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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系统简介 

“智文”帮助用户一站式开展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任务。既可以用于科研支撑，帮助研

究人员自主和高效地分析数据，挖掘知识；也可以用于教学，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数据分

析、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使学生形成大数据思维，为科学的量化管理培养基于数据的管

理和决策分析技能。 

1.1 系统环境和安装 

“智文”的设计初衷是将数据挖掘算法模块化，提高数据分析的直观性和可操作性。用拖拽

功能节点和制作工作流程的方式，将高度可重复利用的算法组合起来，满足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应对各种复杂的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学习任务的需求。 
 
该系统支持 64 位的 windows10 操作系统和 macOS 操作系统，点击安装文件后按照提示可

以简单地完成安装。安装前请关闭主机的杀毒软件，由于用户主机配置不一，在一些主机上

安装所用时间可能较长，请耐心等待。 
 

* 安装成功后，运行“智文”，使用商智通账号登录。从“数据”功能节点组中的“SQL
表格”功能节点拖拽至流程画板上。双击进入“SQL 表格”，如果看到窗口右下角提

示“想要使用此节点，请安装驱动（backend）。”的提示，请运行与“智文”已同安

装的“Ziwen Command Prompt”。输入“pip install mysql-connector-python”，按回车

键开始下载安装后端软件。安装过程要保证电脑与外网的网络连接。 

1.2 “智文”特点 

“智文”把强大算法和直观界面结合起来：算法覆盖各种使用场景；图形界面依靠拖拽式操

作。“智文”从数据源头获得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可视化，建模，评估，导出结

论，给用户流畅的数据分析体验。 
 
该系统的特点有如下几点： 
1. 完备的算法库 

智文数十种各类算法可满足用户所有数据预处理和建模任务。这些算法中既包括常

见的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k 最近邻域等一系列针对一般数据挖掘任务的监督与非监

督学习算法，也提供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各项针对文本分析和挖掘任务

的算法，如中文外文分词，词性标注，词频标注，文本情感分析，相似度计算等。 
2. 丰富的数据资源，强大的接入能力 

可以从各种数据源头轻松读取数据。可读取本地 csv，excel，tab 等格式数据文件，

可直接连通数据库，可以利用 opendata API 从商智通数据空间直接接入数据，还可以

连接到最多样的实时互联网大数据，包括：互联网金融行业实时数据集；旅游行业实时数

据集；汽车行业实时数据集；餐饮行业实时数据集；房地产行业实时数据集等。 
3. 满足多种可视化要求 

智文提供各种独立或算法一同使用的可视化工具超过 20 种，其中包括：散点图，

轮廓图，热力图，毕达哥拉斯树，词云等等。 

4. 可靠的模型评估 



 

5 

多种形式的交叉验证（k 折交叉验证，留一法等），自助预测检验等功能可以可靠评

估模型的质量，帮助修改模型达到最佳挖掘分析表现。 
5. 极为直观的操作和图形界面 

“智文”将以上提到的数据接入，数据处理，构造模型，可视化和模型评估中的所

有算法和操作包装在一个个功能节点中，每个功能节点用来执行特定的具体功能，具有

不同的输入输出特性。用户用拖拽的方式添加各个功能节点，根据它们的输入输出特性

将它们合理地拖拽连接，就构成了一套类似工厂车间生产线的工作流程。 

6. 轻松移植和扩展能力 
可以向工作流程和模型添加注释，调试好的流程可直接被存储，导出，完整移植到

其他机器。一个项目的工作流程可以轻松扩展到包含几十甚至上百个功能节点，可以完

成最为复杂和专业的挖掘任务。 

1.3 界面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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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智文”后，系统将要求用户使用商智通账号登录。登录成功后用户即可进入主界

面。用户将在主页面上完成文本挖掘工作流程全部的设计和搭建工作。主界面分为三部

分： 

： 
1. 菜单栏 

提供一切众多文本挖掘具体工序以外的功能，如保存/读取工作流程，浏览帮助

案例等。 

2. 功能栏 

展示并提供全部文本挖掘功能。功能栏可分为两部分：占据绝大部分空间的“数

据挖掘工具箱”，和功能栏最下方的“工作流程控制台”。智文为用户提供六大数据

挖掘工具箱，近百个功能组件，帮助用户应对数据挖掘工作中的几乎所有数据处理

需求。“工作流程控制台”则负责对流程板上的数据挖掘工作流程进行控制，检查，

标注，暂停等操作。用户可以根据需求点击功能栏左上角箭头标志，展开或收起功

能栏。 

3. 流程板 

用户在流程板上画出整个数据挖掘工作流程，完成数据挖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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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功能节点 

