等价关系下的差别矩阵的基础上提出的，并

没有考虑序决策信息系统的情况。在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背景下提出了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解决

了可分辨矩阵中存在冗余元素的问题，实现了对可分辨矩阵中非空元素的压缩存储。得到了该树的相关性质

定理并对其进行了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基于差别信息树的完备的属性约简方法。最

后给出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以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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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ribute reduction is a hot topic in rough set, and discernibility matrix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get

attribute reduction. However, the discernibility matrix contains duplicate elements, which increases the time needed

to get the reduction. The discernibility information tree solves the issue, and realizes the compression stora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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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波兰数学家Pawlak[1]在 1982年提出了粗糙集理

论用以解决不精确、不完备数据问题，它的一个主要

课题是属性约简[2-8]。属性约简即去掉知识库中冗余

的属性之后其数据的分类能力保持不变，从而达到

数据表降维的目的，减少了冗余数据，简化了规则。

不少学者已经在不同的粗糙集背景下根据不同的属

性约简思想提出了不同的属性约简方法 [9]。自从

Skowron 等人 [10]提出通过差别矩阵来求取属性约简

的思想之后，差别矩阵因为其自身的直观简明性被

广大学者关注和研究。蒋瑜、王燮等人[11]提出了基于

差别矩阵的Rough集属性约简算法，他们主要分析了

不同的差别矩阵对求取属性约简效率的影响，然后

定义一种新的差别矩阵来减少矩阵中非空差别信息

的个数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蒋瑜、王鹏等人[12]

提出了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约简的完备算法，它们

结合的属性重要度以及迭代的思想来求取决策表的

最小约简；王兵和陈善本[13]也给出了一种基于差别矩

阵的属性约简完备算法，该算法的特别之处在于迭

代过程中对各类属性的处理。但是在通过差别矩阵

来求取属性约简的这些算法当中，要想获得约简就

必须使用差别矩阵中所有的非空元素。Skowron等[10]

提出在求决策表的属性约简时将决策表所对照的差

别矩阵中的所有非空元素进行合取即可，但在使用

合取运算的时候相同（重复）元素和父集元素对属性

约简时没有任何作用，但这些重复元素和父集元素

却占用了大量的存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求取约简

的时间。为了消除差别矩阵中重复元素的出现，文

献[14]提出了一种新的差别矩阵存储方法（C-Tree）实

现了差别矩阵的压缩储存，但是该方法还存在一定

的弊端，当父集元素和子集元素同时出现的时候它

保留了父集元素，从而使该树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

冗余元素；为了消除差别矩阵中冗余的父集元素，蒋

瑜[15]给出了一种基于差别信息树的属性约简算法,该

算法不仅能消除差别矩阵中的重复元素，在大多数

情况下亦能消除父集元素的影响，实现对差别矩阵

的压缩储存。但是蒋瑜所提出的差别信息树是通过

等价关系下的差别矩阵获得的，而基于等价关系的

差别矩阵是对称的，因此在求约简时只用差别矩阵中

的上三角元素或者下三角元素即可。现在在区间值

序信息系统的背景下考虑属性约简，其差别矩阵便失

去了对称性，因此基于差别信息树的属性约简并不

一定适用于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的属性约简。

本文在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背景下，结合了蒋

瑜提出的差别信息树的优点，提出了基于可分辨矩

阵的差别信息树，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区间值序信息

系统的基于差别信息树的完备的属性约简方法。最

后在第4章给出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以及有效性。

2 预备知识

本章主要讲述了有关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求取

属性约简的理论基础以及差别信息树等相关知识。

定义 1[16] 称三元组 I =(U,A,F) 为信息系统，其

中：U 是有限的对象集；A是有限的条件属性集；F
是U 与 A的关系集；Va 为 a的有限值域。若 ∀f ∈F,

non-empty elements in the discernibility matrix. Unfortunately, the discernibility information tree is based on the

discernibility matrix under the equivalence relation, and does not consi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ordered dec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a discernibility information tree is proposed based on distinguishable matrix in

