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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bas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ata has shown 

explosive growth. However, in the face of huge amounts of data, people are often confused and unable to 

discover the hidden knowledge and rules of the data, resulting in a waste of resourc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RapidMiner tool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supermarket, analyze the products, and give examples of modeling 

and marketing suggestions, which has strong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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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信息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然而面对海量的数据，人们往往无所

适从，无法发现数据隐藏的知识与规则，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本文运用 RapidMiner 工具，分析了超

市的数据，对产品进行关联分析，并给出建模和营销建议的实例，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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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挖掘（Data Mining），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

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1]，顾名思义就

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在最近几年里已

被数据库界所广泛研究，其中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s）的挖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数据挖掘随着计算机

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每年都要积累大量的数据,运用数据

挖掘技术，在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可以找出金子来[2]。本

文基于商家收集到顾客购买情况的数据，使用

RapidMiner 工具，来分析客户的购买行为及购买模式，

挖掘客户购买产品的关联数据。本文的研究不仅验证了

相关模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也是对关联分析理论在超

市数据中应用的一种重要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3]。 

 

 

2. RapidMiner 简介及为什么选择

RapidMiner？ 

2.1 RapidMiner 简介 

Rapidminer 是世界领先的数据挖掘解决方案和完

善的商业分析平台，是进行数据挖掘、文本挖掘和预测

分析的强大工具。它提供大量各种各样的描述性技术和

预测性技术，能简化数据挖掘过程的设计和评价，能从

数据中能洞察商机，帮助做出盈利的决策。 

2.2 为什么选择 RapidMiner 

RapidMiner 不需要软件许可证费用，是中小型企业

买得起的灵活的服务支持选项。另外，RapidMiner 还拥

有最快的开发过程（即使针对非常复杂的数据挖掘流程）

和操作可靠性的保证，被广泛认为是市场上最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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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灵活的数据挖掘解决方案。 

RapidMiner 还有五方面的优势，优势一：有条理合

逻辑的图形用户界面。RapidMiner 为分析进程的设计提

供了一个强大而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跟传统的 ETL

（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工具相比，RapidMiner 采用

了更前卫的方式：每个转换部件、每个可视化部件、每

个分析部件、每个预测部件，甚至报表中的每个显示部

件都可以集成到一个进程中。这意味着所有任务都可以

在一个工具中实现。更大的好处是部件之间可以互相交

互，能够通过几次鼠标的点击集成到一起。即使对于复

杂的元素间很多交互的商业流程，我们都可以借助

RapidMiner 简单地创建它而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 优

势二：前所未有的分析方便性和用户支持。依赖于元数

据的管理和进程设计的智能分析，RapidMiner 紧密关注

数据分析员的工作，并提供实时的帮助；优势三：无与

伦比的分析技术的集成套装。RapidMiner 提供超过 1500

种关于数据集成、数据转换、分析、建模和可视化的方

法。市场上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提供如此多的方法来定义

最优的分析进程。尤其是在属性选择和异常检测方面，

市场上其他产品都不能提供 RapidMiner 提供的大部分

方法；优势四：兼容主流标准。RapidMiner 支持多个标

准，包括 PMML（预测模型标记语言），其允许

RapidMiner 与其他系统交换预测模型。优势五：丰富的

扩展支持。Rapid-I 和第三方提供了大量的 RapidMiner

扩展包。它们都在 Rapid-I 市集公开发布。该市集是开

源扩展和第三方私有扩展的发布平台。 

3. 基于 RapidMiner实现超市商品购买关联

分析 

3.1 商业理解 

本文通过某超市在营业中收银机保存的顾客购买

记录，来分析顾客购买的商品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为超

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本文用 RapidMiner

工具制作了一个关联规则挖掘在零售业中的具体应用

模型，这个模型主要引入了关联规则所获利润的概念讨

论超市商品捆绑销售策略[4]。 

3.2 数据理解 

本文的数据是某超市在某段时间，1000 位顾客的购

买清单。每位顾客都购买了 7 样产品，共 7000 条数据。 

 

表 1 顾客购买清单 

3.3 数据准备 

每一行中：记录该顾客购买各个商品的情况。  

3.4建立模型与模型评估 

首先由 Read Excel 读入超市客户购买清单 Excel 表，

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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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第四步的 CUSTOMER 中的类型应改为 polynominal。 