运行智文平台后您将看到的是平台的整个界面。此界面是智文唯一的主界面，用户

将在这个主页面上完成文本挖掘工作流程全部的设计和搭建工作。界面分为三部分： 

 

a) 菜单栏：提供一切众多文本挖掘具体工序以外的功能，如保存/读取工作流程，

浏览帮助案例等。 

b) 功能栏：展示并提供全部文本挖掘功能。功能栏可分为两部分：占据绝大部分

空间的“数据挖掘工具箱”，和功能栏最下方的“工作流程控制台”。智文为用户提供六

大数据挖掘工具箱，近百个功能组件，帮助用户应对数据挖掘工作中的几乎所有数据处

理需求。“工作流程控制台”则负责对流程板上的数据挖掘工作流程进行控制，检查，标

注，暂停等操作。用户可以根据需求点击功能栏左上角箭头标志，展开或收起功能栏。 

c) 流程板：用户在流程板上画出整个数据挖掘工作流程，完成数据挖掘任务。 

 

2.1 “数据”功能节点组 

 文件：从输入文件或网络上读取数据，输出一个数据表格。 
 数据集：从商智通数据空间载入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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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表格：从 SQL 数据库读取数据。 
 数据表格：在表格中浏览数据集。 
 画出数据：在平面上画出数据点，以此生成数据。 
 数据信息：展示数据集的基本信息，例如变量的个数和类型，数据集的行数。 
 数据取样：从输入端数据集中随机抽取一个数据点子集。 
 选择列：从数据集中选择列，分配列的角色（特征变量，目标变量或者元变量）。 
 选择行：根据变量的取值从数据中选出满足条件行。 
 排名：根据特征变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排名和过滤。 
 相关系数：计算所有特征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 
 合并数据：根据选中的特征变量的取舍，合并数据集。 
 拼接数据：把两个或以上的数据集前后拼接，依次附加成一个数据集。 
 根据数据序号选择：根据序号从数据子集里找出对应的数据实例。 
 转置：把数据表格转置。 
 随机化：对数据表格中的特征变量，目标变量，元变量进行随机化。 
 预处理：构造一个数据预处理流程。 
 转换：转化数据表格。 
 插补缺失值：对数据表格中的缺失值进行插值补值。 
 离群值：离群值识别。 
 编辑域：重命名变量，编辑分类和变量注释。 
 Python 脚本：编辑和运行 Python 脚本，处理输入的数据和模型。 
 着色：为变量设置图例中的颜色。 
 连续化：把分类类型的特征变量转型成数值类型，并可以选择将转型后的数值进行归一

化。 
 创建分类结果变量：通过字符串特征变量，创建分类结果变量。 
 离散化：把数值类变量离散化。 
 构造特征变量：使用输入数据集里现成的特征变量，构造新的特征变量（数据列）。 
 特征变量统计：展示特征变量的基本统计。 
 邻域：根据引用计算数据中的最近邻域。 
 清理数据域：从数据集中移除多余的数值和特征变量，对取值排序。 
 保存数据：将数据保存至文件。 

2.1.1 文件 

从 输 入 文 件 或 网 络 上 读 取 数 据 ， 输 出 一 个 数 据 表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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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设置“文件名”或“URL”，从本地或网络服务器上读取一个数据文件； 
 通过“信息”获得数据文件的基本信息，检查载入是否符合预期； 
 在“列”设置中，设置数据集的域，其中包括每一列的类型和分析角色； 
 点击“浏览自带数据集”可以选择载入智文自带的经典数据集，适合初学或探索式操作； 
 功能节点将自动“应用”：将设置好的数据输送至下游。 
 

2.1.2 数据集 

从商智通数据空间载入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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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根据指示从商智通数据空间获得令牌，将口令输入后，功能节点将自动搜索用户在商智

通数据空间上的数据集； 
 在“搜索”栏中，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元属性，包括：标题，大小，变量个数等； 
 选中一个数据集后，选择“发送数据”或设置自动发送，数据集将流入下游的分析流程

中。 
 

2.1.3 SQL 表格 

从 SQL 数据库读取数据。

 

基本功能： 
 可接入“MySQL”，“PostgreSQL”或“SQL Server”数据库服务器，在下拉菜单内选择； 
 根据提示，用户将数据库的服务器位置，数据库名称，用户名和密码输入； 
 在“选择一个表格”中可以看到接入数据库中的表格，选中的表格将自动流入下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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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流程中。 
 

