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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RISP-DM 是在 1996 年末由当时处于年轻又不成熟的数据挖掘市场的“三

剑客”提出来的。DaimlerChrysler(后来的 Daimler-Benz)已经领先于大多数工业

和商业公司而在其商业活动中使用了数据挖掘。自 1990 年以来，SPSS(后来也有

ISL)也一直在提供基于数据挖掘的服务，并于 1994 年发布了第一个商业数据挖

掘平台－Clementine。NCR 也建立了由数据挖掘顾问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一些小组

来满足其客户的要求，以此实现其为万亿级数据的数据仓库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

总体目标。 
 

那时，早期商业兴趣也表露出数据挖掘在全球兴起的态势。这既令人兴奋又

让人吃惊。当我们走到一块时，我们都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数据挖掘方法。我们

都做对了吗？每个数据挖掘的新手是否像我们当初一样需要通过试验和犯错来

学习呢？从一个数据挖掘产品提供商的角度看，我们如何为预期客户展示数据挖

掘有足够地成熟，因而可以让他们采用该技术并作为其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部

分。 
 
我们论述的这个公开的、可自由使用的标准过程模型，解决了我们在实践中

遇到的这些问题。 
 
一年以后，我们组成了一个联盟，首创了首字母大写标称的

CRISP-DM(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译为跨行业数据挖掘

标准过程)，并获得了欧洲委员会的基金资助，然后开始实现我们最初的设想。

既然CRISP-DM计划设计成行业独立、工具独立和应用独立(industry-, tool- and 
application-neutral)，我们认为就必须要从尽可能多的实践者和其他对数据挖掘感

兴趣的人（比如数据仓库提供商和管理咨询顾问）那里获得信息。我们通过创建

CRISP-DM特别兴趣小组(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邀请

有兴趣的人士和公司参加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一个多日研讨会从而启动了我们

的SIG运作：我们主张共享思想、恳请他们提出观点并公开讨论如何推动

CRISP-DM的发展。 
 
在筹备研讨会的日子里，联盟的成员不免有一种心虚的感觉。会有人有兴趣

来表达观点吗？或许，他们会有兴趣却说还没有真正看到标准化过程的显著需求

吗？或者我们的观点真的是脱离大众，所以任何标准化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

想吗？ 
 
研讨会超出我们所料。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比起初预料多了两倍的人签到研讨会。 
 广泛认为行业确实需要一个标准过程而且现在就需要。 
 每个与会者都结合自己的项目经验提出了观点，很明显，尽管存在一些

不同意见－主要是阶段的划分和术语方面，但在如何认识数据挖掘过程

方面却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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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之后，拥有来自 SIG 的信息和评论，我们对提出一个可服务于数据

挖掘行业的标准处理模型充满了信心。 
 
接着的两年半时间，我们开始了 CRISP-DM 的设计和细化工作。我们在

Mercedes-Benz 和保险业伙伴 OHRA 上的实际和大规模数据挖掘项目上试验。我

们把 CRISP-DM 整合到商业挖掘工具。这个特别兴趣小组 SIG 成长为超过 200
个会员，在伦敦、纽约和布鲁塞尔都有组织，充分证明是有价值的。 

 
1999 年中，作为 EC 基金资助项目的结束，我们提交了一个自认为是高质量

的过程模型草案。那些熟悉这个草案的人士会发现，一年后提交的 CRISP-DM1.0
尽管更完整和表述更好，但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项目实施期间,我们深刻

意识到，过程模型还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进程中。CRISP-DM 仅仅在有限的项目

上得到过验证。过去几年，DaimlerChrysler 已经把 CRISP-DM 引入到各个应用

当中了。SPSS 和 NCR 的专业服务组织也采用 CRISP-DM 并成功应用于大量的

客户合同中，覆盖了许多行业和商业问题。整个时期，我们已经看到：联盟外的

服务提供商也采用了 CRISP-DM，CRISP-DM 作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也常被引

用，客户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增加（CRISP-DM 现在被频繁引用，也被邀请

提交到 RFP 文档）。我们相信原创性将得到维护并且将来的扩充和改善也是需要

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时认为 CRISP-DM 版本 1.0 有充分地理由出版和发布。 
 
CRISP-DM 既不以理论的、学术的技术原理方式构建，也不关起来门来搞山

头主义。它们虽然对方法学的发展提供了途径，过去也被尝试过，但很少出现实

际成功和广泛采用的标准。CRISP-DM 因为很合理地基于实践和人们如何进行数

据挖掘的现实经验而获得成功。为表尊重，我们特别感谢那些实践家，正是他们

为整个项目提供了帮助和思想源泉。 
 
 
 
 

                 CRISP-DM 联盟 
           200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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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 

1  CRISP-DM 方法学 

1．1 层次分解(Hierarchical breakdown) 

CRISP-DM 数据挖掘方法论用层次过程模型描述，包括四个抽象（从一般到

具体）层次构成的任务集合：阶段（phase）、一般任务（generic task）、具体任务

（specialized task）和过程实例（process instance），见图 1 所示。 
 
在模型的顶层，数据挖掘过程由一些阶段组成，每个阶段包括若干个第二层

的一般任务。第二层称为一般，是因为计划把它设计得足够全面以涵盖所有可能

的数据挖掘情况。一般任务层试图设计得尽可能完全和稳定。“完全”意指涵盖

数据挖掘的整个过程和所有可能的数据挖掘应用。“稳定”意指模型对于不可预

见的发展比如新的建模技术（modeling techniques）也会有效。 
 
第三层，即具体任务层，描述一般任务层的活动如何在某一具体环境中实施。

例如，在第二层可能有个一般任务叫清洗数据（clean data），第三层就需要描述

这个任务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比如是清洗数值数据还是定性数据，或者问题类

型是聚类（clustering）还是预测建模（predictive modeling）。 
这里对阶段和任务的描述是以特别顺序执行的不连续步骤方式进行的，这种

描述理想化地表示了一个事件序列。在实践中，许多任务会以不同的顺序执行，

而且通常会回退到前一个任务，甚至在某个活动上重复。我们的过程模型并不想

涵盖数据挖掘过程中所有可能的路径，因为那样做的话，需要一个极其复杂的过

程模型。 
第四层，过程实例，是有关一次实际数据挖掘项目合同的活动、决策和结果

的记录。尽管根据高层定义的任务来组织一个过程实例，但它表示的是一个特定

合同中发生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般情况。 
  
 
 
 
 
 
 
 
 
 
 
 
 
 
 
 
 

 
 阶段 

 一般任务 

 具体任务 

 过程实例 

CRISP 
过程模型 

CRISP 
过程 

映射 

图 1 CRISP-DM 方法论的四层次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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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模型与用户指南（Reference model and User guide） 

CRISP-DM 也相应地区分了参考模型和用户指南。参考模型概要地表示了阶

段、任务以及它们的输出并描述了在数据挖掘项目中该做什么。用户指南则对每

个阶段及其中的每个任务给出了更为细节的提示和线索，并且描述了在数据挖掘

项目中该如何做。 
 
本文档包括了处于一般层次上的参考模型和用户指南。 

 
 

2  一般模型到具体模型的映射 

2.1  数据挖掘环境（Data mining context） 

数据挖掘环境驱动了 CRISP-DM 中一般层次和具体层次之间的映射。一般

地，我们区分 4 种维度的数据挖掘环境： 
 
 应用领域（application domain），即数据挖掘项目实施的具体领域。 
 数据挖掘问题类型（data mining problem type），即描述数据挖掘项目面临

的具体目标（参加附录 V.2）类别。 
 技术层面（technical aspect），涵盖了数据挖掘中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描

述了在数据挖掘过程中通常遇到的各种不同（技术上的）挑战。 
 工具与技术手段维度（tool and technique dimension），它指出了哪种/哪些

数据挖掘工具和/或技术手段适合于数据挖掘项目。 
 
表 1 总结了这些数据挖掘环境维度并给出每个维度的具体例子。 
 

表 1：数据挖掘环境维度和示例 
 数据挖掘环境 

维度 应用领域 数据挖掘 
问题类型 

技术层面 工具与技术

手段 
响应建模 描述与概括 值缺失 Clementine 
流失率预测 细分 独立点 MineSet 

… 概念描述 … Decision Tree
 分类  … 
 预测   

示例 

 依赖性分析   
 

一个特定的数据挖掘环境是这些维度的一个或多个实际值。例如，在流失率

预测中处理分类问题的数据挖掘项目就构成了一个确定环境。不同环境维度值能

确定的越多，这个数据挖掘环境也就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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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映射(Mappings with contexts) 

我们讨论 CRISP-DM 一般和具体层次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映射： 
     

当前映射（Mapping for the present）： 
如果我们应用一般过程模型来完成一个独立的数据挖掘项目并试图把一般

任务及其描述映射到所要求的具体项目中，我们说这是（可能）仅有一个应用的

单一映射。 
 
将来映射（Mapping for the future）： 
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定义的环境维度，系统地细化这个一般过程模型（或者，

为了使一个特殊的过程模型能在以后相近的环境中使用，而同样对这一项目的经

验进行系统地分析和巩固）。我们明确地使用 CRISP-DM 来描述一专门的过程模

型。  
 
哪种映射类型符合你的目的取决于你的具体数据挖掘环境和公司需要。 
 

2．3 如何映射?(How to map?) 

把一般过程模型映射到具体层次的基本策略与这两种映射类型一样： 
 
 分析数据挖掘具体环境。 
 移除不适合环境的任何细节。 
 添加能具体化环境的任何细节。 
 根据环境的具体特征，具体化（或实例化）一般内容。 
 为了更明确清晰地表示环境，可能需要对一般内容重命名。 

 

3  本文档组织的描述 

3．1 内容 

CRISP-DM 过程模型(本文档)组织成 5 个不同的部分： 
 
 部分 I 是 CRISP-DM 方法论的简介，并提供了些常规指导来把一般过程

模型映射到具体过程模型。 
 部分 II 描述了 CRISP-DM 参考模型，包括其阶段、一般任务和输出。 
 部分 III 展示了 CRISP-DM 用户指南，它超越了关于阶段、一般任务和

输出的纯粹描述，包括了如何执行数据挖掘项目更为详细的建议并给出

了一个复核列表。 
 部分 IV 集中描述在一个项目实施期间和实施之后如何生成报告并提供

了这些报告的一个提纲。同时给出了一些输出和任务的交叉参考内容。 
 最后，部分 V 是附录，包括了一个重要术语的词汇表和数据挖掘问题类

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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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目的 

本文档的用户和读者应注意以下一些说明： 
 
 如果你是第一次阅读 CRISP-DM 过程模型，你应该从部分 I 即引言开始，

以理解 CRISP-DM 方法论和它的全部概念及概念之间的不同。后续的阅

读，你可以越过引言部分，仅在需要时才回头阅读。 
 如果你想快速地获得有关 CRISP-DM 过程模型的一个了解，直接参考部

分 II，即 CRISP-DM 参考模型，这样既可以快速地开始一个数据挖掘项

目，又可以了解 CRISP-DM 用户指南的一个介绍。 
 如果你需要完成数据挖掘项目的细节性建议，部分 III 即 CRISP-DM 用

户指南是本文档最有价值的部分。注意：若你还没有阅读引言或参考模

型部分，请先阅读这两部分。 
 如果你在实施数据挖掘期间，准备写些报告时，可以跳到部分 IV。在项

目期间，如果你愿意给出些可提交的描述，希望你来回阅读部分 III 和

IV。 
 最后，附录对 CRISP-DM 和数据挖掘的背景信息的获取是很有用的。对

于还不是业界专家的人士，可以使用附录查询各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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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RISP-DM 参考模型 

目前数据挖掘的过程模型对一个数据挖掘项目的生命周期提供了一个总体

描述。它包括一个项目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各自的任务以及这些任务之间的关系。

在描述层次上，不可能标识所有关系。本质上，关系存在于任何数据挖掘任务之

间，这些任务依赖于最终目的、背景、用户的兴趣但最重要的是数据。 
 
 
 
 
 
 
 
 
 
 
 
 
 
 
 
 
 
 
 

 
 
数据挖掘项目的生命周期有 6 个阶段组成，图 2 展示了这些阶段。阶段顺序

不是严格不变的。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移动是很常见的。这取决于每一阶段或一

个阶段某一特定任务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下一阶段必须需要的。箭头指出了阶段

之间最重要和频繁的关联依赖。 
 
图 2 的外圈形象地表达了数据挖掘本身的循环特性。数据挖掘不是一次部署

完就结束的活动。在项目进程期间和方案部署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可能触发新

的、通常更值得关注的商业问题。以后的数据挖掘进程将从以前的实践经验中受

益。 
 
下面，我们大致描述每一个阶段： 
 
商业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 

这个最开始的阶段关注从商业角度来理解项目目标和要求，接着把这些理解

知识转换成数据挖掘问题的定义和实现目标的最初规划。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图 2 CRISP-DM 参考模型的阶段 

数据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部署 

商业理解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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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理解阶段由最初数据收集开始，然后接着是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的目