 

其次，引入 Nominal to Binominal with Aggregation 1）

将 attribute to be converted 设成“PRODUCT” 2) 勾选

“use underscore in name” 3) 点击 attributes for making 

groups 添加 “CUSTOMER” ，因此，把 Excel 中的

PRODUCT 转成购买标志。操作流程如下。 

 

 

 
 

再次，引入部件 set role，  1) 将 name 设成

“CUSTOMER”；2) 从 target role 设成“id”；该部件将

CUSTOMER 转变成非常规属性，不参与后续关联分析

过程，注意参与关联分析的属性都是常规属性。 

 

 
 

另外，引入部件 Apriori (Flat Data)，1) 勾选 find min 

number of itemsets；2) 将 min support 设成 0.95。操作

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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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产生关联规则，引入部件 Create 

Association Rules， 1) 从 criterion 中选择 confidence；

2) 将 min confidence 设成 0.8，该部件产生关联规则 (置

信度阈值为 80%)。图如下。 

 

 
 

运行：把各个部件联系起来，并按运行键，就出现

了运行结果。 

结果产生了四条关联规则： 

 

 
 

结果说明： 

以 NO4 为例，对于已经买了饼干和汽水的顾客来

说，他们就很有可能购买喜力啤酒。因为从分析结果来

看，购买了饼干和汽水的顾客当中，有 93.2%(Confidence)

的顾客也同时购买了喜力啤酒；同时购买了饼干、汽水

和喜力啤酒这三种商品的顾客占比为 23.4% (Support)。

那么，采用该规则向客户推荐喜力啤酒比随机推荐喜力

啤酒会提升效果 1.555 倍 (Lift)。 

3.5 模型应用 

（1）产生推荐规则并保存 

由上，已经得出了推荐规则（即关联规则），下面

只要引进一个 Write 部件，就可以把推荐规则保存下来。

Write 将 object file 设成“超市关联规则”文件名，并保存

关联规则集合到文件中。图如下。 

 

 
 

（2）对关联性强的商品做商品推荐 

首先，引入 Read Excel、 Nominal to Binominal with 

Aggregation 和 Set role 部件，步骤同上。 

其次，引入 Read，1）将 object file 设成“超市关联

规则”文件名;2）从 io object 中选择 Association Rules;

读取已经保存的关联规则集合。 

 

 
 

另外，引入 Apply Association Rules 部件，从

confidence aggregation method 中选择 binary，根据购买

明细数据集应用关联规则集合，进行商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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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引入部件 Rename by Replacing，  1) 从

attribute filter type 中选择 all；2) 勾选 include special 

attributes ； 3) 将 replace what 设 成 正 则 表 达 式

“confidence\(PRODUCT_(.+)\)”；4) 将 replace by 设成

“ 推 荐 $1” 。 该 部 件 将 形 式 为

“confidence(PRODUCT_XXX)” 的属性名改成 “ 推荐

XXX”，这样便于理解。 

 

 
 
（3）运行结果分析 

 

 
 

以 ROW NO.16 和 17 为例，向顾客推荐 heineken 产

品都显示为 1，即可向这两个顾客推荐 heineken 产品。从

实际数据来看，顾客 16 是没有购买 heineken，而顾客 17

实际上是有买产品 heineken 的。因此，关联分析，就可

以给顾客推荐顾客潜在想购买的商品。 

注意，推荐 cracker 和推荐 heineken 全为 1 的客户，

不推荐任何商品，因为该在实际情况下，两样产品都购

买了。 

4. 总结超市如何运用数据结果 

基于顾客的购买清单，使用 RapidMiner 工具，我们

做出了关联分析，并给出以下三点的建议。首先，超市

可以把相关性强的商品，布置在相近的地方，达到优化

商品布局的目的。其次，对于关联性强的商品，可以进

行捆绑销售并对于捆绑的商品给与一定的优惠，从而设

计促销方案。最后，在顾客进行购物的时候，销售人员

还可以给与顾客感兴趣的产品做快速商品推荐。通过吸

引更多的顾客，提高顾客的光顾次数，并且提高每个顾

客的单次的消费金额，超市才得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总额

[4]。因此本文提出的超市商品捆绑销售模型具有一定的

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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