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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由於資訊技術的進步，企業產生的資料

量也隨之快速成長，因此利用資料探勘技術在大量

的資料中找尋有意義的資訊成為了一項重要的議

題。資料探勘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關聯式法則，其中

以 Apriori 演算法為代表，但 Apriori 在探勘高頻

項目集合時會產生大量的候選項目集合並需要多

次掃描資料庫驗證高頻與否。因此本論文在多核心

處理器架構上提出 MultiCore-Apriori (MCA) 演算

法以加速勘探效率。再者 MCA 以每一階高頻項目

為單位做資料分配可以有效平衡資料負載。本論文

使用 OpenMP 函式庫實作 MCA 於多核處理器系

統，並使用 IBM synthetic data 驗證 MCA 的效

率。實驗結果中可以觀察到，雙核心的處理器最高

有 1.9 倍的效能，四核心最高有 3.8 倍的效能。 

 

1. 簡介 
1.1 資料探勘的技術 

資料探勘能夠對資料做分析、處理以找出隱

藏在大量資料中有價值的資訊。其中找尋資料中出

現頻率較高的樣式是資料探勘領域中重要的一個

研究議題。從現有的資料庫中找出所有的樣式可以

幫助我們分析以及建立資訊的模式。一般而言，資

料探勘是建立模式以模擬現實生活中的情況，只要

能建立模式且充分的運用，便能藉由模式描述或分

析潛藏在資料庫中有用的樣式特徵及關係，模式分

為下列六種：(1)資料分類(data classification)、(2)

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 [4, 5]、(3)資料分群(data 

clustering) [6] 、 (4) 因 果 (sequence) 、 (5) 迴 歸

(regression)、(6)時間序列(time series) 。 

1.2  Apriori 探勘技術 
在關聯法則的探勘中，Apriori [4]是最具代表

性的，Apriori 藉由產生候選項目集及重覆驗證來找

尋所有關聯式法則。然而在驗證候選項目是否為高

頻項目時，必需要藉由重覆的資料庫掃描才能夠驗

證高頻與否，於是當資料庫龐大時，該方法需要相

當長的計算時間。也由於 Apriori 的概念相當簡

潔，於是後續有許多學者提出的關聯式法則探勘演

算法以此為基礎發展。 

 

1.3  OpenMP 函式庫 
OpenMP [1, 3] 函式庫是針對多核處理器實作

所開發的套件，主是是利用多執行緒的技術將程式

中迴圈的部份平行化並分配給多個核心使用，使用 

OpenMP 函式庫能夠減少開發時間，函式庫會管理

執行緒之間執行的順序，並且內建相關語法供開發

時期除錯。同時 OpenMP 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可

以在 Unix、Mac OSX 及 Windows 系統編譯執行，

以提升程式的可攜性。 

 

1.4  多核心架構 
多核心處理器已是目前廣為採用的核心設

計，其架構屬於共享記憶體的分散式架構。多核心

處理器在記憶體存取模組是採取共用模式，不同核

心可以共同使用所有的記憶體區塊。處理器架構如

圖 1。 

 
圖 1 多核心處理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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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1 可知，當程式運作時需要存取大量記憶

體，由於多個核心共同存取記憶體會產生較高時間

延遲，反之若能夠在計算時減少存取記憶體次數，

則可以減少延遲時間，進而提升多核心之效能。處

理器要執行程式是以執行緒為單位，所執行的執行

緖是由作業系統指派，在多執行緒的系統架構中，

可以藉由作業系統指派相同程序的不同執行緒給

不同處理器核心計算以達到平行處理的機制。 

 