interval-valued ordered information systems,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redundant elements in the distinguishable

matrix and realizes the compression storage of non-empty elements in the distinguishable matrix. Furthermore, the

related theorem of the tree is obtained and verified carefully. And, a complete attribute reduction method is given

based on the discernibility information tree of the interval-valued ordered information system. Finally,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addressed, which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interval value information system; discernibility information tree; compressed storage; attribut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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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和 xi ∈U都有 f (xi,a) =[aL(xi),aU(xi)]。
那么称 I =(U,A,F)为区间值信息系统，其中 aL(xi)

和 aU(xi)都是实数且满足 aL(xi)≤ aU(xi)；f (xi,a)为对象

xi 在属性 a下的属性值且 f (xi,a)是一个区间数。当

aL(xi) = aU(xi)时，属性值 f (xi,a)为一个实数，因此区间

值信息系统是单值信息系统的推广。

定义 2[16] 设 I =(U,A,F)是一个区间值信息系统，

对 ∀a ∈ A，可以对区间值信息系统中的属性值进行比

较，定义：

f (xi,a)-⊲ f (xj,a)⇔ (∀a ∈ A)[aL(xi)≤ aL(xj),aU(xi)≤ aU(xj)]
f (xi,a)-⊳ f (xj,a)⇔ (∀a ∈ A)[aL(xi)≥ aL(xj),aU(xi)≥ aU(xj)]

其中，“ -⊲”和“ -⊳”分别在区间值信息系统中构建递

增以及递减偏序，若某属性在区间值信息系统中的

值域是递增或者递减偏序，则称该属性为准则。本

文考虑由递增偏序构成优势关系的情况，递减偏序

的情况可同理给出。称 I =(U,A,F)为区间值序信息

系统，若区间值信息系统中所有的条件属性都为准

则，记作 I≥ 。
定义 3[16]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A为准则集。

对 a ∈ A，存在优势关系“ ≥ a ”，xj ≥ axi 表示 xj 关于 a

优于 xi ，则 xj ≥ Axi⇔(∀a ∈ A)[xj ≥ axi]，定义区间值优

势关系 R≥
A 为：

R≥
A ={(xi,xj) ∈U ×U|xj ≥ axi,∀a ∈ A}={(xi,xj) ∈
U ×U|(∀a ∈ A)[aL(xi)≤ aL(xj),aU(xi)≤ aU(xj)]}

由区间值优势关系 R≥
A诱导的区间优势类 [xi]≥A为：

[xi]≥A ={xj ∈U|(xi,xj) ∈R≥
A}=

{xj ∈U|(∀a ∈ A)[aL(xi)≤ aL(xj),aU(xi)≤ aU(xj)]}
注 1 参考不同的实际意义，可以定义不同的区

间优势关系，比如：

（1）R≥ 1
A ={(xi,xj) ∈U ×U|aU(xi)≤ aL(xj),∀a ∈ A}

（2）R≥ 2
A ={(xi,xj) ∈U ×U|aL(xi)≤ aL(xj),∀a ∈ A}

（3）R≥ 3
A ={(xi,xj) ∈U ×U|aU(xi)≤ aU(xj),∀a ∈ A}

定义 4[16] 设 I≥ =(U,A,F)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记 Dis≥ A(xi,xj) ={a ∈ A|(xi,xj) ∉R≥
a}，称 Dis≥ A(xi,xj) 为 I≥

中对象 xi、xj 关于 R≥
A 的可分辨属性集。记 Dis≥ A =

(Dis≥ A(xi,xj))|U| × |U|，称 Dis≥ A 为 I≥ 中对象关于 R≥
A 的可分

辨矩阵。特别地，对 ∀xi,xj ∈U 有：Dis≥ A(xi,xi) =∅并

且得到：

Dis≥ A(xi,xj)⋂Dis≥ A(xj,xi) =∅
定义5[16] 设 I≥ =(U,A,F)为区间值信息系统，该区

间值信息系统所对应的可分辨矩阵为 Dis≥ A，称 M≥ A =
∧{∨{a|a ∈Dis≥ A(xi,xj)}}为 I≥ 关于 R≥

A 的可辨识公式。

定义 6[16] 设 I≥ =(U,A,F)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M≥ A =∧{∨{a|a ∈Dis≥ A(xi,xj)}}所对应的极小析取范式为：

