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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am identification and filtering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And the rough set is a new data analysis tool to deal with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knowledge；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many areas of classification.Combining rough sets with
decision tree，a spam filtering solution based on rough sets and decision tree（RS-DT） was proposed.The feasibility of the solution
was indicated by the experiments on the public email corpus.Comparison experiments were also made between SVM classifier，
Bayes classifier and RS-DT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S-DT model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error rate of judging the
normal email as spam，but also improve adaptive learning of the filtration system.
Key words：spam；rough set；data mining；decision tree
摘 要：垃圾邮件的识别与过滤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粗糙集是一种新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数据分析工具，已
被成功地应用到许多有关分类的领域。将粗糙集与决策树结合，
提出一个基于 RS-DT 的邮件分类方案与模型，
并进行了实验及结
果分析。通过与朴素贝叶斯模型及 SVM 的比较，表明提出的基于 RS-DT 的模型可以降低把正常邮件错分为垃圾邮件的比率，提
高过滤系统的自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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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病毒程序或带有病毒的网络连接，
甚至可获得用户的私人信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覆盖与应用的范围日

或者导致用户机器中毒；另一方面还影响了网络的正常运行，

益广泛，电子邮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然而，电子邮件
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干扰，比如：垃
圾邮件的不时侵袭。垃圾邮件（Spam 或 Junk Mail），也称为
UCE（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不请自来的商业邮件）

垃圾邮件大量占用带宽，严重影响邮件服务器工作效率，甚至

或 UBE（Unsolicited Bulk E-mail，不请自来的大量电子邮件），
一般被概括为：向新闻组或他人电子信箱发送的未经用户准
许、
不受用户欢迎的、难以退掉的电子邮件或电子邮件列表。从

虑邮件头，
忽略了邮件内容的一些重要特征。

事此类活动的人员叫作垃圾邮件制造者（Spammer），其主要来
源为：商业广告，站点宣传、恶意攻击的病毒携带邮件等。垃圾
邮件一方面影响用户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垃圾邮件会大量吞食
用户的邮箱空间，占用用户的时间，而且会带来负面信息、一些

造成网络阻塞。国内外研究的垃圾邮件过滤的方法主要有：查
表法（黑白名单，RBL）、溯源法、统计法（如贝叶斯分类器[1]）、质
询-回应技术，
但这些方法都缺少自学习能力，
而文献[2]则只考
粗糙集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 Pawlak 首次提出[3]的一
种新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数据分析工具。由于在应用
中不需要先验知识等特点，
目前它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
点，在理论研究、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知识获取、数
据挖掘和决策分析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4-5]。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决策树（RS-DT）的邮件分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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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将邮件头的特征和邮件文本的特征结合进行分析，扩展了
现有的条件属性，随后进行粗糙集属性约简，降低向量空间维
数，减少了特征数，降低了待分类邮件数据集测试数据集的向
量空间的生成时间，从而提高分类速度，然后采用决策树算法
建树，提取规则，对邮件进行分类，识别出垃圾邮件并进行过
滤，以提高分类正确率，降低把正常邮件错划为垃圾邮件的比
率，提高过滤系统的自学习能力。

的输入是一组带有类别标记的例子，
构造的结果是一棵二叉树
有几个属
或多叉树。内部节点是属性，边是该属性的所有取值，
性值，
就有几条边，
树的叶子节点是类别标记。决策树的生成是
一个从根节点开始、从上到下的递归过程，一般根据分而治之
的思想，
通过不断地将训练样本分割成子集来构造决策树。

RS-DT 邮件过滤解决方案

电子邮件机理

电子邮件是半结构化的文件。RFC2822 规定了电子邮件在
网络传输中的基本格式，RFC1341 在 RFC822 的基础上又扩充
了多用途因特网邮件扩展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协议，这二者定义了目前正广泛使用的邮件格式。
电子邮件通常包括邮件头和正文。RFC2822 为邮件头定义了
20 多个标准字段，主要有：Message-ID 邮件的唯一标识符，
From 表示邮件的发送方地址，To 表示邮件收件人，Subject 表
示邮件的主题，Date 表示邮件的创建时间等。这些字段表征了
一封邮件的属性，可用于识别和分类邮件。