2.1.4 数据表格 

在表格中浏览数据集。

 

基本功能： 
 左侧“信息”栏展示数据的元属性； 
 一个“数据表格”功能节点可以接入多个数据源，右侧表格上方可选择要查看的表格名

称； 
 左侧“变量”可以勾选多个涉及数据表格显示的选项； 
 输出端可以输出选中的数据实例，在左侧的“选择”设置中，用户可选择是否输出整列

数据。 
 

2.1.5 画出数据 

在平面上画出数据点，以此生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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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变量名称”中设置两个数轴的变量名称； 
 在“标签”中设置数据的分类，用不同颜色指代不同的分类； 
 “工具”提供多种工具和配套的设置选项，用户可以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攻击在右侧的

平面上生成数据实例点。 

2.1.6 数据信息 

展示数据集的基本信息，例如变量的个数和类型，数据集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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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显示数据集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数据集名称，数据集行数和列数，数据集中三种变

量的个数等。 
 

 

2.1.7 数据取样 

从输入端数据集中随机抽取一个数据点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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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信息”显示输入和输出两端的实例个数； 
 用户在“抽样模式”设置具体的抽样模式，抽样方法包括：固定样本比例，固定抽样个

数，交叉验证和自助 Bootstrap 四种方式； 
 用户可以进一步设置抽样方法，勾选“抽样可复现”则保证功能节点使用固定的随机种

子。 

2.1.8 选择列 

从数据集中选择列，分配列的角色（特征变量，目标变量或者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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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界面左侧“可选变量”中显示输入端所有的变量，用户可以在此功能节点中为这些变量

分配不同的角色，并重新排列变量的先后顺序。 

2.1.9 选择行 

根据变量的取值从数据中选出满足条件行。 

 
基本功能： 
 在“条件”中添加和修改针对变量的取值条件； 
 左下方的“数据”显示抽取数据的效果，满足条件的数据实例将被输出； 
 右下方的“清理”可以将没有在条件中出现过的列或分类取值过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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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排名 

根据特征变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排名和过滤。 

 
基本功能： 
 选择“评分方法”对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面； 
 评分方法中包括：信息增益，信息增益比，基尼，ANOVA，ReliefF，FCBF； 
 在左下角的“选择变量”中选择输出的列，用户可以根据评分和排名酌情选择输出的列。 

2.1.11 相关系数 

计算所有特征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 

 



 

17 

基本功能： 
 可选择两种方法计算系数：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Pearson）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Spearman）。 

2.1.12 合并数据 

根据选中的特征变量的取舍，合并数据集。 

 
基本功能： 
 通过“数据”和“额外的数据”观察输入数据的基本情况； 
 在“合并”中选择数据合并的方法。 

2.1.13 拼接数据 

把两个或以上的数据集前后拼接，依次附加成一个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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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域合并”中，设置没有主数据表格输入时的合并模式； 
 在“来源识别”中，可以选择将数据表格来源信息附加在输出的表格。 

2.1.14 根据数据序号选择 

根据序号从数据子集里找出对应的数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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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转置 

把数据表格转置。 

 

基本功能： 
 选择“特征变量名称”后，功能节点将数据表格转置。 

2.1.16 随机化 

对数据表格中的特征变量，目标变量，元变量进行随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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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打乱列”中对不同变量进行随机化，变量分为三种角色：分类目标变量，特征变量，

元变量； 
 在“打乱行”中对选定比例的数据进行随机化； 
 随机化使用的随机数种子可以在勾选“打乱可复现”后被固定，帮助用户更好进行分析。 

2.1.17 预处理 

构造一个数据预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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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从左侧“预处理器”栏中把处理环节拖拽到右侧，形成预处理流程； 
 预处理器包括：离散化连续变量，连续化离散变量，缺失值插补，选出重要特征变量，

选出随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归一化，随机化，主成分分析，CUR 矩阵分解。 

2.1.18 转换 

转化数据表格。 

 

基本功能： 
 显示输入的数据集和预处理器信息，显示输出数据的基本情况。 

2.1.19 插补缺失值 

对数据表格中的缺失值进行插值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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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默认方法”中挑选默认对所有列使用的补值方法，方法包括：不做插补，插补平均