的是：熟悉数据、甄别数据质量问题、发现对数据的真知灼见、或者探索出令人

感兴趣的数据子集并形成对隐藏信息的假设。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数据准备阶段包括了从最初原始数据构建最终数据集（作为建模工具的输

入）的全部活动。数据准备很可能被执行多次并且不以任何既定的秩序进行。其

任务既包括表、记录和属性的选择，也包括为建模工具准备数据的转换和清洗。 
 
建模（Modeling） 

在这个阶段，会选择和使用各种建模技术，并对其参数进行调优。一般地，

相同数据挖掘问题类型会有几种技术手段。某些技术对于数据形式有特殊规定，

这通常需要重新返回到数据准备阶段。 
 
评价（Evaluation） 

在项目的这个阶段，你已经构建了一个（或多个）从数据分析角度看似高质

量的模型。不过在最终部署模型之前，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即：对模型进行

较为全面的评价，重审构建模型的那些步骤以确认它能正确达到商业目的。另一

个关键目标是判断是否有些重要的商业问题还没有被充分考虑。这个阶段的最

后，还应该确定使用数据挖掘结果得到的决策是什么。 
 
部署（Deployment） 

模型的建立通常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尽管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数据的

知识力，但获得的知识需要被组织和表示成用户可用的形式。这常常与包含能支

持公司决策的“现场”模型（“live” models）的使用有关，例如，Web 页面的

即时个性化服务或者销售数据库的重复积分等。然而，与具体需求有关，部署阶

段可认为是与生成一份报告一样简单，或者认为是与实施一个覆盖整个企业可重

复的数据挖掘过程一样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由用户而不是数据分析师来完成

部署阶段。但是，既然分析师不完成部署工作，那么理解前端需要完成哪些活动

以实实在在地利用已经建立好的模型，对用户而言就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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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商业目标 
 背景 
 商业目标 
 商业成功标 
准 

评估环境 
 资源目录 
 需求、假设、

约束 
 风险、或有

费用 
 术语 
 成本代价比

分析 
确定数据挖

掘目标 
 数据挖掘目

标 
 挖掘成功标

准 
制定项目计

划 
 项目计划 
 最初评估工

具技术 

收集原始数

据 
 撰写数据收

集报告 
描述数据 
 数据描述报

告 
探索数据 
 数据探索报

告 
检验数据质

量 
 数据质量报

告 

 数据集 
 数据集描述

选择数据 
 包含 / 排除

数据的准则

清洗数据 
 数据清洗报

告 
构造数据 
 派生属性 
 产生记录 

整合数据 
 合并数据 

格式化数据 
 格式化数据

选择建模技

术 
 建模技术 
 建模假设 

生成测试设

计 
 测试设计 

构建模型 
 参数设置 
 模型 
 模型描述 

评估模型 
 模型评估 
 修订参数设

置 

评价结果 
 依据商业成

功标准评价

数据挖掘结

果 
 核认模型 

重审过程 
 过程重审 

确定下一步 
 可能活动列

表 
 最终决定 

规划部署 
 部署计划 

规划监控与

维护 
 监控与维护

计划 
产生最终报

告 
 最终报告 
 最终陈述 

回顾项目 
 经验文档 

 
图 3 CRISP-DM 参考模型的一般任务（粗体）和其输出（斜体） 

 
图 3 概要描述了各阶段的一般任务（粗体）和其输出（斜体）。接下去各部

分，我们详细描述每一个一般任务和其输出。我们主要关注任务总的描述和输出

的概括。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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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 

 
 

 
 

 
 
 
 

 
 
 
 

 
 
 
 

 
 
 
 

 
 

1．1 确定商业目标( 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 

 
任务 确定商业目标(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数据分析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商业角度全面理解客户真正想要达

到什么目标。通常，客户有很多竞争目标，不得不正确地权衡。分析师

的目标是要在一开始就揭示出能影响项目结果的重要因素。忽视这个步

骤的一个可能后果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却只对错误问题给出了正确答案。  
 

输出 背景(Background) 
背景记录了项目开始时了解到的有关公司商业环境的信息。 

 
商业目标(Business objectives) 

商业目标从商业角度描述了客户的主要目标。除了主要商业目标外，

客户通常还有大量想解决的相关商业问题。比如，公司主要的商业目标

是通过预测实现：当出现自己的客户倾向于跑向对手公司时，能留住他

们。相关的商业问题就会是：“一银行客户的主要访问渠道（如 ATM、

到支行、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他们停留的？”或“更低的 ATM 费用会

显著降低高价值客户留下的人数吗？”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确定商

业目标 

评析 
环境 资源 

目录 
需求、假

设、约束

风险、或

有费用
术语 成本代价

比分析 

背景 商业目标 商业成

功标准

确定数据

挖掘目标 数据挖掘

目标 
数据挖掘

成功标准

制定项目

计划 
项目计划 最初评估

工具技术

图 4 商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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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成功的标准(Business success criteria) 
可以从商业角度的各种观点来描述项目结果是成功的或有用的。有

些标准相当具体并能被客观度量，如某种层度上客户流失的减少；还有

一些一般意义但具主观性的标准，如“对关系有用的认识”。后面那种标

准就应该指明是谁做出的主观判断。 
 
1．2 评析环境( Assess situation ) 

 
任务 评析环境(Assess situation) 

本任务涉及到更详细的事实发现：全部资源、约束、假设，及其它

一些在确定数据分析目标和项目计划时也应该考虑到的因素。在前一个

任务中，你的目标很快就触及到了情况的关键之处。而这里，你需要把

它细节化为“有血有肉”的内容。 
 
输出 资源目录(Inventory of resources) 

列出项目可用的资源，包括：人员（商业专家、数据专家、技术支

持人员、数据挖掘职员），数据（固定抽取的、访问现场仓库或操作型数

据），计算资源（硬件平台）和软件（数据挖掘工具、其他相关软件）。 
 
  需求、假设和约束(Requirements，assumptions and constraints) 

列出该项目的全部需求，包括：完成项目的时间表、结果和安全方

面的可理解性和质量，还有法律问题等。作为这个输出的一部分，确信

你有权使用数据。 
 
列出该项目制定的假设。这可能是有关数据的假设，它们可以在数

据挖掘过程中被检验；也可能是与作为项目基础的商业有关的假设，它

们是无法检验的。后面的这种假设如果是作为结果正确性验证的前期条

件时，列出它们就极其重要了。 
 
列出该项目的约束。可能是资源可用性方面的限制，也可能是技术

上的约束，比如对于建模实际使用数据的规模。 
 

风险和或有费用(Risks and contingencies) 
列出可能导致项目延期或失败的风险或事件。列出相应或有费用计

划，以及风险出现时，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术语(Terminology) 
编辑一个与该项目有关的术语表。它包括两个部分： 
 
（1）与商业有关的术语表，它是项目进行商业理解的一部分。编 
订这样一个术语表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获取”和教育培训。 

（2）与数据挖掘有关的术语表，对于有疑问的商业问题还需配以实 
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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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收益(Costs and benefits) 
对该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比较项目成本与项目成功后为商业的

带来的可能收益。这个比较应尽可能详细，比如，可以采用贸易中的货

币指标。 
 

 
1．3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 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 

 
任务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商业目标是以商业术语描述的，而数据挖掘目标是以技术术语描述

的项目目标。例如，商业目标可能是“增加现有顾客的总销售额”。而一

个数据挖掘目标则也许是“给定客户过去三年的购买信息、人口统计学

信息（年龄、收入、城市等）和项目明细价格，预测客户会买多少装饰

品”。 
 
 
输出 数据挖掘目标(Data mining goals) 

描述该项目的预计输出，该输出使得商业目标得以实现。 
 
数据挖掘成功标准(Data mining success criteria) 

以技术术语定义好项目结果成功的标准，比如，某种预测准确度水

平或在给定“提升度”下购买兴趣的倾向。与商业成功标准一样，也许

必需以主观方式来描述这些标准，此时，应该标识是哪个或哪些人作出

了这个主观判断。 
 
 
1．4 制定项目计划( Produce project plan ) 

 
任务 制定项目计划(Produce project plan) 

描述为达到数据挖掘目标进而实现商业目标的确定计划。该计划应

该详细列出项目后续期间需要完成的一系列步骤包括最初对工具和技术

的选择。 
 
 
输出 项目计划(Project plan) 

列出项目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包括持续时间、需要的资源、输入、

输出和关联性。这里要尽可能对挖掘过程中会大量重复的步骤交待清

楚，比如建模和评估阶段的重复。 
 

作为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分析时间进度和风险之间的关联也是很重

要的。在项目计划中应该明显地标记这些分析的结果，应对风险的理想

行动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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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项目计划包括每个阶段的详细计划。例如，在评估阶段，某处需   
要使用哪种评估策略。 
 

某种意义上讲，项目计划是一个动态文档，在每个阶段结束时，需

要对进展和成果情况进行重审，由此建议对项目计划做相应地更新。同

时，指出重审点也是项目计划的一部分。 
 

工具和技术的初步评估(Initial assessment of tools and techniques) 
第一阶段的结束，项目要完成一个对工具和技术的初步评估。比如，

这里，你要选择一种能为过程各阶段提供多种方法的数据挖掘工具。因

为工具和技术的选择可能影响整个项目，所以对其早点做评估就较为重

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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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2．1 收集原始数据( Collect initial data ) 

 
任务 收集原始数据(Collect initial data) 

在项目范围内，获得要列入项目资源的数据（或数据的访问方式）。

初步收集包括了为理解数据而必要的数据加载(data loading)，如果你使用

了一个特殊的工具来辅助数据理解，更好的做法是把数据导入到该工具

中。这个做法可能就走到了原始数据准备的步骤。 
 
注意：如果面临多个数据源，那么，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的数据准

备阶段，如何对它们整合都将会是一个新的难题。 
 
 
输出 原始数据收集报告(Initial data collection report) 

列出获得的数据集(或多个数据集)，包括它们在项目中的位置，获得

的方法及遇到的问题。记录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有助于迁移到将来项

目或者推进类似项目。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收集原

始数据 

描述 
数据 数据描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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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报告 

探索 
数据 数据探索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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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图 5 数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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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描述数据( Describe data ) 

 
任务 描述数据(Describe data) 

审查数据的“总体”或“外在”性质并给出结果的报告。 
 
输出 数据描述报告(Data description report) 

描述已获得的数据，包括数据格式、数据质量。比如，记录总数、

各个表的字段数，字段的标识及其它被发现的外在数据特征。收集到的

数据满足有关要求吗？ 
 
 
2．3 探索数据( Explore data ) 

 
任务 探索数据(Explore data) 

这个任务采用查询、可视化、报告等方式解决数据挖掘中遇到的问

题：关键属性比如预测任务的目标属性；一对或少量属性间的关系； 简
单汇总的结果；显著子聚类的特征；简单统计分析。这些分析可能直接

面向数据挖掘目标，也可能有助于撰写或精炼数据描述与质量报告，以

及反馈到数据转换和其他数据准备工作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输出 数据探索报告(Data exploration report) 

描述该任务的结果，包括初步的发现或假设以及它们对于项目后续

阶段的影响。合适的话，可以把揭示数据特征的一些图表写入报告，这

些图表也能导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据子集以便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2．4 检验数据质量( Verify data quality ) 

 
任务 检验数据质量(Verify data quality) 

检查数据的质量，回答诸如下列问题：数据是完整的吗（它们覆盖

全部需要考虑的情况吗）？它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错误有多常见？

数据中有缺失值吗？如果这样问题被提出来了，那么它们出现在哪里以

及出现的有多频繁呢？  
 
输出 数据质量报告(Data quality report) 

列出数据质量检验的结果；若存在质量问题，列出可能的解决办法。

质量问题的解决办法通常很大程度地依赖于数据和商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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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输出 数据集(Dataset) 

数据准备阶段产生的数据集(或者一些数据集)，将用于建模或项目的

主要分析工作。 
 

数据集描述(Dataset description) 
描述那些将用于建模或项目主要分析工作的数据集(或者一些数据

集)。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选择 
数据 

清洗 
数据 数据清洗 

报告 

包含/排除数

据的原则 

构造 
数据 派生 

属性 

整合 
数据 合并 

数据 

图 6 数据准备 

数据集合 数据集合

描述

生成 
记录 

格式化 
数据 重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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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选择数据( Select data ) 

 
任务 选择数据(Select data) 

确定用于分析的数据。确定的标准包括：与数据挖掘目标的相关性、

质量和技术限制比如数据容量或数据类型的限制。注意：数据选择包括

了表中属性（列）的选择和记录（行）的选择。 
 
输出 包含/排除数据的原则(Rationale for inclusion/exclusion) 

列出被包含进来的和被排除出去的数据，并给出理由。 
 
 
3．2 清洗数据( Clean data ) 

 
任务 清洗数据(Clean data) 

借助选用的分析技术提升数据质量到既定层次。这涉及到数据清洗

子集的选择、恰当缺省值的插入、更高级的技术如通过建模估计缺失值。 
 
输出 数据清洗报告(Data cleaning report) 