M≥min = ∨k = 1
p æ
è
ç

ö
ø
÷∧

s = 1
qk
as

记 Bk ={as|s = 1,2,⋯,qk}，则 {Bk|k = 1,2,⋯,p}是区间值

信息系统 I≥ 的所有约简的集合。

定义7[15] 差别信息树是一棵有序树，其中序体现

在：它的条件属性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原信息系统中

条件属性的顺序从左到右进行排列，顺序不能颠倒

或者改变。差别信息树有如下几个特征：

（1）差别信息树中的每个节点最多存在 |A| 个子

节点，其中 |A|代表信息表中条件属性的个数。

（2）差别信息树中的每一个节点涵盖了4个方面

的信息，分别为：前缀指针、后继指针、节点名、同名

指针。其中：前缀指针指向该节点的父亲节点，后继

指针指向该节点的孩子节点，节点名记录了该节点

所对应的条件属性名称，同名指针则指向差别信息

树中与该节点具有相同条件属性名的其他路径当中

的节点。

（3）差别信息树的子树也是一棵有序树，其中条

件属性的排列顺序同样不能颠倒或者改变。

3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差别信息树的属

性约简方法

本章将通过差别信息树的概念，给出区间值序

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算法，

并通过相关定理来证明由该差别信息树得到区间值

序信息系统属性约简的合理性。

首先，根据差别信息树的定义和蒋瑜提出的差

别信息树的设计与实现过程给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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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1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

差别信息树的构建方法

输入：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I ≥ =(U,A,F)。
输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

息树。

getDI-tree(information table I ≥ )

{

1. 创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

信息树的根节点TN，并令TN为null；

2. 根据 Dis≥ A(xi,xj) ={a ∈ A|(xi,xj) ∉R≥
a} 求出任意 (xi,xj)

所对应的可分辨属性集 Dis≥ A(xi,xj)，从而得到可分辨矩阵

Dis≥ A =(Dis≥ A(xi,xj))|U| × |U|。设 B⊂ A满足 B =Dis≥ A(xi,xj)(∀xi,xj)且
B中元素的顺序按区间值信息系统中条件属性的顺序进行

排列。

While( B ≠∅ )

{

①选择 B中最左边的元素 a；
②If（TN 的所有孩子节点中存在节点名为 a的孩子

节点 N）

{

如果N是一叶子节点，则不构建 B中剩余属性对应的

节点（不扩展路径策略）；

如果 a为 B中最后一个元素，则从构建的差别信息树

中删除以 N为根的子树但保留 N（删除子树策略）

否则，令 TN =N；
}

Else

{

创建一新的节点 N′使其成为 TN 的子节点，将 N′的
属性名初始化为 a，并通过该节点的同名指针连接到具有

与该节点有相同属性名的节点上，从而构成了一个同名属

性节点链；

令 TN =N′；
}

③令 B←B -{a}；
}

}

从算法1可以看出：在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构建

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时运用了不扩展路径

策略以及删除子树策略，即所构建的差别信息树具

有如下几个特征：

（1）将相同的分配可辨识属性集映射到同一条

路径当中；

（2）将具有相同前缀的可分辨属性集映射到最

小的可分辨属性集所对应的路径当中；

（3）可分辨矩阵中的属性集存在共享前缀。

因此，在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构建的基于可分

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实现了对分配可辨识矩阵的压

缩储存，从而减少了构建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

息树的时空复杂度。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

息树的相关定理如下：

定理1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

差别信息树中包含了获得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属性

约简所需要的所有属性。

证明 设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

的差别信息树中所有路径的可分辨属性集存放在集

合 DS中，可分辨矩阵中所有元素存放在集合 Dis≥ A
中。由算法1所对应的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