数/众数，插补常数，基于模型的插补器（simple tree），插补随机数，移除含缺失值的

数据实例； 
 如需要对个别特征变量进行特别的设置，在“特征变量独立设置”中选择特征变量，在

右侧选择插补方法； 
 如遇到错误希望将设置还原至初始状态，点击“全部还原至默认”按钮。 

2.1.20 离群值 

离群值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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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信息”一栏展示在选定的方法下，数据实例的总数，离群和非离群数据实例的分布； 
 在“离群值识别方法”中选择方法，可选方法有“径向基非线性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方

法”和“协方差估测”。 

2.1.21 编辑域 

重命名变量，编辑分类和变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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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左侧“变量”中选中要编辑的变量； 
 在右侧“编辑”中，修改变量名称和标签信息； 
 如遇到错误需要重置，可选择点击功能节点下方的“重置已选中的变量”按钮和“重置

所有变量”按钮。 

2.1.22 Python 脚本 

编辑和运行 Python 脚本，处理输入的数据和模型。 

 
基本功能： 
 “信息”中显示智文 python 编程的数据结构信息； 
 在“Python 脚本”编辑框中编辑脚本； 
 编辑完成的脚本可以被保存至智文外部的文件中，在“脚本库”中设置脚本的读取，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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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保存； 
 “控制台”用来测试和运行脚本。 
 

2.1.23 着色 

为变量设置图例中的颜色。 
 

 
基本功能： 
 将所有变量分开为“离散变量”和“数值变量”两种，在两个框中对各个变量的不同取

值分配一个颜色，用于接下来的可视化和分析。 

2.1.24 连续化 

把分类类型的特征变量转型成数值类型，并可以选择将转型后的数值进行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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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针对“分类特征变量”的连续化，可选择的方法包括：以第一个值作为基准，已出现次

数最多的值作为基准，对每个值生成一个结果变量，忽略多项式分布特征变量，移除分

类特征变量，视为序数，根据值的个数均分； 
 针对“数值特征变量”，用户可以进一步进行归一化，可选设置包括：保持原状，根据

数值范围归一化，根据标准差归一化； 
 针对“分类结果变量”的连续化，可选择的方法包括：保持原状，视为序数，根据值的

个数均分，对每个值生成一个结果变量； 
 在“数值范围”中，选择生成连续数值的范围。 

2.1.25 创建分类结果变量 

通过字符串特征变量，创建分类结果变量。 



 

27 

 
基本功能： 
 选择要编辑的变量，设置不同分类取值的名称； 
 对新建的分类结果变量，用户可以为其命名； 
 用户可以勾选“只从字符串开头匹配”和“区分大小写”。 

2.1.26 离散化 

把数值类变量离散化。 

 
基本功能： 
 在“默认离散化”中，用户选择对所有变量使用的默认离散化方法，其中包括：等频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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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化，等距离散化，保持数值特征，熵-最小化离散长度，移除数值特征。 
 在“特征变量独立设置”中，可针对个别特征进行单独的离散化设置，从左则的变量

列表中选中要离散化的变量，在右侧选择设置其离散化方法。 

2.1.27 构造特征变量 

使用输入数据集里现成的特征变量，构造新的特征变量（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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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选择“新建”，输入新建的特征变量的名称和公式； 
 构造公式时从“选择特征变量”中选择变量，从“选择函数”中选择智文内部的自带函

数； 
 新建的特征变量将显示在功能节点下方的表格中，可选中特征变量，点击“移除”移除

不满意的特征变量。 

2.1.28 特征变量统计 

展示特征变量的基本统计。 

 

基本功能： 
 在“信息”中显示数据集的基本信息：数据实例个数和几种变量的个数； 
 在“直方图”中选择着色的依据； 
 右侧显示各个变量的分布和基本统计指标，包括：最大值，最小值等。 

2.1.29 邻域 

根据引用计算数据中的最近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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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信息”中展示两个输入数据集的基本情况； 
 选择计算距离的方法和生成邻域的个数，功能节点将输出计算出的邻域。 

2.1.30 保存数据 

将数据保存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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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在“格式”中选择保存文件的类型后缀； 
 勾选“压缩”并选择压缩格式，功能节点将生成压缩完成的文件。 

 

2.1.31 清理数据域 

从数据集中移除多余的数值和特征变量，对取值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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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针对“特征变量”，用户可以勾选“对分类型特征变量排序”，“移除未使用的特征变量