把在数据理解阶段由检验数据质量任务所报告的数据质量问题的解

决策略和行动描述出来。为清洗目的而进行的数据转换及其对分析结果

的潜在影响也在报告考虑之列。 
 
 
3．3 构造数据( Construct data ) 

 
任务 构造数据(Construct data) 

该任务包括构造性的数据准备操作，如派生属性、全新记录的生成、

或现有属性的值转换。 
 
输出 派生属性(Derived attributes) 

派生属性是在同一记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既有属性基础上构造出来的

新属性。例：area=length*width。 
 

生成记录(Generated records) 
描述全新记录的生成与创建。例：生成过去几年没有购买商品的顾

客记录。原始数据中是无论如何都不存在这种记录的，但从建模目的来

看，可以明白地表示存在零购买量这样一类顾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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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整合数据( Integrate data ) 

 
任务 整合数据(Integrate data) 

提供些方法，藉从多个表或记录组合成的信息可以构造出新的记录

或值。 
 
输出 合并数据(Merged data) 

表合并是指把表示相同对象的两个或多个表合在一块。例：一个零

售连锁店有一个表描述有关各个分店的一般特征（如面积、所处商业区

的类型）的信息，另一个表记录有关销售的概要数据（如利率、同上一

年的销售百分比变化），还有一个关于周边地段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的表，

这些表都有一条与每个分店相关的记录。通过把源表的字段组合在一起，

这些表就可以合并成一个新表，仅用一条记录表示一个分店。 
 
合并数据也会涉及到聚合。聚合是指通过汇总从多条记录和/或多个

表的信息来计算新值的操作。比如，把一个每条记录对应每笔购买的顾

客购买信息的表转换成一个新表，其中每条记录对应每个顾客，字段则

是购买次数、平均购买额、使用信用卡订购的百分比、购买促销商品的
比例等。 

 
 
3．5 格式化数据( Format data ) 

 
任务 格式化数据(Format data) 

格式化转换主要是指对数据进行的不改变数据含义的句法修改，这

可能需要建模工具才能实现。 
 
输出 重格式化后的数据(Reformatted data) 

一些工具对属性顺序有特别的要求，比如第一个字段是每条记录的

唯一标识，或者最后一个字段是模型需要预测的结果字段。 
 
改变数据集中记录的顺序也许是很重要的。建模工具可能要求记录

按照结果字段值排序。一般情况是，数据集记录最初是以某种顺序方式

排列的，但建模算法却需要把它们以相当随机的方式排序。例如，当使

用神经网络时，一般就最好使用随机排列的记录。有些工具能自动地完

成这种处理，而不需用户干预。 
 
此外，有些纯粹的对数据进行句法改变以满足特殊建模工具的要求。

例如：逗号分割数据文件中把包含在文本字段内的逗号移除，把全部的

值裁减到 32 个字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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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模(Modeling) 

 
 

 
 
 
 
 
 

 
 
 
 

 
 
 
 

 
 
 
 

 
 

4．1 选择建模技术( 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 

 
任务 选择建模技术(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建模的第一步，是选择将要使用的实际建模技术。尽管可能在商业

理解时，你已选择过一个工具，而这里的任务却是指具体的建模技术，

如由 C4.5 构造决策树或使用反向传播构造神经网络。若有多种技术可

用，就按每种技术分别执行本任务。 
 

输出 建模技术(Modeling technique) 
文档化将要使用的实际建模技术。 
 
建模假设(Modeling assumptions) 

很多建模技术需要对数据做些特殊的假设，例如，全部属性具有相

同的统计分布，不允许缺失值，类别属性是符号型等。对记录也要做相

应假设。 
 
 
4．2 生成测试设计( Generate Test design )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选择建

模技术 

生成测

试设计 测试

设计 

建模

技术
建模假设

构建 
模型 参数 

设置 
模型 

评估 
模型 

模型评估 修订参数

设置

图 7 建模 

模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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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生成测试设计(Generate Test design) 
在实际构建模型之前，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测试模型质量和有效性的

程序或机制。例如，在有监督数据挖掘任务如分类中，常使用错误率作

为衡量数据挖掘模型的质量指标。 因此，我们一般把数据集分成训练集

和测试集，在训练集上建立模型，在分开的测试集上评估模型质量。 
 

输出 测试设计(Test design) 
描述训练、测试和评估模型的确定计划。计划的主要部分是确定如

何分割可用数据集为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 
 

 
4．3 建立模型( Build model ) 

 
任务 建立模型(Build model) 

在准备好的数据集上运行建模工具，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模型。 
 

输出 参数设置(Parameter settings) 
许多模型工具，通常都有大量需要调整的参数。列出这些参数和它

们的设置值，及选择参数设置的基本原则。 
 

模型(Models) 
一些由建模工具产生的实际模型，而不是报告。 

 
模型描述(Model description) 

描述最终结果模型。生成解释模型的报告，并记下理解其含义会遇

到的困难。 
 

 
4．4 评估模型( Assess model ) 

 
任务 评估模型(Assess model) 

数据挖掘工程师根据他的领域知识、数据挖掘成功标准和既定的测

试设计来解释模型。这个任务会影响到接下去的评估阶段。鉴于数据挖

掘工程师判断模型应用和发现技术的成功过于技术化，那么他就应该与

商业分析师和后期才出现的领域专家接触，以商业环境中的方式来讨论

得到的数据挖掘结果。而且，本任务只考虑模型，然而评估阶段同时还

考虑项目进程中产生的其它所有结果。 
 
数据挖掘工程师对模型进行评定，根据评估标准来评价模型。他也

尽可能地考虑商业目标和商业成功标准。在大多数数据挖掘项目中，数

据挖掘工程师多次应用一个技术或者采用不同的可选技术产生数据挖掘

结果。这样，在这个任务中，他也要参照评估标准来比较全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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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模型评估(Model assessment) 
概述本任务的结果，列出全部建成模型的质量特性（如，使用准确

度术语）以及模型之间的质量等级比较次序。 
 

修订参数设置(Revised parameter settings) 
根据模型评估，修订参数设置并调整其值以完成下轮建立模型的任

务。通常需要反复地进行模型建立和评估，直到你确信已找到最好模型

为止。在文档中记录下所有这些修订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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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Evaluation) 

 
 

 
 
 
 
 
 

 
 
 
 

 
 
 
 

 
 
 
 

5．1 评价结果( Evaluate results ) 

 
任务 评价结果(Evaluate results) 

前面的评估步骤处理的是如模型准确度和一般性等因素。这里的步

骤评价的是模型适合商业目标的程度并找到一些商业理由来说明某个模

型的不足。在时间和预算许可的情况下，另一个非必需的评估是在实际

应用中同步运行测试应用来测试模型。   
 
而且评估过程中也评价其它数据挖掘的结果。从模型得到的数据挖

掘结果必须与最初商业目标相关，而其它一些发现内容却不必与它有关，

但是却能为将来揭示一些额外的难处、信息、暗示。  
 

输出 根据商业成功标准评价数据挖掘结果(Assessment of data mining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business success criteria) 

使用商业成功标准术语概述结果的评价，包括一个项目是否已满 
足既定商业目标的最终声明。 
 
核认模型(Approved models) 

有关商业成功标准的模型评价之后，满足给定标准的建成模型就成

为被核准认可的模型了。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价 部署 

评价 
结果 

重审 
过程 过程

重审 

评价数据

挖掘结果 
核认模型

确定 
下一步 可能活动

列表 
最终决定

图 8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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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重审过程( Review process ) 

 
任务 重审过程(Review process) 

到这里，得到的结果模型似乎有望令人满意和符合商业需要了。现

在对数据挖掘项目合同做一个全面的重审是很适时的，以确定是否有任

何重要因素或任务被无意识地忽略了。重审也涉及一些质量确认问题，

如我们正确地建立了模型吗？我们仅使用了那些许可使用的且将来分析

也可用的属性吗？   
  
 

输出 过程的重审(Review of process) 
概述过程重审并特别注明被忽略的活动和/或应该重复的活动。 
 

 
5．3 确定下一步 ( Determine next steps ) 

 
任务 确定下一步(Determine next steps) 

根据评价的结果和过程重审，要确定项目这个阶段该如何推进，需

要决定是结束并适时进入部署阶段还是继续重复前面步骤或者创建新的

数据挖掘项目。本任务也包括了影响决策的遗留资源和预算的分析。 
  

输出 可能活动列表(List of possible actions) 
列出潜在的进一步活动，并给出支持和反对每个的理由。 
 
最终决定(Decision) 
描述有关如何合理推进的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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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署(Deployment) 

 
 

 
 
 
 
 
 

 
 
 
 

 
 
 
 

 
 
 
 

 
 
 
 

6．1 规划部署( Plan deployment ) 

 
任务 规划部署(Plan deployment) 

为把数据挖掘结果部署到商业环境，本任务利用评估结果并给出部

署的策略。如果某个一般性程序已经被认为可以创建相关模型，则为了

后面的部署，要在文档中记录下该程序。  
 

输出 部署计划( Deployment plan ) 
概述部署策略，包括必要的步骤及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6．2 规划监控和维护( 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 

 
任务 规划监控和维护(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数据挖掘结果成为日常运作的商业及其环境的一部分时，监控和维

护就成为重要问题。对维护策略的一个细致准备有助于避免数据挖掘结

果长期被不正确地应用。为监控数据挖掘结果的部署，项目需要一个详

商业理解 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规划 
部署 

规划监控

与维护 监控与维

护计划 

部署 
计划 

产生最终

报告 最终 
报告 

最终 
陈述 

图 9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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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计划来监控过程。该计划需要考虑部署的具体类型。 
 

输出 监控和维护计划(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plan ) 
概述监控和维护策略包括必要的步骤和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6．3 生成最终报告( Produce final report ) 

 
任务 生成最终报告(Produce final report) 

项目的结束，项目领导和其小组撰写一份最终报告。依赖于部署计

划，这份报告可能仅对项目和其经历进行了概述（因某一活动还在进行

中，它们没有被记录文档），也可能是一份最终的对数据挖掘结果全面展

示的报告。 
 

输出 最终报告( Final report ) 
这是一份关于数据挖掘项目合同的最终书面报告。它包括前面那些

可交付的成果和描述以及结果组织。 
 
   最终陈述(Final presentation) 

这里通常召开一个关于项目总结的会议，把结果口述给客户。 
 
 
6．4 回顾项目( Review project ) 

 
任务 回顾项目(Review project) 

评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做了，什么需要改进。 
 

输出 经验文档( Experience documentation ) 
描述项目期间获得的重要经验。例如，缺陷、易误解的方法、在类

似情况中选择最佳数据挖掘技术的提示等都可以写入文档。在更理想的

项目中，经验文档也包括项目成员个人撰写的有关项目阶段和各自任务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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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CRISP-DM 用户指南 

1  商业理解 

1．1 确定商业目标( 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 

 
任务 确定商业目标(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数据分析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商业角度全面理解客户真正想要达

到什么目标。通常，客户有很多竞争目标，不得不正确地权衡。分析师

的目标是要在一开始就揭示出能影响项目结果的重要因素。忽视这个步

骤的一个可能后果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却只对错误问题给出了正确答案。  
 

输出 背景(Background) 
比较项目开始时了解到的有关公司商业环境的信息。这些详细信息

资料不仅服务于识别出更接近要得到的商业目标，而且也服务于识别资

源－包括在项目期间要用和需要的人力和物质。 
 
活动 组织(Organization) 

 设计按部门、科室和项目小组分类的组织架构图，其中还应该标明    
各各经理的姓名和职责。 

 标明商业中的关键人物和其角色。 
 标明公司内部的参与者（财政资助人和主要用户/领域专家）。 
 是否有一个指导委员会及成员是哪些人？ 
 标明数据挖掘项目所能影响到的商业部门（比如，市场、销售、财 

       会）。 
 

问题范围(Problem area) 
 分清问题的范围（如市场营销、客户关注、商业发展，等等）。 
 一般性地描述问题。 
 检查项目的当前状态（如判断商业部门对我们要做的数据挖掘项目 

       是否了解，或者对数据挖掘作为商业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我们需要做 
些广告。） 

 明确项目的前提（如，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商业中是否已经使用数 
       据挖掘？） 

 有必要的话，给商业公司展示一些现有数据挖掘项目。 
 标明使用项目结果的目标群体（如，我们要为上级管理部门写                

一份书面报告吗？我们要为最终端用户提供运行系统吗？）。 
 识别用户需要和期望。 

 
现有方案(Current solution) 
 描述在用的问题解决方案。 
 描述现有方案的优缺点和用户接受它的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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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商业目标(Business objectives) 
商业目标从商业角度描述了客户的主要目标。除了主要商业目标外，

客户通常还有大量想解决的相关商业问题。比如，公司主要的商业目标

是通过预测当出现客户倾向于跑向对手公司时，能留住他们。次要的商

业目标是判断更低的费用是否仅会影响某类特殊客户。 
 
活动  非形式地描述打算用数据挖掘来解决的问题。 

 尽可能准确地具体说明所有商业问题。 
 详细说明其他任何商业要求（如，公司不想失去任何客户）。 
 用商业术语，详细说明公司的期望收益。 

 
提醒！ 小心设定那些无法达到的目标－制定尽可能现实的目标。 
 
输出 商业成功的标准(Business success criteria) 