的构建过程有：DS⊆Dis≥ A，对于∀(xi,xj)有 Dis≥ A(xi,xj) ∈
Dis≥ A, ∃Dis≥ AT (xi′,xj′) ∈DS,s.t. Dis≥ AT (xi′,xj′) ⊆Dis≥ AT (xi,xj),
由运算公理可知：Dis≥ AT (xi,xj)与 Dis≥ AT (xi′,xj′)作合取

运算得到的结果还是 Dis≥ AT (xi′,xj′)。从而，区间值序

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包含

了获得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所需要的所有

属性。 □
定理2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

差别信息树中所有仅含一个节点的路径所对应的单

元素可分辨属性集的并组成了该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中条件属性集的核 core(A)。
证明 通过在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下构建基于可

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过程可知：假设该差别信

息树中存在一个节点名为 a的节点，而且该树中存在

仅包含节点名为 a的节点的路径，则存在可分辨属性

集 {a}与该路径对应。在可分辨矩阵中，若 a ∈ A并且

{a}为可分辨矩阵中的单元素集，则称 a为 A中的必

要属性。 A中所有必要属性的集合构成了 A的核，

即 core(A)。 □
定理3 设 R是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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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根节点的所有子节点所构成的

条件属性集合，则 R≥
R =R≥

A 成立。

证明 令 DS为包含了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

树的所有路径所代表的可分辨属性集的集合，则对

于 ∀Dis≥ A(xi,xj) ∈DS，有 Dis≥ A(xi,xj)⋂R ≠∅。因为 R⊆ A，
则 R≥

A ⊆R≥
R 显然成立，下证 R≥

A ⊇R≥
R 也成立。对于

∀(xi,xj) ∉R≥
A，∃a ∈ A，使 (xi,xj) ∉R≥

a 成立。因为有等式

Dis≥ A(xi,xj)⋂R ≠∅成立，所以 ∃a ∈R，使 a ∈Dis≥ A(xi,xj)，
则 a ∈R同时 (xi,xj) ∉R≥

a，所以有 (xi,xj) ∉R≥
R。则 R≥

A ⊇R≥
R

得证，综上，R≥
R =R≥

A。 □
接下来，将分析算法1的时空复杂度。

对一个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I≥ =(U,A,F)来说，若

存在 |U| 个对象、|A| 个条件属性，则在可分辨矩阵中

最多可以得到 |U|2 个非空的条件属性的子集（即差别

信息），假设可分辨矩阵中实际的非空条件属性的子

集数为 M（一般情况下，M << |U|2）。由基于可分辨

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一棵差别

信息树最多可以有 M条不同的路径并且每一条路径

中最多可以有 |A| 个节点，因此，一棵差别信息树中最

多可以有 M × |A| 个节点，又由于在基于可分辨矩阵

的差别信息树中存在许多的路径都存在共享前缀导

致差别信息树中的实际节点数远小于 M × |A|。因此

在最坏的情况下基于分配可辨识矩阵的差别信息树

的空间复杂度为O(|A| × |U|2)。
另外，在构建基于分配可辨识矩阵的差别信息

树的过程中，向差别信息树中插入路径的次数最多

为 |U|2 次，并且在构建路径的过程中最多比较并插入

|A| 个节点，删除 Mi（其中 i ∈{1,2,⋯, |U|2}）个节点，基

于分配可辨识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时间复杂度为

O(|A| × |U|2 +(M1 +M2 +⋯+M
|U|2))，已知在一棵差别信

息树当中最多可以有 |A| × |U|2 个节点，则 M1 +M2 +⋯+
M

|U|2 的值至多为 |A| × |U|2，综上所述，基于分配可辨识

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时间复杂度为O(2|A| × |U|2)。
和文献[11]提出的差别矩阵存储方法（C-Tree）相