对邮件样本集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分词处理、特征选
取、生成向量空间；然后用粗糙集属性约简，进行数据降维，形
成新的向量空间，把这新空间作为决策表，当作输入，用决策树
进行分类，
提取规则，达到分类邮件，
识别和过滤垃圾邮件的目
的。方案如图 1 所示。
邮件样本数据库

数据预处理
分词处理

特征选取

3 粗糙集基本理论简介
3.1 信息系统、决策表
信息系统是粗糙集理论及其应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
一个信息系统 [4]定义为一个四元组 S=（U，A，
V，f），其中 U
是对象的非空有限集合，称为论域；A 为属性的非空有限集；

（
坌a∈A，x∈U，
f x，a）∈Va。这种定义方式使对象的知识可以方
便地以数据表格的形式描述。
若在四元组 S=（U，A，V，
f）中，A=C∪D，且 C疑D=覫，
C为

生成向量空间

RS 属性约简
离散化

属性约简

生成新的向量空间

决策树分类

V= ∪ Va，Va 是属性 a 的值域；f：U×A→V 是一个信息函数，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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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型结构的知识表示，
便于直接转换为决策规则。决策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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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建树

测试评估

图1

垃圾邮件
过滤器

邮件分
类器

提取规则

模型结构示意图

邮件决策表

条件属性集，D 为决策属性集，则将这样的信息系统称为决策
表或决策信息系统。

5.1

3.2 不可区分关系

征提取（其中在提取正文特征时先经过邮件解码）后，选取了

不可区分关系（或称不分明关系[5]）在 S=（U，
A，
V，f）中，设
P哿A，且 P≠覫，P 中所有等价关系的交集疑P 称为 P 上的一种
不可区分关系（或称不分明关系），
记作 IND（P），
即
IND（P）={（x，y）∈U×U：
a（x）=a（y），
坌a∈P}

每篇邮件作为论域中的对象，特征项集作为条件属性集，即各

[x]IND（P）=疑[x]a
a∈P

其中[x]a 表示属性（关系）a 中包含元素 x∈U 的概念或等价类。

3.3 属性约简
粗糙集属性约简是将决策表中对决策分类不必要的属性
进行约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决策表中的冗余信息，对于每一
条实例来说可能仍然有不必要的属性存在，因此在不引起冲突
的条件下，可将每一条实例中的该属性删除。
把邮件向量空间模型看成是决策表，作为粗糙集处理模块
的输入，通过离散算法对连续性数据进行离散化，再通过约简
算法对新生成的决策表进行约简，降低向量空间维数，减少了
特征数，降低了待分类邮件数据集测试数据集的向量空间的生
成时间，从而提高分类速度。

样本邮件经过邮件头特征提取、
附件特征提取以及正文特
25 个特征属性。
根据粗糙集对信息系统的定义，将邮件的集合作为论域，
特征项为条件属性，特征项在邮件文本中的权重作为该属性在
对象上的属性值，邮件所属类别作为决策属性，则这样的决策
表就是一个待分类的电子邮件决策系统。其中每行代表一封邮
件，每列代表一个属性，C1 到 Cn 的值代表邮件的条件属性，D
代表决策属性，取值 VD={0，
1，
2}，分别表示正常邮件、可疑邮
件、
垃圾邮件。示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邮件分类决策表示例
C5

C6

C7

…

C25

D

1

1

1

0

1

0

0.12

…

0

0

0

2

5

1

1

2

0.80

…

5

1

0

3

4

2

0

1

0.20

…

5

1

… …

…

… …

…

…

…

…

…

1

2

1

1

0.76

…

6

2

C1 C2 C3 C4

2

1

C1：发送者域名与 IP 是否一致，取值 V C ={1，
0}，分别表示
1

一致、
不一致。

4

决策树简介
决策树 是一个可以自动对数据进行分类的树型结构，是
[6]