2. 相關技術探討 
2.1   多核心處理器的優勢 

由於處理器製程技術的限制以及低秏電設計

的趨勢，單核心處理器在近年來已逐漸減少，不斷

追求單核心高時脈已被多核心為主的架構取代。以

硬體技術而言，單顆核心的高時脈同時需要週邊硬

體設備效能的配合才能發揮其效能，但是多核心架

構靠著將處理效能分散給多顆處理晶片，得以降低

週邊硬體的需求。同時隨著奈米製程的出現，要在

同樣的面積裡放入更多的晶片也將是可以實踐的

技術，並且多核心架構能夠有效的減少電能消秏以

達到綠色計算時優勢，於是多核心架構是目前、也

是未來處理器的設計趨勢。 

平行運算在資訊的領域早已行之有年，包括了

叢集系統(Cluster)以及網格系統(Grid)，都是藉由一

台以上的電腦透過網路分配所欲計算的資料與程

式到不同處理器計算以達到平行處理的目的。然而

運用多核心的架構可以讓處理核心彼此藉由系統

匯流排傳遞資料。相對於網路可以有更高速的傳輸

速度，並且多核心的架構可以有效的節能省電，除

了可以增進執行效能，更可以減少運作成本。 

目前多核心處理器以雙核心為主流，在高階的

應用上有四核心以及八核心的處理器，這代表我們

不能再將一台電腦視為單一處理器的電腦，而是可

以同時進行許多計算的多台電腦。在硬體技術更新

的基礎上，勢必也須要軟體的支援才能發揮多處理

器的優勢，因此多處理器運算模式取代網路平行運

算模式也是目前主要的是研究方向，本文亦著重於

該方向而提出多核心資料探勘演算法。 

對於多核心計算而言，若是核心數量增加，則

相對的執行運算的時間將會降低，假設一次運算要

八台單核心電腦的平行運算，我們可以使用四台雙

核心的電腦、或是使用二台四核心的電腦做相同的

計算，而且多核心電腦可以減少網路位置佔用數

量，同時可以減少電腦之間執行時的通訊以及高效

能計算的目的，由於多核心處理器主要以共享記憶

體 (Share Memory) 為資源存取模式，資料在系統

匯流排 (System Bus) 之間做處理，於是資料存取效

能及記憶體配置也優於以網路作傳輸處理媒介。 

 

2.2  多執行緒技術 
程式在執行的時候，會在作業系統中產生一個

程序，多執行緒(Multi-threading)是由一個程序將部

分的內容複製而成，每一個執行緒(Thread)提供獨

立的服務，就如同網路伺服器可以同時服務許多的

用戶，每個用戶都可以獲得相同的服務項目，同時

在某些用戶中斷連線後，也不會影響到別的連線運

作，可以避免某些連線在發生錯誤時，終止整個程

式的運作。多執行緒的架構如圖 2。 

 
圖 2 多執行緒執行方式 

執行緒控制區塊包含了暫存器的值，優先順序

及相關的資訊。由於系統在執行時，會以分時技術

選擇要執行的執行緒，所以當程式使用多執行緒技

術可以有較大的機會將工作分散到不同的核心上

執行，增加程序執行的效能。 

 

3. MultiCore-Apriori 資料探勘技術 
3.1  Apriori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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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ori [4]，原理是由現有高頻集合中挑選兩兩一組

合併，產生新的候選高頻項目集後藉由掃描資料庫

進行支持度的驗證，符合高頻的項目將成為下一階

的高頻集合，反覆此流程，直到探勘出最後一階高

頻集合，其流程如下： 

(1)  設定門檻值(支持度) 

(2)  一階 (k 階) 高頻項目集合：一次資料庫掃

描，探勘出符合門檻值的項目集合。應用高頻項

目集合的所有子集合也是必是高頻集合的特

性，以兩兩組合方式產生二階 (k+1 階) 候選項

目集合。 

(3)  (k+1) 階高頻項目集合的驗證是掃描資料

庫後判斷 (k＋1)階的候選項目集合次數是否符

合門檻值成為高頻項目集合。再以驗證後的高頻

項目集合，產生下一階層的候選項目集合。 

(4)  反覆搜尋資料庫，判斷(3)所產生的候選項

目集合是否符合門檻值標準，直到不再產生新的

候選項目集合。 

(5)  藉由探勘所得到的高頻項目集合，推導關

聯法則並分析其有效性。 

以下為 Apriori 演算法的處理流程。 

假設一高頻集合含有項目分別為：A、B、C

和 D，在執行 Apriori 演算法時，流程如圖 3： 

 