比，在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构建中，当父

集元素和子集元素同时出现的时候，它保留了子集

元素，消除差别矩阵中冗余的父集元素，更进一步对

差别矩阵进行了存储压缩。在空间复杂度的比较

上，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空间复杂度小

于C-Tree的空间复杂度。

为了验证算法 1所提出的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

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合理性以及有效

性，给出了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该差别信息树

的属性约简方法：

算法2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差

别信息树的属性约简方法

输入：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

息树。

输出：由差别信息树得到的属性约简。

1. 创建空集 R；
2. 将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树中只含单个节点的

路径，将这些节点对应属性名放在一个集合 R′中；

3. 若 R′≠∅，对所有 a ∈R′，在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

息树中删掉所有含节点 {a}的路径；

4. 令 R←R′；
5. 从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树中选择其根节点的

最右孩子节点并假设该子节点所对应的属性名为 b，此时

令 R←R⋃{b}，然后在得到的差别信息树中去掉所有含节

点 b的路径；

6. 若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仅含有根节点，

输出 R，算法结束。

下面给出算法2的完备性证明：

易知，对一个区间值序信息系统来说,若 B⊆ A是

该信息系统的一个约简则需满足两个条件：（1）R≥
B =

R≥
A；（2）∀b ∈B，R≥

B -{b} ≠R≥
A 。

对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可分辨矩阵来说，若

R⊆ A是一个完备约简，同样的 R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Dis≥ A(xi,xj) ≠∅，有 Dis≥ A(xi,xj)⋂R ≠∅；（2）∀r ∈R,
∃Dis≥ A(xi,xj)满足：Dis≥ A(xi,xj)⋂(R -{r}) =∅。

由定理1知道：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

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包含了获得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的属性约简所需要的所有属性。因此对基于可分辨

矩阵的差别信息树来说，若 R⊆ A是一个完备约简，

R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如下：

（1）∀B ∈DS，B⋂R ≠∅（其中 DS为包含了基于

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树的所有路径所代表的可分辨

属性集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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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 ∈R，∃B ∈DS满足 B⋂(R -{r}) =∅。

若算法 2完备只需证明算法 2输出的 R满足条

件（1）、（2）均可。

由算法2知，条件（1）显然成立，下证条件（2）满足。

由定理2可知：区间值序信息系统中基于可分辨

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所有仅含一个节点的路径所对

应的单元素可分辨属性集的并组成了该区间值序信

息系统中条件属性集的核 core(A)。
将算法 2第二步得到的 core(A)看作 R的一部分

并在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树中删掉所有含有

core(A)中元素的路径。

令 R′=R - core(A)。若 r 是 R′中最右边的一个元

素，则在当前的差别信息树中，根节点最右边的孩子

节点的节点名一定是 r，并且以该节点为根的子树

中一定不包含 R′-{r}中任何属性所对应的节点，则

对 r ∈R, ∃B ∈DS满足 B⋂(R -{r}) =∅。可证 R′中所有

元素都满足该条件。因此，算法2得到的约简是完备

约简。

4 实证分析

给定一个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I≥ =(U,A,F)（表1），

其中有限对象集U ={x1,x2,⋯,x10}，有限属性集为 A =
{a,b,c,d,e}。

先求取每个对象对的可分辨属性集，从而获得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可分辨矩阵。从而，表1所对应

的可分辨矩阵如表2所示。

注2 可分辨矩阵中每一对对象对的可分辨属性

集均应该为集合的形式，此处为了简便写成了如表2

的形式。

根据极小析取范式可以求得表 1所对应的区间

值序信息系统的约简如下：

M≥min =(a∨ b∨ c∨ d∨ e) ∧(b∨ e) ∧(a∨ b∨ c∨ e) ∧
d∧(a∨ c) ∧(a∨ c∨ d) =(b∨ e) ∧(a∨ c) ∧ d =
(a∧ b∧ d) ∨(a∧ d∧ e) ∨(b∧ c∧ d) ∨(c∧ d∧ e)