可以从商业角度的各种观点来描述项目结果是成功的或有用的。有

些标准相当具体且容易测量，如某种层度上客户流失的减少；还有一些

一般意义上的且具主观性的标准，如“对关系有用的认识”。后面那种标

准就应该指明是谁做出的主观判断 
 
活动  详细说明商业成功标准（如在邮购促销中提高 10％的回应率，签名率

增加 20％）。 
 指明由谁来评价成功标准。 

 
记住！  每个成功标准都至少对应一个具体的商业目标。 
 
好想法！在环境评析前，你该考虑该问题以前的一些经验－或内部使用 

CRISP-DM，或外部使用预封装好的方案。 
 
 
1．2 评析环境( Assess situation ) 

 
任务 评析环境(Assess situation) 

本任务涉及到更详细的事实发现：全部资源、约束、假设，及其它

一些在确定数据分析目标和项目计划时也应该考虑到的因素。 
 
输出 资源目录(Inventory of resources) 

列出项目可用的资源，包括：人员（商业专家、数据专家、技术支

持人员、数据挖掘职员），数据（固定抽取的、访问现场仓库或操作型数

据），计算资源（硬件平台）和软件（数据挖掘工具、其他相关软件）。 
 
活动 硬件资源(Hardware resources) 

 标明基本硬件。 
 确定数据挖掘项目能用的基本硬件。 
 检查硬件维护进度表是否与数据挖掘项目可用硬件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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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明要用数据挖掘工具所要的可用硬件（当该步骤知道使用某种工具 
时） 

 
 

数据和知识来源(Sources of data and knowledge) 
 标明数据来源。 
 标明数据来源的类型（在线来源、专家、书面文档，等等）。 
 标明知识来源。 
 标明知识来源的类型（在线来源、专家、书面文档，等等）。 
 检查可用的工具和技术。 
 描述有关的背景知识（形式或非形式地）。 

 
人员来源(Personnel sources) 
 标明项目发起人（如果有不同于部分 1.1.1 的内部发起人时）。 
 标明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和更多问题的技术支持人员。 
 标明市场分析师、数据挖掘专家和统计分析师，并判断他们能否到位。 
 判断能否提供后续阶段所需的领域专家。 

 
记住！ 记住在整个项目的不同时间上都可能需要技术人员，比如数据转换期 

间。 
 
输出 需求、假设和约束(Requirements，assumptions and constraints) 

列出该项目的全部需求，包括：完成项目的时间表、结果和安全方

面的可理解性和质量，还有法律问题等。作为这个输出的一部分，确信

你有权使用数据。 
 
列出该项目制定的假设。这可能是有关数据的假设，它们可以在数

据挖掘过程中被检验；也可能是与作为项目基础的商业有关的假设，它

们是无法检验的。后面的这种假设如果是作为结果正确性验证的前期条

件时，列出它们就极其重要了。 
 
列出该项目的约束。这些约束限制可能是资源缺乏，而资源正是按

时完成进度表上某个任务所需要的；也可能是因使用数据或执行数据挖

掘任务的方案涉及到的有关法律或种族方面的约束。 
 
活动 需求(Requirements) 

 详细说明目标群组的特征。 
 尽量获取进度中的全部需求。 
 尽量获取数据挖掘项目和结果模型的可理解性、准确性、可部署性、 
可维护性和可重复性方面的需求。 
 尽量获取安全、法律限制、隐私、报告和项目调度方面的需求。 

 
假设(Assumptions) 
 阐明全部假设（包括不明确的）并明确之（如为解决一个商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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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假设年龄 50 岁以上的客户最少有多少）。 
 列出数据质量（如，准确度、可用性）的假设。 
 列出外部因素（如，经济问题，竞争产品，技术提高）的假设。 
 阐明评估时引入的假设（如，某具体工具的价格假定低于 1000 美元）。 
 列出对于理解和描述或解释模型是否是必须的假设（如，模型和结果 

      如何展示给高级管理层/赞助方）。 
 

约束(Constraints) 
 检查一般性约束（如，法律问题，预算，时间表和资源）。 
 检查数据源的访问权利（如，访问限制，需要的密码）。 
 检查数据访问的技术性内容（操作系统，数据管理系统，文件或数据 

      库格式） 
 检查需要的相关知识是否可以得到。 
 检查预算约束（固定成本，执行成本，等等）。 

 
记住！ 假设列表也包括了项目开始时的假设，如项目启动时的内容。 
 
输出 风险和或有费用(Risks and contingencies) 

列出可能出现的会影响时间进度、成本或结果的风险和事件。列出

相应或有费用计划。列出为避免或最小化这些影响以及从发生的风险中

恢复所要采取的何种行动。 
 

活动 识别出风险(Identify risks) 
 识别商业风险（如刚开始，竞争者就提出了更好的结果）。 
 识别组织风险（如对项目有要求的部门没有项目资金）。 
 识别金融风险（如，初步数据挖掘结果决定了更多资金的投入）。 
 识别技术风险。 
 识别与数据和数据源有关的风险（如数据质量差和覆盖率低）。 

 
制定或有费用计划(Develop contingency plans) 
 确定每个风险可能发生的条件。 
 制定或有费用计划。 

 
输出 术语(Terminology) 

编辑一个与项目有关的术语表。它至少包括两个部分： 
（1）与商业有关的术语表，它是项目可用的商业理解的一部分。编 
订这样一个术语表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启发”和培养训练的过 
程。 

（2）与数据挖掘有关的术语表，对于有疑问的商业问题还需配以实 
例解释。 

活动  首先检查可用的术语表，然后开始编订新的术语表。 
 与领域专家交流理解他们使用的术语。 
 慢慢开始熟悉商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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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代价和收益(Costs and benefits) 
为项目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比较项目成本与项目成功后对商业

的潜在收益。 
 
好想法！比较尽可能详细具体，因为这样可以改善项目应用的商业。 
 
活动  估计数据收集的代价。 

 估计开发和执行一个方案的代价。 
 标识出项目部署后的收益（如提高客户满意度，ROI(投资回收)和收入 
增长）。 
 估计运行成本。 

 
提醒！ 不要忘记识别那些隐含成本，如重复的数据抽取和准备、工作流程的改

变及学习期间的培训时间。 
 
 
 
1．3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 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 

 
任务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商业目标是以商业术语描述的，而数据挖掘目标是以技术术语描述

的项目目标。例如，商业目标可能是“增加现有顾客的总销售额”。而一

个数据挖掘目标则也许是“给定客户过去三年的购买信息、人口统计学

信息（年龄、收入、城市等）和项目明细价格，预测客户会买多少装饰

品”。 
 
 
输出 数据挖掘目标(Data mining goals) 

描述项目的计划输出，该输出使得商业目标得以实现。注意这些是 
常规的技术性输出。 
 

活动  把商业问题转换成数据挖掘目标（如营销活动需要客户的聚类信息，

以决定谁会参与活动，需要指明聚类的层次/大小）。 
 详细说明数据挖掘问题的类型（如分类，描述，预测和聚类）。有关更

多数据挖掘问题类型的内容参加附录 V.2，那里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 
 

好想法！重定义问题可能为一明智之举。例如，对产品的保持力而不是顾客保持

力建模，因为顾客保持力对结果的影响过于迟钝。 
 
 

输出 数据挖掘成功标准(Data mining success criteria) 
以技术术语定义好项目结果成功的标准，比如，某种预测准确度水

平或在给定“提升度”下购买兴趣的倾向。与商业成功标准一样，也许

必需以主观方式来描述这些标准，此时，就应该认清是哪个或哪些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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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这个主观判断。 
 
活动  详细说明模型评估的标准（如，模型准确度，性能和复杂性）。 

 定义好评估标准的基准测试集。 
 详细说明属于主观性的评价标准（如，模型解释能力和由模型提供的

数据与市场洞察力）。 
 
提醒！ 记住数据挖掘成功标准不同于前面定义的商业成功标准。 

 

  记住从项目一开始就做部署计划是明智的做法。 
 
 
 
1．4 制定项目计划( Produce project plan ) 

 
任务 制定项目计划(Produce project plan) 

描述为达到数据挖掘目标进而实现商业目标的确定计划。 
 
输出 项目计划(Project plan) 

列出项目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包括持续时间、需要的资源、输入、

输出和关联性。这里要尽可能对挖掘过程中会大量重复的步骤交待清

楚，比如建模和评估阶段的重复。作为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分析时间进

度和风险之间的关联也是很重要的。在项目计划中应该明显地标记这些

分析的结果，应对风险的理想行动和建议。 
 

记住：尽管这个任务仅以“项目计划”命名一次，然而在整个项目

中，应该不断地对其考量和审阅。当开始一个新任务或者重复任务/活
动时，都要至少审阅一次计划。 

 
活动  定义初步的进程计划并与全部相关人员讨论其可行性。 

 把全部标出的目标和选出的技术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可以解决商业问题

和满足商业成功标准的连贯过程。 
 评估解决和部署方案所需的精力和资源（在估计数据挖掘项目时间进

度时，值得考虑别人的经验。例如，通常假定 50－70％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数据准备阶段，20－30％的时间花在数据理解阶段，而只有 10－
20％花在建模、评估和商业理解阶段，5－10％用在部署阶段）。 
 标明关键步骤。 
 标记关键点。 
 标记重审点。 
 标明主要的重复过程。 

 
 

输出 工具和技术的初步评估(Initial assessment of tools and techniques) 
第一阶段的结束，项目要完成一个对工具和技术的初步评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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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你要选择一种能为过程各阶段提供多种方法的数据挖掘工具。因

为工具和技术的选择可能影响整个项目，所以对其早点做评估就较为重

要了。 
 
活动  给出工具和技术选择标准的列表（使用现成的也行）。 

 选择可能的工具和技术。 
 评估技术的适合层度。 
 根据可选方案的评估，审查和筛选合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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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2．1 收集原始数据( Collect initial data ) 

 
任务 收集原始数据(Collect initial data) 

在项目范围内，获得要列入项目资源的数据（或数据的访问方式）。

初步收集包括了为理解数据而必要的数据加载(data loading)。例如，如果

你打算使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来辅助数据理解，更合理的做法是把数据导

入到这个工具中。 
 
输出 原始数据收集报告(Initial data collection report) 

列出项目中要使用到的各种数据，包括更详细数据的挑选要求。数

据收集报告应明确某些属性是否比其它属性相对重要。 
 
记住，对数据质量的评价不仅仅针对单个数据源，也包括从多个数

据源合并的数据。由于源的不一致性，合并的数据可能引入一些单源数

据所不具有的问题。 
 
活动 数据需求计划(Data requirements planning) 

 计划好需要什么信息（如，只要给定属性、其它信息）。 
 检查全部所要（对达到数据挖掘目标）的信息是否真正可用。 

 
 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 

 详细说明选择的标准（如哪些属性对于特定数据挖掘目标是必需的？ 
      哪些属性被标明是无关的？我们选用的技术能处理多少属性？）。 

 选择感兴趣的表/文件。 
 选择表/文件中的数据。 
 即使数据可用，也考虑要使用多久的（比如有 18 个月的数据可用，但 

      仅需要 12 个月的用于训练）。 
 
提醒！ 千万小心从不同数据源收集来的数据合并时可能引入数据质量问题（如 

地址文件与所属顾客基本信息合并可导致格式的不一致、数据失效，等

等）。 

 

数据插入(Insertion of data) 
 如果数据包含了自由文本项，建模时要对它们编码吗？或要组合特别 
的项吗？ 
 如何获得缺失属性值？ 
 描述如何抽取数据。 

 
提醒！ 记住有关数据的知识可以来源于非电子形式（如，人，纸印本，等等）。 

   

  记住，预处理数据是必需的（时间序列化数据，权值平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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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描述数据( Describe data ) 

 
任务 描述数据(Describe data) 

审查所得数据和其结果报告的“大致”或“外在”性质。 
 
输出 数据描述报告(Data description report) 

描述已获得的数据，包括数据格式、数据质量（比如，各个表的记

录总数、字段数），字段的标识及其它被发现的外在数据特征。 
 
活动 数据规模分析(Volumetric analysis of data) 

 标明尽量获取的数据和方法。 
 访问数据源。 
 若合适的话，使用统计分析。 
 给出表及其关系报告。 
 检查数据容量、多样性、复杂性。 
 数据包含自由文本项吗？ 

 
 属性类型和值(Attribute types and values) 

 检查属性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 
 检查属性类型（数值、符号、类别，等等）。 
 检查属性值域。 
 分析属性相关度。 
 从商业角度，理解每个属性和属性值的含义。 
 对每个属性，计算基本统计量（如，计算分布、平均值、最大值、 