发送者地址，
按邮箱所在服务器进行编码。163、
新浪的
C2：
可分别编为 1、
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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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同时收到该封邮件的收件人个数，取值为整数。
C4：邮件类型，取值 VC ={0，1，
2}表示直接发送、回复、转发。
4

有。
C5：标题是否包含有意义的词，
VC ={0，1}表示无、
5

C6：附件数目，取值为整数。
C7：字符! 出现的频度。

5.5

D ，
召回率 Recall：
系统发现垃圾邮件的能力，即垃
Re=
B+D
圾邮件检出率。这个指标反映了发现垃圾邮件的能力，召回率
越高，
漏网的垃圾邮件就越少；
D ；
垃圾邮件的检对率 Precision：
Pre=
C+D
精确率 Accuracy：
所有判别正确的邮件数与所有进行分类

C8：字符$出现的频度。
…
C25：正文 http 连接数。

5.2 数据预处理
决策表离散化：由于粗糙集较适合于处理离散化的属性
值，故对上述的一些取值较多的属性需要进行离散化处理。为
了与分类的决策树结合较好，
采用信息熵的方法[7]来离散化。
条件属性约简：为使空间降维，采用基于可辨识矩阵的

垃圾邮件过滤评价指标说明

的邮件数的比率 Accur= A+D ，
N 为邮件总数；
N
错误率 Error rate：
Err=1-Accur 等。
为了衡量将正常邮件划分为垃圾邮件的比率，还采取了一
种新的评估指标 F1：即 F1= C 。
A+C

Johnson 算法[8]进行属性约简。

表 2 垃圾邮件过滤评价指标说明

5.3 决策树建树算法
采用自顶向下方法递归地构造决策树。按照经典的 ID3
建树算法思想 [6]，根据信息熵的原理，选取使信息增益最大者

垃圾邮件过滤评价指标说明

实际为正常邮件

分类判定为正常邮件

A

B

分类判定为垃圾邮件

C

D

实际为垃圾邮件

作为分裂属性进行建树。目的是使得决策树对划分的不确定
程度减小。
Generate_decision_tree （Si，attributelist，test_attribute） //由给定的
训练数据产生一棵邮件分类决策树
输入：
邮件训练样本集 samples，
候选条件属性的集合 attributes_list，
即 C1 到 Cn
输出：
一棵决策树
基本步骤如下：
（1）创建节点 N；
（2）if 邮件训练样本集 samples 都在同一个类 C then；
（3）返回 N 作为叶节点，
以类 C 标记：
（4）if attributes_list 为空 then；//算法终止的一个条件
（5）返回 N 作为叶节点，标记为 samples 中最普通的类，即出现最
多的类；
（6）选 择 attributes_list 中 具 有 最 高 信 息 增 益 的 属 性 作 为 test_
attribute；
（7）标记节点 N 为 test_attribute；

6

实验及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集采用 UCI 机器学习数据库[9]中的垃圾邮件数据
库 Spam E-mail Database。数据集包含 4 601 个实例，每个实
例分别用 58 个特征属性来描述，其中 57 个为邮件特征属性，1
个为类别标识，
即最后一列，其中垃圾邮件 1 813 封。决策表离
散化、
属性约简等均按文中所述的对应方法。实验中将样本划
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采用 10 折-交叉验证，
进行多次实验，取
平均结果。
此外，
作者还收集了 3 个常用个人邮箱的 100 封邮件。其
中正常邮件 70 封，
垃圾邮件 20 封，
可疑邮件 10 封。按文中提
取邮件的特征属性来构造决策表，
记为 DataSet（100）。
由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可知，将粗糙集与决策树结合，
能较大限度地降低属性空间维数，
而且正确率、召回率、精确率
变化不大，而将正常邮件划分为垃圾邮件的比率 F1 有较大程
度的降低。
表 3 实验结果

（8）for each test_attribute 中的己知值 ai；
（9）由节点 N 长出一个条件为 test_attribute=ai 的分枝；

语料

评价指标

SVM/（%）

Recall

86.53

85.87

86.21

Spam E-mail

Precision

79.67

84.10

85.22

Database

Accuracy

86.00

85.33

84．97

F1

8.22

5.23

6.58

Recall

94.80

94.24

92.79

（10）设 Si 是 samples 中 test_attribute=ai 的样本的集合；//一个
划分
（11）if Si 为空 then //算法终止的另一个条件
（12）加上一个叶节点，
标记为 samples 中最普通的类；
DataSet