圖 3 Apriori 處理資料方式 

由圖 3 可以觀察到，單核心在執行時要從第一

筆候選項目循序驗證，在經過逐步的執行之後，才

能夠得到下一層的資料表。 

 

3.2  MultiCore-Apriori 演算法 
本論文提出以多核心處理器為基礎的 Apriori 

演算法。MultiCore-Apriori 演算法 (MCA) 運用多

核心處理器之優勢加速 Apriori 演算法之執行。由 

Agrawal 等提出的 Apriori 演算法在執行時，在驗

證候選項目集是否為高頻的步驟花費了許多時

間，因此針對驗證候選項目的計算平行化可以有效

的提升效能。由於資料是連續的，所以可以將整個

資料的數量除以核心數以獲得每個處理核心要執

行的資料範圍，若是每個核心可以分配到的資料越

平均，程式執行的時間將可能越少。然而不適當的

平行化會使處理器核心的負載不平衡便無法高效

的提升效能。於是 MCA 在每一階候選項目產生時

重新分配探勘的項目到不同處理器核心以達到更

好的負載平衡。圖 4 為 MCA 演算法的處理流程。 

 
圖 4 MCA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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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支持度。 

(2) 由資料庫中搜尋符合 k 階高頻項目集合，

並將符合的資料平均分配給每個核心，每個核心

獨立對自己分配到的集合產生 k+1 階高頻候選

項目。 

(3) 將產生出來的高頻候選項目平均分配給每

個核心，由核心獨立對產生出的高頻候選項目做

驗證，留下符合下一階候選項目集合。 

(4) 重覆(2)、(3)步驟，直到沒有新的高頻集合

可以產生。 

(5) 得到所要的高頻項目集合並分析其有效

性。 

MCA 演算法的架構中，以層為單位做資料的

配置，由於同一層中的候選項目集計算量相似，故

以層為單位的資料分配可以更有效的達到負載平

衡、進而增進執行效能。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4.1 實驗環境 

本論文在  Linux 的環境上使用  C++ 以及 

OpenMP 函式庫實作 Apriori 以及 MCA 以驗證

演算法的效能。並且以 IBM 所設計的資料庫產生

器 IBM Synthetic data generator [7] 產生實驗數據。

本論文將對不同交易數量、支持度以及不同的平均

交易長度做比較並驗證 MCA 的效能表 1 本論文

的實驗平台軟硬體規格。表 2 為本實驗比較的資

料庫以及相關參數。 

表 1 實驗平台 

CPU AMD 9850 四核心處理器 

Memory 4GB 

OS Linux 2.6.24 

Compiler g++ 4.2.3 

OpenMP g++內建 4.2.3 

 

表 2 實驗項目與資料庫參數 
實驗項

目 
最大交易

長度 T 
平均長

度 I 
交易長

度 N 
物品數

量 D 
支持度 

交易數

量 
10 4 

50K 至

90K 
100K 0.001 

支持度 10 4 50K 100K 
0.001 至

0.0007 

平均交

易長度
12 2 至 8 6K 100K 0.001 

 