      最小值、标准差、方差、模数、倾斜度，等等）。 
 从商业角度，分析基本统计量和叙述与其含义有关的结果。 
 属性与给定的数据挖掘目标有关吗？ 
 属性意义被一致应用吗？ 
 询问领域专家对于属性相关的看法。 
 有必要平衡数据吗（取决于选用的建模技术）？ 

      
关键点(Keys) 
 分析关键关系。 
 检查跨表关键属性的交叉数量 

 
重审假设/目标(Review assumptions/goals) 
 若有必要的话，更新假设列表。 

 
 
2．3 探索数据( Explore data ) 

 
任务 探索数据(Explore data) 

这个任务采用查询、可视化、报告等方式处理数据挖掘中遇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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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分析可能直接面向数据挖掘目标。然而，也可能有助于撰写或

修饰数据描述和质量报告，以及反馈到数据转换和其他数据准备工作中

做进一步的分析。 
 
输出 数据探索报告(Data exploration report) 

描述该任务的结果，包括初步的发现或假设以及它们对于项目后续

阶段的影响。合适的话，可以把揭示数据特征的一些图表写入报告，这

些图表也能导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据子集以便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活动 数据探索(Data exploration) 

 细致分析值得关注属性的特征（如值得关注子聚集的基本统计信息）。 
 标明子聚集的特征。 

 
     为以后分析提出设想(Form suppositioins for future analysis) 

 考量和评估数据描述报告中的蕴涵信息。 
 提出假设并标明活动项目。 
 若有可能，把假设转换成数据挖掘的一个目标。 
 澄清或更精确化数据挖掘目标。盲目地搜寻不是一定没用的，但针 

      对商业目标的搜寻更为可取。 
 做些基本分析以验证假设。 

 
 
2．4 检验数据质量( Verify data quality ) 

 
任务 检验数据质量(Verify data quality) 

检查数据的质量，回答诸如下列问题：数据是完整的吗（它们覆盖

全部需要考虑的情况吗）？它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错误有多常见？

数据中有缺失值吗？如果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了，那么它们出现在哪里

以及出现的有多频繁呢？ 
 
输出 数据质量报告(Data quality report) 

列出数据质量检验的结果；若存在质量问题，列出可能的解决办法。 
 
活动  识别出那些特殊的值并列出它们的含义。 
  

重审键，属性(Review keys，attributes) 
 检查覆盖率（如表示了所有的可能值吗？）  
 检查键。 
 属性含义和包含的值是否相符合？ 
 识别缺失属性和空白字段。 
 缺失数据的含义。 
 检查值不同却表达类似含义的属性（如，低脂肪，减肥）。 
 检查值的拼写（如，同一个值有时以小写字母开头，有时以大写字母         

    开头）。 



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过程－1.0 版本 （CRISP－DM 1.0） 

 42

 检查偏差，判断偏差是噪声还是可能暗示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检查值的合理性，如所有字段有相同或相近的值。 

 
好想法！重审有悖于常识的属性值（如，有高收入值的少年）。 
  

使用可视化图表、柱状图等来说明数据的不一致性。 
 
平面文件的数据质量(Data Quality in flat files) 
 如果数据存储在平面文件中，检查使用了哪个分界符；以及它是否在 

      全部属性中被一致使用。 
 如果数据存储在平面文件中，检查每个记录的字段数，它们一致吗？ 

 
噪声和源之间的不一致(Noise and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sources) 
 检查不同源之间的一致性和冗余。 
 计划好怎样处理噪声。 
 甄别噪声类型和哪些属性会受影响。 

 
好想法！    记住排除一些行为表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数据可能是必需的（如，

检查用户的借贷行为，排除那些从不借贷的客户，没有用家庭抵押贷款

的客户，抵押快到期的客户，等等）。 
  
     重审全部假设，判断它们是有效，还是没有提供有关数据和知识的

任何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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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输出 数据集(Dataset) 
数据准备阶段产生的数据集(或者一些数据集)，将用于建模或项目的

主要分析工作。 
 

输出 数据集描述(Dataset description) 
描述那些将用于建模或项目的主要分析工作的数据集(或者一些数据

集)。 
 
 

3．1 选择数据( Select data ) 

 
任务 选择数据(Select data) 

确定用于分析的数据。确定的标准包括与数据挖掘目标的相关性、

质量和技术限制比如数据容量或数据类型的限制。 
 
输出 包含/排除数据的原则(Rationale for inclusion/exclusion) 

列出被包含进来的和被排除出去的数据，并给出其理由。 
 
活动  收集适当的附加数据（从内外不同的来源）。 

 做些显著性检验和相关度测试，以判断字段要包括进来。 
 依据数据质量、数据探索的经验重新考虑数据选择标准（参见任务

2.1），（如可能要包括/排除的其它数据集合）。 
 依据建模的经验（例，模型评估可能表明需要其他数据集）重新考虑

数据选择标准（参见任务 2.1）。 
 选择不同的数据子集（例，不同的属性，仅符合某个条件的数据）。 
 考虑抽样技术的使用（例，一快速方案会缩减测试数据集的规模，或

工具不能处理全部数据集，于是分割成测试和训练数据集）。根据不同

属性重要性或者同一属性的不同值来进行加权抽样可能也是有益的。 
 记录包括/排除数据的基本原则。 
 检查可用于抽样数据的技术。 

 
好想法！    根据数据选择标准，判断若干属性是否比其他属性更为重要，从而

赋以这些属性相应权值。然后依据环境（如应用程序、工具，等等）来

确定如何处理权重。 
 
 
3．2 清洗数据( Clean data ) 

 
任务 清洗数据(Clean data) 

借助选用的分析技术提升数据质量到既定层次。这涉及到数据清洗

子集的选择、恰当缺省值的插入、更高级的技术如通过建模估计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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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数据清洗报告(Data cleaning report) 
把由检验数据质量任务期间报告的数据质量问题的解决策略和行动

描述出来。报告也指出把数据应用在数据挖掘训练时仍然突出的数据质

量问题，以及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活动  重新考虑观察到的噪声类型。 

 校正，移除或忽略噪声。 
 确定如何处理特殊值和其意义。特殊值范围可导致许多奇怪的结果，

因此要认真检查。特殊值的样本可从问题考查结果中发现，其中的问

题既没有被提出过或者也没有做过回答。这可能导致用‘99’表示未

知数据。例如，用 99 表示婚姻状况或政治派别。另外数据截断时也可

能出现特殊值。比如，‘00’可能用于表示 100 岁的人或 100,000 公里

的汽车表盘。 
 依据数据清洗经验（例，希望要包括/排除其它数据集）重新考虑数据

选择标准（见任务 2.1）。 
 

好想法！    记住有些字段与数据挖掘目标无关，因此这些字段的噪声就没有意 
义。然而，即使是因为这种理由把某些噪声忽略掉，它也应该完整地写

入文档以备以后情况的改变。 
 
 
3．3 构造数据( Construct data ) 

 
任务 构造数据(Construct data) 

该任务包括构造性的数据准备操作，如派生属性、全新记录的生成、

或现有属性的值转换。 
 
活动  检查可用的构造机制，它与项目建议使用的工具列在一起。 

 对最好是在工具内执行构造还是在外部构造（例，哪种更高效、准确、

可重复）作出判断。 
 依据数据构造经验（例，可能要包括/排除其它数据集），重新考虑数

据选择标准（见任务 2.1）。 
 
输出 派生属性(Derived attributes) 

派生属性是在同一记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既有属性基础上构造出来的

新属性。例：area=length*width。 
 
在数据挖掘调查期间，为什么我们需要构造派生属性呢？因为仅从

数据库或其它源得到的数据只是建模所用数据类型的一种，所以通过这

点是无法得到答案的。派生属性的构造是因为： 
 

 背景知识告诉我们即使当前没有属性来表示某些重要事实，也应当表

示它。 
 使用的建模算法仅仅处理某种类型的数据，例如我们正在使用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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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那么我们会怀疑某些非线性成份将不包括在模型中。 
 建模阶段的输出表明某种事实不能被隐藏。 

 
活动 派生属性(Derived attributes) 

 判断属性是否应该规格化（例，对年龄和收入使用聚类算法时，收入

是主要的） 
 考虑通过加入新属性来添加与属性相应重要性的新信息（例如，属性

权值。加权规格化）。 
 缺失属性应该如何构造或归因？[确定构造类型（例如聚类，评价、归

纳）]。 
 添加新属性到被访问的数据。 

 
好想法！    在加入派生属性之前，要判断是否和怎样精简过程或使建模算法容

易使用。对于使用“家庭收入”属性而言，也许“人头收入”是一个更

好/容易的属性。不要简单地用派生属性来减少输入属性的个数。 
 

    另一个派身属性的类型是单一属性转换，常用于满足建模工具的需

要。 
 
活动 单一属性转换(Single-attribute transformations) 

 依照可使用的转换工具（比如，数值属性的分箱）详细说明必要的转

换步骤。 
 执行转换步骤。 

 
提示！    有时把区间值转换成离散字段（例，年龄到年龄段），有时离散字段 

（如，“绝对正确”，“正确”，“不知道”，“错误” ）转换成数值型。这取

决于建模工具或算法的要求。 
 
 
输出 生成记录(Generated records) 

生成的记录是全新的记录，它引入了新知识或表示了还没有表示过

的数据，例如，已聚类的数据有助于生成一条记录来表示聚类的成员模

板，以做进一步的处理。 
 
活动 必要的话，检查可用的技术（例如，为聚类数据构造各聚类成员模板的 

机制）。 
 
 
 
3．4 整合数据( Integrate data ) 

 
任务 整合数据(Integrate data) 

提供些方法，藉从多个表或其它信息源来构造新记录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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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合并数据(Merged data) 
表合并是指把表示相同对象的两个或多个表合在一块。这个阶段也

可合理地生成新记录，同时也常常产生汇总值。 
 
聚合是指通过汇总从多条记录和/或多个表的信息来计算新值的操

作。 
 
活动  检查可以用来整合给定输入源的整合工具。 

 整合源并保存结果。 
 根据数据整合（例，可能要包括/排除其它数据集合）经验重新考虑数

据选择标准（见任务 2.1）。 
 
好想法！记住一些知识可能以非电子形式存在。 
 
 
3．5 格式化数据( Format data ) 

 
任务 格式化数据(Format data) 

格式化转换主要是指对数据进行的不改变数据含义的句法修改，这

可能需要建模工具才能实现。 
 
输出 重格式化后的数据(Reformatted data) 

一些工具对属性顺序有特别的要求，比如第一个字段是每条记录的

唯一标识，或者最后一个字段是模型需要预测的结果字段。 
 

活动 重排属性(Rearranging attributes) 
一些工具对属性顺序有特别的要求，比如第一个字段是每条记录的

唯一标识，或者最后一个字段是模型需要预测的结果字段。 
 

重排记录(Reordering records) 
改变数据集中记录的顺序也许是很重要的。建模工具可能要求记录

依照结果属性值排序。 
 

重格式化内部值(Reformatted within-value) 
 为满足特殊建模工具而作的纯句式变换。 
 根据数据清洗的经验（例，可能要包括/排除其它数据集合）重新考虑

数据选择标准（见任务 2.1）。 
 

 
 
 
 
 
 



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过程－1.0 版本 （CRISP－DM 1.0） 

 47

4  建模(Modeling) 

4．1 选择建模技术( 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 

 
任务 选择建模技术(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建模的第一步，是选择将要使用的实际建模技术。若有多种技术可

以使用，就对每种技术分别执行本任务。 
 
不要忘记不是所有工具和技术都适合每个任务。对某类问题，仅仅

一些技术是适合的（见附录 V.2，那里详细讨论了适合某类数据挖掘问题

类型的技术）。这些工具技术的“政治要求”和其它约束会进一步限制挖

掘人员的选择。也许只能选择一个工具或技术来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甚

至这个工具对于该问题不是绝对最好的技术。 
 
 
 
 
 
 
 
 
 
 
 
 
 
 
 
 
 
 
 
 
 
 

输出 建模技术(Modeling technique) 
记录要使用的建模技术。 

 
活动 确定合适的训练技术并试记住被选用的工具。 
 

 
输出 建模假设(Modeling assumptions) 

很多建模技术需要对数据、数据质量或数据格式做些特殊的假设。 
 

技术空间

（由工具定义的）

适合问题的技术

政治要求

约束

（管理部门，独立性）

（时间，数据特征，

职员培训/知识）

被选的

工具

图 10 技术空间 



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过程－1.0 版本 （CRISP－DM 1.0） 

 48

活动  定义好技术本身对数据的某些假设（如质量，格式，分布）。 
 与数据描述报告中的假设进行比较。 
 如果必要的话，回溯到数据描述报告以确保这些假设写入其中。 

 
4．2 生成测试设计( Generate Test design ) 

 
任务 生成测试设计(Generate Test design) 

在实际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制定一个测试模型质量和有效性的程序。

例如，在有监督数据挖掘任务如分类中，常使用错误率作为衡量数据挖

掘模型的质量指标。 因此，测试设计要把数据集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

在训练集上建立模型，在测试集上评估模型质量。 
 

输出 测试设计(Test design) 
描述训练、测试和评估模型的确定计划。计划的主要部分是确定如

何分割可用数据集为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测试集。 
 
活动  检查每个数据挖掘目标对应的现有测试设计。 

 确定必要的步骤（重复次数，迭代次数，等等）。 
 准备测试数据。 

 
 