根据算法 1 给出表 1 所对应的区间值序信息系

统中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的具体构建过程

如下：

（1）首先，创建根节点；然后求取各个对象对的

可分辨属性集，将可分辨属性集中的属性顺序按区

间值序信息系统中条件属性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

最后得到可分辨矩阵如表2所示。

（2）构建可分辨矩阵中第一个可分辨属性集 A =
{a,b,c,d,e}所对应的路径 < a,b,c,d,e >，将此路径插入

到要构建的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当中。

（3）为第二个可辨识属性集 {a,b,c,e}创建其对应

的路径 < a,b,c,e >，其与路径 < a,b,c,d,e >具有相同的

前缀 < a,b,c >。
（4）对于第三个可分辨属性集 A，因为基于可分

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中已经存在 A所对应的路径

< a,b,c,d,e >，所以不构建新的路径。同理，将所有相

同的可分辨属性集映射到同一个子集中。

（5）构建可分辨属性集 {a,c}对应的路径 < a,c >，它

Table 1 Interval valued sequence information systems

表1 区间值序信息系统

U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a
1

[0,1]

[0,1]

0

2

[0,2]

1

[1,2]

[1,2]

2

b
[0,1]

0

0

0

[1,2]

[1,2]

1

[1,2]

2

2

c
2

[1,2]

[1,2]

1

3

[1,3]

2

[2,3]

[2,3]

3

d
1

2

1

2

[1,2]

[1,2]

1

2

[0,2]

[0,1]

e
[1,2]

1

1

1

[2,3]

[2,3]

2

[2,3]

3

3

Table 2 Discernibility matrix of interval valued ordinal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able 1

表2 表1对应的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可分辨矩阵

Dis≥ A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
∅
d

∅
d
A
A
be
A
A
abce

x2
A

∅
∅
∅
abce
abce
abce
abce
abce
abce

x3
abce
d

∅
d
A
A
abce
A
A
abce

x4
abce
ac
acd

∅
abce
abce
abce
abce
abce
abce

x5
∅
d

∅
d

∅
∅
∅
d
be
be

x6
ac
d

∅
d
ac

∅
ac
acd
abce
abce

x7
∅
d

∅
d
A
A

∅
A
A
abce

x8
∅
∅
∅
∅
ac

∅
∅
∅
be
abce

x9
d
d
d
d
acd
d
d
d

∅
ac

x10
d
d
d
d
d
d
d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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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径 < a,b,c,d,e >和 < a,b,c,e >具有相同的前缀 < a >。
依此类推，最后得到区间值序信息系统(表 1)中

基于可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如图1所示。

根据如图 1所示的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基于可

分辨矩阵的差别信息树以及算法 2给出求取表 1所

对应的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约简的过程：

（1）创建空集 R；

（2）从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基于可分辨矩阵的

差别信息树中选择仅含单个节点的路径 < d >，将属性

d存放在集合 R中，然后删去树中有 d的所有路径；

（3）此时选择差别信息树的根节点的最右子节

点 {b}令 R =R⋃{b}，然后删去信息树中含有节点名为

b的全部路径；

（4）此时差别信息树只余下一条路径 < a,c >，此

时选择差别信息树的根节点的子节点 {a}，令 R =R⋃
{a}，最后输出 R ={d,b,a}，算法结束。于是 {d,b,a}就是

通过基于可分辨矩阵差别信息树求得的一个约简。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一种新的约简

方法：首先构建区间值序信息系统的基于可分辨矩

阵的差别信息树，然后通过该差别信息树求取该信

息系统的属性约简。通过该差别信息树，实现了对

可分辨矩阵的压缩储存，从而缩短了求取区间值序

信息系统属性约简的空间复杂度。但从差别信息树

的构建过程可知，往该差别信息树中插入的可分辨

属性集当中的属性顺序是按信息表中属性的原始顺

序，没有考虑属性重要度对信息树构建的影响。因

此接下来的工作可以考虑结合属性重要度去实现对

差别信息树的构建，看是否能对可分辨识矩阵进一

步压缩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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