取值”，“移除为常数的特征变量”； 
 针对“分类目标变量”，用户可以选择“对分类型目标变量的取值排序”，“移除未使用

的目标变量取值”和“移除为常数的分类目标变量”； 
 针对“元变量”，用户可以选择“移除未使用的元变量取值”和“移除为常数的元变量”； 
 在“统计”中查看特征变量，目标变量和元变量被简化，排序和移除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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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视化”功能节点组 

 树对象查看 
 箱线图：用箱线图观察特征变量数值的分布。 
 分布：展示一个特征变量的分布。 
 散点图：可交互散点图，智能提升可视化效果。 
 线图：对数据资料可视化（时间序列等）。 
 筛网图：可视化对比变量组合的期望频率和观察到的频率。 
 马赛克图：用马赛克图展示数据。 
 FreeViz：展示 FreeViz 投影。 
 线性投影：在二维平面上的多数轴投影。 
 Radviz:展示 Radviz 投影。 
 热力图：对一对特征变量绘制热力图。 
 文氏图：展示数据集之间的重叠关系。 
 轮廓图：视觉评估聚类的品质。 
 毕达哥拉斯树：用毕达哥拉斯树对树类结构进行可视化。 
 毕达哥拉斯森林：用毕达哥拉斯森林对随机森林进行可视化。 
 CN2 规则查看：浏览由数据归纳出的规则。 
 列线图：使用列线图观察朴素贝叶斯和逻辑回归分类器。 

2.2.1 树对象查看 

 
 “树”展示树的信息，显示节点和树叶的个数； 
 在“展示”中设置可视化的参数，包括“缩放”，“宽度”，“深度”，“树枝宽度”和“目

标分类”； 
 在右侧的分类树中查看分类情况的条件。 

 

2.2.2 箱线图 

用箱线图观察特征变量数值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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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量”中选择制作箱线图的变量； 
 在“分类”中选择分类型变量，用来显示和比较不同分类的箱线的不同； 
 在“设置”中可以选择箱线图的显示细节。 

2.2.3 分布 

展示一个特征变量的分布。 

 
 在“变量”中选择用于制作分布图的变量； 
 在“精确度”中调节分布图的平滑/精确度 
 可以在“选定分类型变量进行分组”中选择分类型变量，对应每一个分类生成一个

单独的分布，方便比较。 
 

2.2.4 散点图 

可交互散点图，智能提升可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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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x 轴”“y 轴”选择二维平面散点图两个数轴代表的变量；点击“寻找有信息的投

影”可以计算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帮助用户选择出效果更佳的变量对； 
 用户可以设置散点图显示的细节，包括散点的颜色，形状，大小和标签； 
 用户可以进一步修饰散点图的显示效果，可以勾选“显示颜色区域”，“显示图例”，

“显示网格线”，“鼠标悬停时显示所有数据”和“显示回归线”。 

2.2.5 线图 

对数据资料可视化（时间序列等）。 

 
 “信息”展示输入数据的基本信息，包括数据实例和特征变量的个数； 
 用户可以选择线图显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线”，“范围”，“均值”和“误差”； 
 用户可以对不同的分类进行单独的线图绘制，在“选定分类型变量进行分组”中选择用

于分类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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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筛网图 

可视化对比变量组合的期望频率和观察到的频率。 

 
 在功能节点上方选择筛网图的两个维度的变量，点击“变量组合评分”，智文对变量两

两组合进行评估，帮助用户选择效果最好的变量对； 
 筛网图用不同密度的网格展示不同分类配对的独立性。 
 

2.2.7 马赛克图 

用马赛克图展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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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寻找有信息的变量组合”，智文帮助用户找到效果最好的变量对，用户也可以自

己调整变量组合； 
 在“填色”部分选择一个分类型变来功能，马赛克图将区分此分类变量的不同取值； 
 点击“与整体对比”，每块马赛克格的左右两侧会出现整体分布条。 

2.2.8 FreeViz 

展示 FreeViz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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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设置数轴/变量之间的关系，“圆周”给每个数轴一样的权重； 
 点击“优化”，智文将自动对变量的分布进行计算，右侧各个数轴将根据计算结果排斥

或吸引，改变相互之间的位置和长度，从而体现不同变量的关系和重要性； 
 可视化设置包括：颜色，形状，大小，标签，抖动，不透明度，隐藏小于半径的值。 

2.2.9 线性投影 

在二维平面上的多数轴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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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变量加入到投影图中，成为图中的数轴； 
 点击“寻找特征变量组合”可以帮助用户找到变量之间突出的关系； 
 可选的数轴的摆放方式有“圆周摆放”，“线性判别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可视化设置包括：颜色，形状，大小，标签，抖动，不透明度，隐藏小于半径的值。 