4．3 建立模型( Build model ) 

 
任务 建立模型(Build model) 

在准备好的数据集上运行建模工具，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模型。 
 

输出 参数设置(Parameter settings) 
许多模型工具，通常都有大量需要调整的参数。列出这些参数和它

们的设置值，及选择参数设置的基本原则。 
 
活动  设置初始参数。 

 记录选择参数值的理由。 
 

模型(Models) 
在准备好的数据集上运行建模工具，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模型。 

 
活动  在输入数据集上执行选择的技术生成模型。 

 后处理数据挖掘的结果（如，编辑规则，展示树）。 
 

模型描述(Model description) 
描述最终结果模型并评价其期望准确度、健壮性和潜在缺点。记录

下模型的解释和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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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描述现有模型的特征，这对将来有用。 
 记录用于生成模型的参数设置。 
 给出模型的详细描述和特殊性质。 
 对于基于规则的模型，列出生成的规则并附上各规则的评价、这个模

型的准确度和覆盖率。 
 对于隐含模型，列出关于模型的技术信息（如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和

建模过程产生的行为描述（如准确度或敏感度）。 
 描述模型的表现和解释。 
 给出数据中有关模式的结论（若有的话）；有时模型不需独立的评价过

程就会揭示出数据的重要事实（例，输出或结论复制于某个输入）。 
 
 
4．4 评估模型( Assess model ) 

 
任务 评估模型(Assess model) 

模型现在应该被评估以确保它满足数据挖掘成功标准并通过了给定

的测试标准。这是一个基于建模任务输出的纯技术评价。 
 

输出 模型评估(Model assessment) 
概述本任务的结果，列出全部建成模型的质量特性（如，使用准确

度术语）以及模型之间的质量等级比较次序。 
 
活动 参照评估标准评价结果 
 
好想法！“增长表”和“利润表”可被构造用于判断模型预测的好坏。 
 

 根据测试策略测试结果（如，训练和测试，交叉验证，自举法，等等）。 
 比较评估结果和解释。 
 根据成功和评估标准，列出结果的好坏等级。 
 选择最好模型。 
 用商业术语解释结果（尽可能扩展延伸）。 
 从领域或数据专家那里获得关于模型的评论。 
 检查模型的合理性。 
 检查与数据挖掘目标的冲突。 
 与给定的知识库对比检查以判断发现的信息是否是新颖的和有用的。 
 检查结果的可靠性。 
 分析每个结果的可发布潜力。 
 如果对于建立的模型有口语化的描述，试评价规则。它们符合逻辑吗？

它们可行吗？它们太多了或太少了？它们违背常识？ 
 评价结果。 
 深入研究为什么某个建模技术和参数设置会导致结果的好/差。 

 
输出 修订参数设置(Revised parameter settings) 

根据模型评估，修订参数设置并调整其值以完成下轮‘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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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反复地进行模型建立和评估，直到你确信已找到最好模型为止。 
 
活动 调整参数以得到更好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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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Evaluation) 

前面的评估步骤处理的是如模型准确度和一般性等因素。这里的步骤评价的

是模型适合商业目标的程度并找到一些商业理由来说明某个模型的不足。它把结

果与项目起初阶段定义的评估标准进行比较。 
 
定义一个数据挖掘项目全部输出结果的好方法是使用下面的等式： 
 

结果 ＝ 模型 ＋ 发现 
 

该等式中，我们定义的数据挖掘项目全部输出不仅仅是模型（尽管它们当然

是首要的），也包括我们认为对于满足商业目标很重要（或对提出新问题，方法

指引，副作用（比如，数据挖掘训练中没有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很重要）的任

何发现（除模型外）。注意：尽管模型直接与商业问题相关，但发现可不必与任

何问题或目标有关，但这些发现却对项目的组织者很重要。 
 
 

5．1 评价结果( Evaluate results ) 

 
任务 评价结果(Evaluate results) 

前面的评估步骤处理的是如模型准确度和一般性等因素。这里的步

骤评价的是模型适合商业目标的程度并找到一些商业理由来说明某个模

型的不足。在时间和预算许可的情况下，另一个非必需的评估是在实际

应用中同步运行测试应用来测试模型。   
 
而且评估过程中也评价其它数据挖掘的结果。从模型得到的数据挖

掘结果必须与最初商业目标相关，而其它一些发现内容却不必与它有关，

但是却能为将来揭示一些额外的难处、信息、暗示。  
 

输出 建根据商业成功标准评价数据挖掘结果(Assessment of data mining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business success criteria) 

使用商业成功标准术语概述结果的评价，包括一个项目是否已满 
足既定商业目标的最终声明。 
 

活动  理解数据挖掘结果。 
 参照应用来解释结果。 
 检查对数据挖掘目标的影响。 
 与给定知识库对比检查数据挖掘结果，以判断发现的信息是新颖的和

有用的。 
 评估和评价与商业成功标准有关的结果，例如，项目实现了最初确定

的商业目标吗？ 
 比较评估结果并解释。 
 根据商业成功标准，列出结果的好坏等级。 
 检查结果对于最初应用目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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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在项目后面或新项目中提出新商业目标吗？ 
 对将来的数据挖掘项目给出结论性意见。 

 
输出 核认模型(Approved models) 

在有关商业成功标准的模型评价之后，满足既定标准的建成模型就

成为被核准认可的模型了。 
 
 
5．2 重审过程( Review process ) 

 
任务 重审过程(Review process) 

到这里，得到的结果模型似乎有希望令人满意和符合商业需要了。

现在对数据挖掘项目合同做一个全面的重审是很适时的，以确定是否有

任何重要因素和任务被无意识地忽略了。在数据挖掘训练阶段，过程重

审也采用质量确认重审形式。   
  
 

输出 过程的重审(Review of process) 
概述过程重审并特别注明被忽略的活动和/或应该重复的活动。 
 

活动  对使用的数据挖掘过程作一个全面概述。 
 分析数据挖掘过程 

    对每个过程阶段： 
 它有必要再回溯吗？ 
 它被最优执行吗？ 

 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它吗？ 
 标识出失败之处。 
 识别有误步骤。 
 识别可选活动，过程中意外的分支。 
 重审与商业成功标准有关的数据挖掘结果。 

 
 
5．3 确定下一步 ( Determine next steps ) 

 
任务 确定下一步(Determine next steps) 

根据评价的结果和过程重审，要确定项目这个阶段该如何推进，需

要决定是结束并适时进入部署阶段还是继续重复前面步骤或者创建新的

数据挖掘项目。 
  

输出 可能活动列表(List of possible actions) 
列出潜在的进一步活动，并给出支持和反对每个的理由。 
 

活动  分析每个结果的可发布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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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当前过程可改善的潜力空间。 
 检查遗留资源以判断是否允许再过程重复（或还需要额外资源）。 
 对多个可选后续活动给出建议。 
 修订过程计划。 

 
输出 最终决定(Decision) 

描述有关如何合理推进的最终决定。 
 
活动  可能活动的排序。 

 挑选一个可行活动。 
 记录挑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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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署(Deployment) 

6．1 规划部署( Plan deployment ) 

 
任务 规划部署(Plan deployment) 

为把数据挖掘结果部署到商业环境，本任务利用评估的结果并给出

部署的策略。  
 

输出 部署计划( Deployment plan ) 
概述部署策略，包括必要的步骤和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活动  概述可部署的结果 
 制定和评估有备选的部署计划。 
 确定明确无误的知识或信息结果。 
 知识或信息如何传播给用户？ 
 结果的使用如何被监控或如何衡量其获益（在合适的地方）？ 
 确定每个可部署的模型或软件结果。 
 模型或软件结果如何在公司系统内部部署？ 
 使用如何受监控及获益如何被衡量（在合适的地方）？ 
 识别部署数据挖掘结果时可能出现的问题（部署的缺陷）？ 

 
 
6．2 规划监控和维护( 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 

 
任务 规划监控和维护(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数据挖掘结果成为日常运作的商业及其环境的一部分时，监控和维

护就成为重要问题。对维护策略的一个细致准备有助于避免数据挖掘结

果长期被不正确地应用。为监控数据挖掘结果的部署，项目需要一个详

细计划来监控过程。该计划需要考虑部署的具体类型。 
 

输出 监控和维护计划(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plan ) 
概述监控和维护策略包括必要的步骤和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活动  检查呈动态的表现方面（例如，环境中什么会改变？） 

 如何监控准确性？ 
 何时不再使用数据挖掘结果或模型？给出标准（有效性，准确度阈值，

新数据，应用范围变化，等等）？如果模型或结果不再被使用了会怎

样？（更新模型，提出新的数据挖掘项目，等等）。 
 模型使用的商业目标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完整地记录模型试图解决

的原始问题。 
 制定监控和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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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生成最终报告( Produce final report ) 

 
任务 生成最终报告(Produce final report) 

项目的结束，项目领导和其小组撰写一份最终报告。依赖于部署计

划，这份报告可能仅对项目和其经历进行了概述，也可能是一份最终的

对数据挖掘结果全面展示的报告。 
 

输出 最终报告( Final report ) 
项目的结束，至少有一份最终报告来综合全部思路并标明全部取得

的结果。报告也描述整个过程，表明会带来哪种成本，说明与原始计划

的偏差，描述计划的执行并给出将来工作的建议。报告的实际细节内容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告的接受者（听众或观众）。 
 
活动  确定需要什么样的报告（幻灯片展示，管理总结，详细结论，模型解

释，等等）。 
 分析原始数据挖掘目标的实现好差情况？ 
 明确报告的目标群体。 
 列出报告的大致结构和目录。 
 挑选需要写入报告的结论。 
 撰写报告。 

 
 
   最终陈述(Final presentation) 

同最终报告一样，制作一份总结项目的最终陈述也常是必需的－如

提交给管理与支助者。陈述一般包括最终报告的一部分信息，但以不同

方式来组织。 
 
活动  确定最终陈述的目标部门（他们是否已经收到最终报告？）。 

 从最终报告中选择要写入最终陈述的条目。 
 
6．4 回顾项目( Review project ) 

 
任务 回顾项目(Review project) 

评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做了，什么需要改进。 
 

输出 经验文档( Experience documentation ) 
描述项目期间获得的重要经验。例如，缺陷、易误解的方法、在类

似情况中选择最佳数据挖掘技术的提示等都可以写入文档。在更理想的

项目中，经验文档也包括项目成员个人撰写的有关项目阶段和各自任务

的报告。 
 
活动  与参与项目的所有重要人员接触，询问项目期间获得的经验。 

 若商业运作中终端用户使用了数据挖掘结果，询问他们：满意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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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东西可以改善？还需要其它的支持吗？ 
 对反馈进行总结并写出经验文档。 
 分析整个过程（做得好的工作，犯的错误，获得的教训，等等）。 
 记录下详细的数据挖掘过程（使用模型的结果和经验怎么样反馈回来

的？）。 
 从细节中抽取出对将来项目有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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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RISP-DM 输出 

这个部分给出了目标的简单描述和大多数重要报告的内容。这里，我们关注

的报告是指用于与未参与本阶段的人（也可能未参与项目）交流结果。与参考模

型和用户指南描述的输出不一定要相同。那里输出的目的主要是做项目的过程当

中记录结果。 

1  商业理解 

商业理解阶段的结果能总结成一份报告。我们认为可以包括以下部分： 
 
背景(Background) 
背景提供有关项目环境的一个基本概述。其中列出项目运行在什么领域，已

经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数据挖掘看似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法。 
 
商业目标和成功标准(Business objectives and success criteria) 
商业目标描述项目以商业术语表达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每个目标，商业成功

标准，例如，衡量项目成功地实现目标的度量应该明确给出。本部分同时也列出

考虑过但被放弃的目标，选择目标的基本原则也要说明。 
 
资源目录(Inventory of resources) 
资源目录旨在确定完成项目期间有用的人员、数据源、技术工具和其他资源。 
 
需求、假设和约束(Requirements，assumptions and constraints) 
这个输出列出了有关项目如何执行的一般性要求，项目结果的类型，对问题

性质所做的假设以及使用的数据与项目上的约束。 
 
风险和或有费用(Risks and contingencies) 
这个输出标明了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描述了其后果，阐述了为最小化影

响应该采取的行动。 
 
术语(Terminology) 

 术语使得不熟悉项目中问题的人们慢慢变得熟悉。 
 

成本和收益(Costs and benefits) 
    描述项目成本和项目成功后预期的商业利益（例如，投资回报率）。其它一

些切实收益（例如，客户满意度）也该特别关注。 
 

数据挖掘目标和成功标准(Data mining goals and success criteria) 
    数据挖掘目标说明了实现商业目标的项目结果。同时，列出可能的数据挖掘