（13）else 加上一个由Generate_decision_tree（Si，attributelist，test_

（100）

继续分裂节点。 //递归划分
attribute）返回的节点，

5.4 规则提取

RS-DT/（%）

贝叶斯/（%）

Precision

92.58

94.71

94.20

Accuracy

94.60

94.20

92.70

F1

4.62

2.67

4.85

决策树建立后，可以从中导出分类规则，称为规则抽取。

结束语

分类规则以“IF-TNEN”形式表示。从根到叶节点的每条路径创

7

建一个规则，规则的前件（
“IF”部分）是从根节点出发到达该叶

垃圾邮件过滤是目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研究了基于粗
糙集和决策树结合的垃圾邮件过滤技术，将邮件头的特征和邮
件文本的特征结合进行分析，扩展了现有的条件属性，提出了
一种 RS-DT 邮件分类方案，并进行了实验，给出结果及其与
SVM、朴素贝叶斯的比较，实验表明基于 RS-DT 的模型能有效
降低错误识别率，尤其是将正常邮件判为垃圾邮件的比率。

节点路径上所有的中间节点构成的一个“与”判断（沿着给定路
而规则的后件（
“THEN”
径上的每个属性-值对的一个合取项），
部分，结论）就是叶节点的类别。规则举例说明，如：
rule1：IF C1=0 and C8≥0.8 then D=2
其实际意义为：如果发送者域名和 IP 地址不一致且字符$出现
的频度≥0.8，则这封邮件为垃圾邮件。

（下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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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Zx（·）和 Zx（·）是沿 x1、
x2 方向的一阶偏导数，wi 是待估计
1

2

点周围的局部分析窗。梯度的局部主方向与这个矩阵的特征向
量有关。

256×256。实验中对图像加入的是 SNR=6 的高斯白噪声。自适
应高斯平滑滤波与几种常见去噪方法结果见图 3。通过实验结
果可以看到自适应高斯平滑滤波能够较好地对医学图像去噪。

比较式（6）、
（7）和（8），似乎可以由局部协方差矩阵来估计
矩阵∑及参数 ρ、
σ1 、σ2 ，以确定如图 1 所示的平均区域及各像
素权值。然而协方差矩阵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欠秩或不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以直接求矩阵的逆。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方
法解决：
（1）使用矩阵算法中的迭代分解技术求解；
（2）使用局
（a）原始图像

部多尺度技术来估计局部方向[5]。

（b）有噪图像

（c）样条平滑

该滤波器很好地满足了像素及权值选择的 3 个准则，兼顾
了图像平滑去噪和边缘保护的问题。当然，其代价是计算开销
的增加。

5

实验

（d）双边滤波

为验证结合空间和像素距离加权的自适应高斯平滑滤波
器的效果因素，以下分别进行了几个实验。
实验 1 前述三种算法的比较。图 2（a）是 256×256 的原始
Lena 图像，在其上加入均值为 0，方差 25 的高斯白噪声，得到
图 2（b）的有噪图像。图 2（c）、
（d）、
（e）分别是经高斯平滑滤波、
梯度倒数加权滤波、自适应高斯平滑滤波等三种平滑去噪方法
后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图 2（e）中图像的恢复比较好。

（e）小波去噪
图3

6

（f）自适应高斯平滑

不同去噪方法的实验比较

结语

本文研究了结合空间和像素距离加权的自适应高斯平滑
滤波器，
其结合了高斯平滑滤波器和梯度倒数加权滤波器的特
点，
充分考虑了图像的局部空间距离和像素距离。因而，
在降噪
的同时，
自适应地保留了图像的局部边缘特性。分析和实验显
示该方法是有效的。
对于如何确定二维高斯函数的参数，以及如何简化确定局
部边缘的方向的计算量，
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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