2.2.10 Radviz 

展示 Radviz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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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变量加入到图中，点击“寻找变量组合”可以帮助用户找到变量之间突出的关系； 
 可视化设置包括：颜色，形状，大小，标签，抖动，不透明度，隐藏小于半径的值。 

2.2.11 热力图 

对一对特征变量绘制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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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颜色”选择热力图的主色调和其他显示效果； 
 通过“合并”进行 k 均值合并，用户可使定聚类的个数； 
 通过“聚类”选择聚类的对象； 
 通过“注释图例”设置热力图的效果。 

2.2.12 文氏图 

展示数据集之间的重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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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显示数据集的个数； 
 在“数据实例名称”中选择数据实例的个体； 
 勾选“输出重复项”，则重叠部分的数据将被输入。 

2.2.13 轮廓图 

视觉评估聚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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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距离”选择计算距离的方法； 
 在“聚类标签”中确定数据集的分类是哪一列； 
 在“图柱”中设置轮廓图中的图形； 
 选择“添加轮廓评分”可以将计算出的轮廓得分一同输出。 

2.2.14 毕达哥拉斯树 

用毕达哥拉斯树对树类结构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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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信息”显示毕达哥拉斯树的基本信息，包括节点数和深度； 
 在“显示设置”中调整图形。 
 

2.2.15 毕达哥拉斯森林 

用毕达哥拉斯森林对随机森林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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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显示毕达哥拉斯森林中，树的个数； 
 通过“显示”中的选项设置毕达哥拉斯森林的可视化效果。 

2.2.16 CN2 规则查看 

浏览由数据归纳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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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表格的形式呈现所有 CN2 规则，列分别为“IF 条件”，“THEN 条件”，“分布”，“概率”，

“规则质量”，“规则长度”。 

2.2.17 列线图 

使用列线图观察朴素贝叶斯和逻辑回归分类器。 

 

 在“目标分类”中选择分类的个数； 
 通过“特征变量显示”设置特征变量的显示效果； 
 可选择两种缩放方式，“点缩放”和“对数比值比缩放”。 
 

2.3 “模型”功能节点组 

 常数：预测训练数据集中频率最高的分类或均值。 
 CN2 规则归纳：用 CN2 算法归纳数据的规则。 
 kNN：通过最近的训练数据实例做预测。 
 树：应用前剪枝的决策树算法。 
 随机森林：用一整套决策树做预测。 
 支持向量机：支持向量机把输入数据投射到高维度的特征空间。 
 线性回归：线性回归算法，可选择 L1（Lasso），L2（岭回归）或 L1L2（elastic net）正则

化。 
 逻辑回归：逻辑回归算法，可选 L1（Lasso）或 L2（岭回归）正则化。 
 朴素贝叶斯：一个快速简单的概率分类器，基于贝叶斯定理，假设特征变量的独立性。 
 AdaBoost：自适应增强元算法把一系列较弱的学习器集合起来，以适应每个训练数据集

的不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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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网络：基于反向传播的多层感知器算法。 
 随机梯度下降：通过对梯度下降进行随机近似，最小化一个目标函数。 
 模型堆叠：把多个模型堆叠起来。 
 保存模型：将训练好的模型保存至外部文件。 
 载入模型： 从外部文件载入一个模型。 

2.3.1 常数 

预测训练数据集中频率最高的分类或均值。 

 
 在“名称”中设置功能节点在智文流程中的名称。 
 

2.3.2 CN2 规则归纳 

用 CN2 算法归纳数据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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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则排序”中选择“已排序”或“未排序”； 
 在“覆盖算法”中选择算法：“排他”或“权重”，如选择权重，需要给出一个权重

值； 
 在“规则搜索”中选择对规则的“评估测度”，设置“束宽度”； 
 在“规则过滤”中设置选出符合需求的规则，可以针对规则的覆盖下限，长度上线，

统计显著性，相对显著性进行判断，不符合条件的规则不被输出。 
 

2.3.3 kNN 

通过最近的训练数据实例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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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邻域”中设置和调试领域的个数，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以不同方式分配权重。 
 

2.3.4 树 

应用前剪枝的决策树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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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数”中设置算法的细节，可设置“生成二叉树”，“边缘叶片上数据实例的最小