方法；对结果成功的评判标准也用数据挖掘术语列出来。 
 

项目计划(Project plan) 
这里列出完成项目的各阶段，包括周期、需要的资源、输入、输出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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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能需要大量重复的数据挖掘过程也要明确描述，例如建模和评估阶段的重

复。 
 
工具和技术的初步评估(Initial assessment of tools and techniques) 
这个部分给出可能使用哪些工具技术与怎样使用两方面的初步意见。它描述

对工具技术的要求，列出可用工具技术并与要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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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数据理解阶段的结果通常被记录在好几个报告中。理想情况是，在执行各任

务期间撰写这些报告。这组报告描述数据理解阶段被探索的数据集。对于最终报

告而言，对这些最相关报告的一个总结就够了。 
 
原始数据收集报告(Initial data collection report) 
这个报告描述在资源目录中确定的不同数据源是怎样获取和抽取的。 
 
包括的主题： 
 数据背景。 
 包含大量所需数据的数据源列表。 
 获取或抽取每个数据源的方法。 
 获取或抽取遇到的问题。 

 
数据描述报告(Data description report) 
每个获得的数据集都被描述。 
 
包括的主题： 
 细致描述每个数据源。 
 表（可能只有一个）或其它数据库对象的列表。 
 每个字段包括单位、编码等信息的描述。 

 
数据探索报告(Data exploration report) 
描述对数据的探索及其结果。 
 
包括的主题： 
 包括数据探索大量目标的背景信息 
对于每个要探索的方面： 

 期望的规律或模式。 
 甄别方法。 
 找到的、意料之中及意料之外的规律性或模式。 
 任何其它意外表现。 
 对数据转换，数据清洗和其它预处理的结论。 
 归纳有关数据挖掘目标或商业目标。 
 全部结论的小结概括。 

 
数据质量报告(Data quality report) 
该报告描述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包括的主题： 
 对数据质量所作的一些预料的背景信息 
对每个数据集： 

 用于评价数据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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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评价的结果。 
 数据质量结论的小结。 

 
 

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数据准备阶段的这组报告集中于产生挖掘数据的预处理步骤。 
 
数据集描述报告(Dataset description report) 
它提供对于数据集（预处理后的）和产生过程的描述。 
 
包括的主题： 
 包括预处理目标和计划的背景信息 
 数据集包含/排除的基本原则。 
对每个包括的数据集： 

 描述预处理，包括为解决数据质量问题而必需采取的行动。 
 详细描述合成的数据集，表对表和字段对字段。 
 包含/排除属性的基本原则。 
 预处理期间的发现和后面工作的提示。 
 小结结论。 

 
 

4  建模(Modeling) 

建模阶段产生的输出可组合在一个报告中，我们认为可以包括以下部分： 
 
建模假设(Modeling assumptions) 
这部分明确地给出对数据的假设和隐含在所用建模技术中的假设。 
 
测试设计(Test design) 
这个部分描述模型如何建立、测试和评估的。 
 
包括的主题： 
 背景－所用建模及其与数据挖掘目标关系的概要。 
对每个包括的数据集： 

 模型类型和所用训练数据的主要描述。 
 解释模型如何被测试或评价。 
 描述测试所需的数据。 
 产生测试数据的计划。 
 描述计划由领域或数据专家进行的模型检查。 
 小结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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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描述(Model description) 
这个报告描述要交付的模型并概述产生它们的过程。 
 
包括的主题： 
 概述产生的模型。 
对每个模型： 

 模型类型及与数据挖掘目标的关系。 
 用于产生模型的参数设置。 
 模型和其它特殊性质的详细描述。 

例如： 
 对于基于规则的模型，列出产生的全部规则及每个 

                规则的评价或整个模型的准确度与覆盖率。 
 对于隐含模型，列出关于模型的技术信息（如神经 

                网络拓扑结构）和模型过程产生的行为描述（如准 
                确度或敏感度）。 

 描述模型的表现和解释。 
 给出数据中有关模式的结论（若有的话）；有时模型不需独立 

      的评价过程就会揭示出数据的重要事实（例，输出或结论复制 
      于某个输入）。 
 小结结论。 

 
 
模型评估(Model assessment) 
这个部分描述依据测试设计对模型测试的结果。 
 
包括的主题： 
 概述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包括与测试计划有偏差的结果。 
对每个模型： 

 详细评价模型包括度量如准确度和行为解释。 
 领域或数据专家给出的评论。 
 模型评价的总结。 
 考察为何某一建模技术和某些参数设置导致了好/差的结果。 
 小结整个模型集合的评价。 

 
 

5  评价(Evaluation) 

根据商业成功标准评价数据挖掘结果(Assessment of data mining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business success criteria) 
这个报告把数据挖掘结果与商业目标和商业成功标准进行比较。 
 
包括的主题： 
 重审商业目标和商业成功标准（它可能在这期间随着数据挖掘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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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 
对每个成功标准： 

 详细比较成功标准和数据挖掘结果。 
 对成功标准的实现程度和数据挖掘过程的合适性给出结论。 

 重审项目的成功之处；项目是否已经实现了最初的商业目标？ 
 会在项目后面或新项目中提出新的商业目标吗？ 
 对将来的数据挖掘项目给出一些结论。 

 
过程的重审(Review of process) 

这个部分评价项目的效率和识别出可能被忽视的因素，它们应该在项目 
重复时被考虑到。 

 
可能活动列表(List of possible actions) 
这个部分对项目的下一步工作给出一些建议。 
 
 

6  部署(Deployment) 

规划部署(Plan deployment) 
这个部分详细说明数据挖掘结果的部署。 
 
包括的主题： 
 概述可部署的结果（来自下一步骤的报告）。 
 部署计划的描述。 

 
监控和维护计划(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plan ) 
它详细说明被部署的结果如何维护。 

 
包括的主题： 
 总结结果部署并指出将来需要更新的结果（以及原因）。 
对每个被部署的结果： 

 描述如何触发更新（正常更新，事件触发，性能监控）。 
 描述如何执行更新。 

 总结结果更新过程。 
 
最终报告( Final report ) 
最终报告常用于总结项目和结果。 

 
内容： 
 商业理解总结：背景，目标和成功标准。 
 数据挖掘过程总结。 
 数据挖掘结果总结。 
 结果评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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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和维护计划总结。 
 成本收益分析。 
 商业性结论。  
 对未来数据挖掘的结论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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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联性总结(Summary of dependencies) 

下表总结了可交付的主要输入。但并不是指只有列出的项才可以考虑作为输

入－例如，商业目标就是很普遍的可交付输入。同时，这些可交付输入要解决它

们的输入产生的具体问题。 
 

阶段 可交付内容 参考引用 相关联于 
背景   
商业目标 背景 术语 
商业成功标准 商业目标  
资源目录   
需求、假设和约束 商业目标  
风险与或有费用 商业目标；商业成功标准  
术语 背景 商业目标 
成本与收益 商业目标 项目计划 
数据挖掘目标 商业目标；需求、假设和约束  
数据挖掘成功标准 商业成功标准；需求、假设和约束；数

据挖掘目标 
 

商业理解 

项目计划 商业目标；资源目录；需求、假设和约

束；风险与或有费用 
成本与收益 

原始数据收集报告 商业目标；资源目录；数据挖掘目标  
数据描述报告 商业目标；原始数据收集报告 数据质量报告 
数据质量报告 商业目标；原始数据收集报告 数据描述报告 

数据理解 

探索分析报告 商业目标；数据描述报告；数据质量报

告 
 

数据准备 数据集与数据集描

述 
商业目标；数据挖掘目标；数据描述报

告；数据质量报告；探索分析报告 
 

测试设计 数据挖掘目标；数据挖掘成功标准  
模型 数据挖掘目标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数据挖掘目标 模型 
模型描述 模型；参数设置；测试设计  

建模 

评估 数据挖掘成功标准；测试设计；模型  
关于商业成功标准

的评价 
商业成功标准；术语  

过程重审 商业目标；关于商业成功标准的评价  

评估 

下一步 项目计划；关于商业成功标准的评价  
部署计划 商业目标；需求、假设和约束 维护计划 
维护计划 商业目标；需求、假设和约束 部署计划 
最终报告与陈述 商业目标；术语；关于商业成功标准的

评价 
 

部署 

经验文档 项目计划；过程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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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附录 

1  词汇/术语表(Glossary/terminology) 

活动(Activity) 
用户指南中任务的一部分，描述了完成一个任务的行动。 

CRISP-DM 方法论(CRISP-DM methodology) 
CRISP-DM 中定义与设计的全部概念的一个总体描述术语。 

数据挖掘环境(Data mining context) 
约束限制和条件假设的集合，如问题类型，技术或工具，应用领域。 

数据挖掘问题类型(Data mining problem type) 
典型数据挖掘问题的类别，如数据描述与概述，聚类，概念描述，分类，预

测，关联分析。 

泛化(Generic) 
    一个所有数据挖掘项目都可能要有的任务，尽可能全面：例如覆盖整个数据

挖掘过程、所有可能数据挖掘应用、稳定性比如对将来开发和新建模技术也尽可

能是有效的。 

模型(Model) 
能应用于一个数据集并预测目标属性，可执行。 

输出(Output) 
完成一个任务后得到的实际结果。 

阶段(Phase) 
一个过程模型的高级抽象术语，由一些相关任务构成。 

过程实例(Process instance) 
使用过程模型术语描述的一个具体项目。 

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定义了数据挖掘项目的组织结构并对它们的执行提供指导，包括了参考模型

和用户指南。 

参考模型(Reference model) 
把数据挖掘项目分解成阶段、任务和输出。 

特殊化(Specialized) 
在具体数据挖掘环境中把假设具体化的任务。 

任务(Task) 
阶段的一部分，产生若干输出的一系列活动。 

用户指南(User guide) 
对如何完成数据挖掘项目的详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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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挖掘问题类型(Data mining problem types) 

通常，数据挖掘项目包含一组不同的问题类型，它们合在一起共同解决商业

问题。 
 
 
2．1 数据描述和总结( Data description and summarization) 

  数据描述和总结目标是用个体和汇总形式精炼描述数据的特征。它为用户

提供了有关数据结构的总视图。有时，数据描述和总结也作为数据挖掘项目的一

个目标。例如，零售商也许对按目录分类的商品营业额感兴趣。与以前同期的变

化和差异应该被特别关注与总结。这种类型的问题处于数据挖掘问题等级的低

端。 
 

然而，几乎所有数据挖掘项目中，数据描述和总结都是过程的一个子目标，

它一般出现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在数据挖掘过程的开始，用户通常既不知道分析

的精确目标也不知道数据的确切性质。最初的数据探索分析有助于理解数据性质

和发现隐含信息的可能假设。简单描述性统计和可视化技术提供了数据的第一印

象。例如，客户年龄和居住地的分布给出了客户属于哪个类别的信息，这正是制

定进一步市场策略所需要的。 
 
数据描述和总结也常常与其它数据挖掘问题类型组合在一起出现。例如，数

据描述引入数据中值得关注的聚类假设。一旦聚类被识别和定义好，对这个聚类

的描述和总结就有用了。明智的做法是在解决其它数据挖掘问题类型之前进行数

据描述和总结。这一点反映在本文档中把数据描述和总结作为数据理解阶段的任

务。 
 
总结在表示最终结果中也其重要作用。其它数据挖掘问题类型的结果（例如，

概念描述和预测模型）可能被考虑到数据的总结中，但处于一个更高的概念层次。 
 
很多报告系统，统计包，OLAP 和 EIS 相同都能涉及到数据描述和总结但通

常不能提供任何方法以执行更高级的建模。如果数据挖掘和总结被考虑作为一个

独立问题类型，并且没有要求更多建模，那么这些工具也适合于完成数据挖掘项

目合同。 
 

 
2．2 细分( Segmentation ) 

  数据挖掘问题类型细分的目标是把数据分割为有意义且值得关注的子集或

类。一个子集内的所有成员表现相同特征。例如，在购物篮分析中，可以依据货

篮所装商品定义货篮划分。 
 

细分可以手工或（半）自动地完成。分析师根据基于先验知识或数据描述

和总结的结果对商业问题提出某些分组的设想。然而，也有自动聚类技术能发现

待细分数据中还未被引起注意的和隐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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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数据挖掘问题类型，那么细分的发现就成为数据挖

掘的主要目的。例如，具有比平均年龄和收入更优先的邮政编码地址可以选用于

家庭看护保险的邮递广告。 
 
然而，通常，细分一般是解决其它问题类型的一个必需步骤。因此，其目的

就成为保持（译注：控制）可管理数据的规模或找到容易分析的同质数据子集。一

般大数据集中各种影响相互交迭使得有趣的模式含糊不清。这样合适的细分就使

该任务变得容易。例如，在百万条货篮记录中分析关联性就很困难。在值得关注

的购物篮聚类中，例如高价值货篮、有便宜商品的货篮或特殊时间内的货篮中识

别关联就容易得多（一般也更有意义）。 
 
注意：一些文献中常有一个混淆表述，细分有时被称为聚类或分类。因为有

些人把分类认为是类别的建立，而另一些人则意指模型的建立是为了分类未知实

例，所以就含糊了。本文档中，尽管分类技术也可用于细分发现的描述，我们还

是把分类术语限制为后一种意思（见下）并使用细分来表示前一种意思。 
 
适合的技术： 
 聚类技术。 
 神经网络。 
 可视化。 

 
例子： 

一个汽车公司常规地收集了一些客户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收入、年龄、性

别、职业等的信息。使用聚类分析，公司把客户分成容易理解的子组并分析

每组的结构特征。对每组采用不同的具体营销策略。 
 

 
2．3 概念描述( Concept descriptions ) 