4.2 實驗項目 
資料探勘的結果會受到資料庫不同的內容而

改變，本文針對較常見的項目做程式效能的評鑑，

包含： 

(1) 交易數量變化 

(2) 支持度變化 

(3) 平均交易數量變化 

(4) 執行緒和核心數量之關聯 

交易數量對於資料庫的影響最直接，當交易數

量成長時，整體資料也將隨之增加，處理時間相對

需更久；而支持度的變化代表對於資料精確度要求

的改變，同時可能會改變資料量；平均交易數量意

指改變交易組合的分佈情況，有時造成某些區塊具

有大量符合高頻集合之情況發生；執行緒和核心數

量的關聯將是決定在程式參數設定時效能發揮的

參考數據。 

4.3 實驗數據 
(1) 交易數量變化 

圖 5 及圖 6 顯示不同交易筆數下（T10I4D100K，

支持度 0.001）、雙核心以及多核心處理器所需要的

計算時間以及加速比。圖 5 可觀察到雙核心以及

四核心可以有效的降低計算時間，尤其當資料量越

大時，所降低的時間差距也愈明顯。在資料量為 80K

的部分，圖 6 可看出加速比約略下降，主要原因是

每一階產生較少符合支持度的高頻集合，也由於較

少的高頻，所以較少的資料給多核心處理於是加速

比降低。在資料量為 90K 的部分，每一次產生的符

合支持度的高頻集合較之前多，產生下一階的高頻

集合的候選項目增加，於是有效能增加的趨勢，大

致上雙核心有 1.8 倍的加速比，四核心有 2.8 倍的

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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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資料量時執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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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交易數量不同時執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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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多核心加速比 

(2) 支持度變化  

圖 7 及圖 8 呈現不同支持度時所需要計算時間以

及加速比（T10I4N50KD100K，支持度 0.0007）。圖

7 可以觀察到當支持度降低時，相對會產生的高頻

集合候選符合條件的數量也隨之增加，故計算時間

亦會增加，單核心處理器花費的處理時間成長依然

快速，多核心處理器相較之下反而維持固定的比

率，沒有大幅成長的趨勢，由圖 8 可以發現雙核心

的加速比大約可以保持在 1.9 倍，四核心可以保持

在 2.8 倍的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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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支持度不同時之執行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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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多核心加速比 

 

(3) 平均長度變化 

平均交易長度決定了每一筆交易時物品數

量，也就是高頻數量的分佈密度，單筆交易之資料

量也隨之改變，平均交易長度越高，則相對於單筆

交易資料量也就會隨之而成長。圖 9 可觀察到不同

的交易長度下（T12N6KD100K，支持度 0.001），

雙核心處理器及四核心處理器依然可以減少計算

時間。在平均交易長度為 8 的部分，由於要檢查的

集合數目遽增所致，而在平均交易長度為 10 的部

分是由於要檢查的資料數量很少，故在檢查資料時

的時間相距不遠，無法發揮原有效能，圖 10 顯示

了多核心加速比也能夠維持在雙核心 1.7 倍及四核

心 3 倍以上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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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平均長度不同時之執行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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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多核心加速比 

(4) 執行緒和核心數量之關聯 

執行緒可以控制同使要使用的核心數量，但是

若執行緒的數量在不斷的變動時，是否也會有不同

的影響，在執行緒增加後，所帶來的改變為何，本

論文亦針對不同核心處理器與執行緒數量的關聯

做比較。 

在圖 11 中顯示，執行緒的數量和處理器核心

數量其效能之間的關聯是在於數量相等時最佳，因

為當執行緒大於核心數目時，由於執行緒的切換需

要額外的計算，於是過多的執行緒將會拖累原本的

系統效能，因此，當執行緒的數量與處理器之核心

數量相等時表現最佳。 

處理器核心數量與執緒數量效能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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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核心數量與執行緒數量之關聯 

 

5. 結論 
多核心處理器架構在程式的開發及演算法的

設計上帶來新的研究議題及方向。例用多執行緒的

技術可以讓程式有效的使用多核心的計算能力。

OpenMP 函式庫提供程式可以將迴圈等部份利用

多行執緒的優勢平行化計算。設計一個平行化演算

法並結合 OpenMP，配合多核處理器，便能有效的

提昇程式的效能，本論文針對關聯式法則探勘提出

一個 MultiCore-Apriori (MCA) 演算法，MCA 除了

提出一個以多核處理器為目標的演算法外，並且以

層為單位分配所需探勘的資料以達到負載平衡。由

實驗數據可知，無論資料庫交易筆數的改變、平均

交易長度的改變或是支持的的改變，在雙核心下 

MCA 達到 1.7 倍的加速比；四核心下可達到 2.8

倍的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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