个数”，“自己哪数据实例少于多少时不拆分”，“显示树的最大深度”； 
 在“分类预测”中设置树的覆盖比例。 

2.3.5 随机森林 

用一整套决策树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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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本性质”中设置“决策树数量”，“每次拆分至少要考虑的变量数”，“随机数生成

器使用固定的随机种子”； 
 在“生长控制”中设置“单棵树的深度上限”，“数据实例少于多少时不拆分”。 

2.3.6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把输入数据投射到高维度的特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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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择两种支持向量机：“SVM”或“v-SVM”，在“支持向量机类型”中选择并设置相

关的参数； 
 在“核函数”中选择和设置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核函数，可选择线性，多项式，RBF，Sigmoid

等多种核函数； 
 在“优化参数”中设定“收敛条件数值”和“迭代限制”。 

2.3.7 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算法，可选择 L1（Lasso），L2（岭回归）或 L1L2（elastic net）正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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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则化”中设置，可选择“不进行正则化”，“岭回归”，“Lasso 回归”，“Elastic net

回归”，用户可根据不同的正则化规则设定“正则化力度”等参数。 

2.3.8 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算法，可选 L1（Lasso）或 L2（岭回归）正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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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择“岭回归”等不同的正则化方法，用户可根据不同的正则化规则设定“强度”等

参数。 
 

2.3.9 朴素贝叶斯 

一个快速简单的概率分类器，基于贝叶斯定理，假设特征变量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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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AdaBoost 

自适应增强元算法把一系列较弱的学习器集合起来，以适应每个训练数据集的不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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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数”中设置“估测器个数”，“学习率”和“随机数生成器使用固定的随机种子”； 
 在“‘增强’方法”中设置“分类预测算法”和“回归损失函数”。 

2.3.11 神经网络 

基于反向传播的多层感知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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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层中神经节点数量”设置每一个隐层的节点数，每个数字代表每层节点数，用逗号

分开 
 用户可选择“激活函数”和“解算方法”，设定正则化参数和迭代次数上限。 
 

2.3.12 随机梯度下降 

通过对梯度下降进行随机近似，最小化一个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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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算法”中设置“分类预测损失函数”和“回归预测损失函数”； 
 在“正则化”中选择“正则化方法”，设置“正则化强度”和其他参数； 
 在“学习参数”中设置“学习率”，“初始学习率”，“逆缩放指数”等参数。 
 

2.3.13 模型堆叠 

把多个模型堆叠起来。 

 

2.3.14 保存模型 

将训练好的模型保存至外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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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载入模型 

从外部文件载入一个模型。 

 

2.4 “评估”功能节点组 

 测试与评分：估测准确性，交叉验证。 
 预测：使用模型对输入数据集进行预测，并展示。 
 混淆矩阵：用混淆矩阵展示分类器的评估结果。 
 ROC 分析：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展示 ROC 曲线。 
 Lift 曲线：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构造展示一条 lift 曲线。 
 校准图：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绘制的校准图。 

2.4.1 测试与评分 

估测准确性，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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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抽取样本”抽取数据的方法； 
 在“目标分类”中设置分类变量。 
 

2.4.2 预测 

使用模型对输入数据集进行预测，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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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显示数据的基本信息和预测的性质和效果； 
 在“显示”中可设置查看“预测的分类”，“预测概率”和“绘制分布条”； 
 在“输出”中设置输出的数据结构，用户可选择是否将部分预测数据输出。 

 

2.4.3 混淆矩阵 

用混淆矩阵展示分类器的评估结果。 

 
 在界面右侧的矩阵中，可以在“显示”下拉菜单设置矩阵的数据基准，下方的三个按钮

可以设置输出的数据内容； 
 在“输出”中设置输出的内容，可选择“预测”数据和“概率”数据。 
 

2.4.4 ROC 分析 

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展示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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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绘图”中设置分析的目标分类； 
 在“分类器”中选择分类模型，用户可以选择折叠合并，并设置 ROC 凸包曲线； 
 在“分析”中设置“默认阈值点”和“性能线”的相关参数。 
 

2.4.5 Lift 曲线 

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构造展示一条 lift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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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绘图”中设置分析的目标分类； 
 在“分类器”中选择分类模型。 

2.4.6 校准图 

根据对分类器的评估绘制的校准图。 

 

 在“绘图”中设置分析的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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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类器”中选择分类模型。 
 