概念描述目标是对概念或类别的可理解描述。这个目标不是建立一个高准确

度的预测模型，而是获得一个概观。例如，公司希望了解忠诚和不忠诚的客户。

从这些概念（忠诚和不忠诚客户）的描述中，公司就可推断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保

持忠诚的客户或把不忠诚客户转换为忠诚客户。 
 
概念描述与细分和分类联系紧密。在无任何知晓情况下，细分可得到并枚举

出对象属于某个概念或类。一般在概念描述之前要执行一个细分操作。某些技术

如概念聚类技术，还同时执行细分和概念描述。 
 
概念描述也用于分类目的。此外，某种分类技术产生可理解的分类模型，也

可作为一种概念描述。主要区别在于：分类某种意义上以全面性为目标。分类模

型需在被选集合中全部实例上应用。然而，概念描述则不需全面性，只要描述了

概念或类的重要部分就够了。前面的那个例子，获得那些明显忠诚客户的概念描

述也许就可以了。 
 

适合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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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归纳方法。 
 概念聚类。 

 
例子： 

使用有关购买新汽车用的户数据和规则归纳技术，汽车公司能生成一些

描述忠诚和不忠诚的客户规则。以下是一些产生式规则： 
 
If SEX=male 且 AGE>51                 then CUSTOMER=loyal 
If SEX=female 且 AGE>21               then CUSTOMER=loyal 
If PROFESSION=manager 且 AGE<51     then CUSTOMER=disloyal 
If FAMILY STATUS=bachelor 且 AGE<51   then CUSTOMER=disloyal 
 

 
2．4 分类( Classification ) 

分类假设有一组对象集合，由某些属性或特征标识，每个对象属于不同的类。

类标签是离散（符号）值并且对某个对象而言是确定的。目标是建立分类模型（有

时称为分类器）来为未知和未加标签的对象分配类标签。分类模型也经常用于预

测模型。类标签可以预先给定，例如由用户定义或从其它细分中获得。 
 
分类是最重要的数据挖掘问题类型之一，常广泛出现在各种应用领域。很多

数据挖掘问题都可以转换为分类问题。例如，信用卡积分以评估新客户的信用风

险，这可转换成一个分类问题：信用好的客户和信用差的用户两个类。一个分类

模型可以从现有顾客数据及其信用行为中建立。这个分类模型也可用于分类新的

潜在客户是信用好还是差，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他。 
 
分类问题也几乎与所有其它问题类型相联系。因为分箱（binning）技术可以

用于转换连续值域为离散间隔区间，故通过分箱连续类标签，预测问题就可转换

成分类问题。这些离散间隔区间就被作为类标签而不是使用精确的数值值了，因

此变成了一个分类问题。有些分类技术也产生可理解的类或概念描述。因为分类

模型一般揭示和阐明属性间的关联，所以分类也与关联分析有关。 
 
只要建立了好的分类模型，细分就能提供类标签或限制数据集。 
 
在分类模型建立之前，偏差分析是有用的。偏差和独立点会隐藏好的分类模

型的模式。另一方面，分类模型也用于识别偏差和数据中的其它问题。 
 
适合的技术： 
 差别分析。 
 规则归纳方法。 
 决策树学习。 
 神经网络。 
 K 近邻。 
 基于实例的推理。 
 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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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银行一般有信用卡持有人的支付行为信息。把这些金融信息与客户的其

它信息如性别、年龄、收入等组合在一起，就有可能设计一个系统来分类新

客户为好或差，（例如，可接受客户的信用风险为低或高）。 
 
 
2．5 预测( Prediction ) 

另一种广泛应用的重要问题类型是预测。预测很类似于分类。唯一的不同就

是在预测中目标属性（类）不是定性的离散属性，而是连续的属性。预测目标是

确定新对象的目标属性数值值。这个问题类型有时称为回归。如果预测处理的是

时间序列数据，有时也成为预报。 
 
适合的技术： 
 回归分析。 
 回归树。 
 神经网络。 
 K 近邻。 
 博克斯－詹金斯（Box-Jenkins）方法。 
 遗传算法。 

 
例子： 

一个国际公司的年收入与其它属性如广告、兑换率、通货膨胀率等相关。

有了这些值（或值的可靠估计），公司就能预测下一年的期望收入。 
 
 
2．6 依赖性分析( Dependency analysis ) 

依赖性分析包含建立描述数据项目或事件之间有意义的关联的模型。在给定

其它数据项目信息情况下，依赖性可用于预测数据项目的值。尽管依赖性可用于

预测建模，但它们大多用于理解。依赖性可能是确定的也可能是概率意义上的。 
 
关联是一种特殊的依赖性，最近已经广为人知了。关联描述了数据项目之间

的密切关系（例如，频繁一块出现的数据项目或事件）。一个应用关联的典型场

合是购物篮分析。如“在 30％的购买中，啤酒和花生在一起被买”的规则就是

典型关联例子。 
 
探查关联的算法很快速并能产生很多关联。选择最令人兴趣的一个也是难

题。 
 
依赖性分析与预测和分类联系密切，其中依赖性分析隐式用于预测模型的表

达。与概念描述也有联系，通常突出依赖性。 
 

实际应用中，依赖性分析常与细分同时进行。对大数据集，依赖性很少是明

显的，因为很多影响因素相互交迭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在数据同质细分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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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依赖性分析就比较可取。 
 
序列模式是一种考虑了事件顺序的特殊依赖性。在购物篮情况中，关联描述

了某个特定时间的依赖。而序列模式描述的是某个顾客或顾客群体随时间变化的

购物模式。 
 
适合的技术：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关联规则。 
 贝叶斯网络。 
 归纳逻辑规划。 
 可视化技术。 

 
例子 1： 

使用回归分析，一位商业分析师能发现在某产品的总销售额与其价格和

广告总费用之间有显著关联。这样，分析师一旦发现知识，就能通过改变价

格和/或相应广告支出来达到想要的销售水平。 
 

例子 2： 
对有关汽车零配件的数据使用关联规则算法，汽车公司能发现：在全部

记录情况中，有 95%表现为如果订购了一个无线电装置，那么一个自动变速

箱也会被订购。基于这个依赖性，汽车公司就可确定提供这些配件的组合来

减少成本。 
 
 
 
 
 
 
 
 
 
 
 
 
 
 
 
 
 
 
 
 



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过程－1.0 版本 （CRISP－DM 1.0） 

 71

   
    通过 SPSS 公司提供的分析方案以发现客户想要什么和要做什么，使商业组

织能构建更有利可图的客户关系。SPSS 公司提供了客户关系管理和商业智能交

叉分析解决方案。SPSS 分析解决方案整合和分析市场、客户和可操作的数据，

并且在重要的垂直世界市场中提供结果：电信、医疗、银行、金融、保险、制造、

零售、客户包装货物、市场研究和公共领域。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pss.com 
 
 

   获得更多信息，可访问最近的 SPSS 代理处或访问网站 www.spss.com 
 
 
SPSS Inc.    +1.312.651.3000 

Toll-free    +1.800.543.2185 

SPSS Argentina  +5411.4814.5030 

SPSS Asia Pacific  +65.245.9110 

SPSS Australasia  +61.2.9954.5660 

Toll-free    +1.800.024.836 

SPSS Belgium   +32.16.317070 

SPSS Benelux   +31.183.651.777 

SPSS Brasil   +55.11.5505.3644 

SPSS Czech Republic +420.2.24813839 

SPSS Danmark   +45.45.46.02.00 

SPSS East Africa  +254.2.577.262 

SPSS Federal Systems (U.S.) +1.703.527.6777 

Toll-free    +1.800.860.5762 

SPSS Finland   +358.9.4355.920 

SPSS France   +01.55.35.27.00 

SPSS Germany   +49.89.4890740 

SPSS Hellas   +30.1.72.51.925 

SPSS Hispanoportuguesa  +34.91.447.37.00 

SPSS Hong Kong   +852.2.811.9662 

SPSS Ireland   +353.1.415.0234 

SPSS Israel   +972.9.9526700 

SPSS Italia   +39.051.252573 

SPSS Japan   +81.3.5466.5511 

SPSS Korea   +82.2.3446.7651 

SPSS Latin America   +1.312.651.3539 

SPSS Malaysia   +603.7873.6477 

SPSS Mexico   +52.5.682.87.68 

SPSS Miami   +1.305.627.5700 

SPSS Norway   +47.22.40.20.60 

SPSS Polska   +48.12.6369680 

SPSS Russia   +7.095.125.0069 

SPSS Schweiz   +41.1.266.90.30 

SPSS Singapore   +65.324.5150 

SPSS South Africa   +27.11.807.3189 

SPSS South Asia   +91.80.2088069 

SPSS Sweden   +46.8.506.105.50 

SPSS Taiwan   +886.2.25771100 

SPSS Thailand   +66.2.260.7070 

SPSS UK    +44.1483.719200 

 
SPSS 是一注册商标并且其它 SPSS 产品也是 SPSS 公司的冠名商标。其它商标属于各自

拥有者。 
印自美国© 版权 2000 SPSS 公司 CRISPWP-0800 
 

  


	 I 概述
	1  CRISP-DM方法学
	1．1 层次分解(Hierarchical breakdown)
	1．2 参考模型与用户指南（Reference model and User guide）

	2  一般模型到具体模型的映射
	2.1  数据挖掘环境（Data mining context）
	2．2 环境映射(Mappings with contexts)
	2．3 如何映射?(How to map?)

	3  本文档组织的描述
	3．1 内容
	3．2 目的


	II CRISP-DM参考模型
	1  商业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
	1．1 确定商业目标( 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
	1．2 评析环境( Assess situation )
	1．3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 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
	1．4 制定项目计划( Produce project plan )

	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2．1 收集原始数据( Collect initial data )
	2．2 描述数据( Describe data )
	2．3 探索数据( Explore data )
	2．4 检验数据质量( Verify data quality )

	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3．1 选择数据( Select data )
	3．2 清洗数据( Clean data )
	3．3 构造数据( Construct data )
	3．4 整合数据( Integrate data )
	3．5 格式化数据( Format data )

	4  建模(Modeling)
	4．1 选择建模技术( 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
	4．2 生成测试设计( Generate Test design )
	4．3 建立模型( Build model )
	4．4 评估模型( Assess model )

	5  评价(Evaluation)
	5．1 评价结果( Evaluate results )
	5．2 重审过程( Review process )
	5．3 确定下一步 ( Determine next steps )

	6  部署(Deployment)
	6．1 规划部署( Plan deployment )
	6．2 规划监控和维护( 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
	6．3 生成最终报告( Produce final report )
	6．4 回顾项目( Review project )


	III CRISP-DM用户指南
	1  商业理解
	1．1 确定商业目标( Determine business objectives )
	1．2 评析环境( Assess situation )
	1．3 确定数据挖掘目标( Determine data mining goals )
	1．4 制定项目计划( Produce project plan )

	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2．1 收集原始数据( Collect initial data )
	2．2 描述数据( Describe data )
	2．3 探索数据( Explore data )
	2．4 检验数据质量( Verify data quality )

	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3．1 选择数据( Select data )
	3．2 清洗数据( Clean data )
	3．3 构造数据( Construct data )
	3．4 整合数据( Integrate data )
	3．5 格式化数据( Format data )

	4  建模(Modeling)
	4．1 选择建模技术( Select modeling technique )
	4．2 生成测试设计( Generate Test design )
	4．3 建立模型( Build model )
	4．4 评估模型( Assess model )

	5  评价(Evaluation)
	5．1 评价结果( Evaluate results )
	5．2 重审过程( Review process )
	5．3 确定下一步 ( Determine next steps )

	6  部署(Deployment)
	6．1 规划部署( Plan deployment )
	6．2 规划监控和维护( Pla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
	6．3 生成最终报告( Produce final report )
	6．4 回顾项目( Review project )


	VI CRISP-DM输出
	1  商业理解
	2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3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
	4  建模(Modeling)
	5  评价(Evaluation)
	6  部署(Deployment)
	7  关联性总结(Summary of dependencies)

	V 附录
	1  词汇/术语表(Glossary/terminology)
	2  数据挖掘问题类型(Data mining problem types)
	2．1 数据描述和总结( Data description and summarization)
	2．2 细分( Segmentation )
	2．3 概念描述( Concept descriptions )
	If SEX=male 且 AGE>51                 then CUSTOMER=loyal

	2．4 分类( Classification )
	2．5 预测( Prediction )
	2．6 依赖性分析( Dependency analys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