2.5 “无监督”功能节点组 

 距离文件：从一个文件中读取距离。 
 距离矩阵：查看距离矩阵。 
 t-SNE：用 t-SNE 方法构造 2 维投影。 
 距离图：对距离矩阵进行可视化。 
 层次聚类：根据输入的距离矩阵构造一个层次聚类树状图。 
 K 均值聚类：配合轮廓图进行聚类质量估算的 k 均值聚类算法。 
 Louvain 聚类：在最近邻域网络上发现社区。 
 流形学习：非线性降维。 
 主成分分析：用陡坡图做主成分分析。 
 对应分析：对分类性多变量数据进行对应分析。 
 距离：计算距离矩阵。 
 距离转换：根据选中的条件转换距离。 
 多维尺度变换：通过距离矩阵，将多维数据投射到二维平面。 
 保存距离：将距离矩阵保存到一个外部文件。 
 

2.5.1 距离文件 

从一个文件中读取距离。 

 
 在“距离文件”中查找本地路径，载入本地距离文件； 
 在“信息”中展示载入数据的基本情况。 
 可点击“浏览自带数据集”按钮，浏览智文自带数据集，并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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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距离矩阵 

查看距离矩阵。 

 
 展示两两之间的距离； 
 在“标签”选择显示标签。 
 

2.5.3 t-SNE 

用 t-SNE 方法构造 2 维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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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设置“perplexity”，“exaggeration”，“主成分个数”等参数设置 t-SNE 方法； 

2.5.4 距离图 

对距离矩阵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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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层次聚类 

根据输入的距离矩阵构造一个层次聚类树状图。 

 

2.5.6 K 均值聚类 

配合轮廓图进行聚类质量估算的 k 均值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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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Louvain 聚类 

在最近邻域网络上发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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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流形学习 

非线性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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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主成分分析 

用陡坡图做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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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 对应分析 

对分类性多变量数据进行对应分析。 

 

2.5.11 距离 

计算距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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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距离转换 

根据选中的条件转换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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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 多维尺度变换 

通过距离矩阵，将多维数据投射到二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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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 保存距离 

将距离矩阵保存到一个外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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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本挖掘”功能节点组 

 语料库：载入语料库中的文档。 
 导入文档：从文件夹中导入文字类文档。 
 卫报：通过卫报 API 抓取文章。 
 纽约时报：通过纽约时报 API 抓取文章。 
 Pubmed：从 Pubmed 数据库下载数据。 
 推特：通过推特 API 载入推文。 
 维基百科：通过维基百科 API 载入百科词条。 
 中文文本预处理：创建中文文本预处理流程。 
 外文预处理：构造一个外文文字预处理流程。 
 词袋：将输入语料库生成为一个词袋数据结构。 
 相似性哈希：计算文档哈希。 
 情感分析：从文字预测情感。 
 推文分析器：用 Ekman，Plutchik 或 POMS 方法监测推文的感情。 
 主题模型：发掘语料的隐含主体结构。 
 查看语料库：查看语料库的内容。 
 词云：把词语根据频度制作成词云。 
 一致性：显示词语的上下文。 
 地图：在地图上显示文档来源。 
 词语富集：对选中的文档做词语富集分析。 
 文档查重：从一个语料库中监测并移除重复内容。 

2.6.1 语料库 

载入语料库中的文档。 
 

2.6.2 导入文档 

从文件夹中导入文字类文档。 

2.6.3 卫报 

通过卫报 API 抓取文章。 

2.6.4 纽约时报 

通过纽约时报 API 抓取文章。 

2.6.5 Pubmed 

从 Pubmed 数据库下载数据。 

2.6.6 推特 

通过推特 API 载入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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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维基百科 

通过维基百科 API 载入百科词条。 

2.6.8 中文文本预处理 

创建中文文本预处理流程。 

2.6.9 外文预处理 

构造一个外文文字预处理流程。 

2.6.10 词袋 

将输入语料库生成为一个词袋数据结构。 

2.6.11 相似性哈希 

计算文档哈希。 

2.6.12 情感分析 

从文字预测情感。 

2.6.13 推文分析器 

用 Ekman，Plutchik 或 POMS 方法监测推文的感情。 

2.6.14 主题模型 

发掘语料的隐含主体结构。 

2.6.15 查看语料库 

查看语料库的内容。 

2.6.16 词云 

把词语根据频度制作成词云。 

2.6.17 一致性 

显示词语的上下文。 

2.6.18 地图 

在地图上显示文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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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 词语富集 

对选中的文档做词语富集分析。 

2.6.20 文档查重 

从一个语料库中监测并移除重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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