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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商空间理论的 Ｋｍｅａｎｓ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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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Ｋｍｅａｎｓ算法中对于初始聚类中心的敏感性和容易受到离群点的干扰，提出一种基于
商空间多粒度的Ｋｍｅａｎｓ改进算法（ＱＩＭＫＭ）。该算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不同粒度的商空
间内确定出所有类簇的骨架结构，第二阶段通过改进的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对剩余数据点进行划分。最
后，综合两个阶段的结果得到最终的聚类结果。此算法通过观察不同商空间下类簇的结构信息，为

第二阶段的Ｋｍｅａｎｓ算法提供初始中心类，以此来消除初始中心的不确定性对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影
响，并且能够使ＱＩＭＫＭ识别出非球状的类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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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挖掘领域中聚类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研究
课题。聚类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电信业、零售业、

生物学、市场营销等领域。聚类是一种无监督的分

类，其目的是用来发现数据集中于对象本身特征而

聚集成簇的数据点，并且保证簇内具有尽可能大的

相似度、簇间具有尽可能大的相异度。文献［１］给
出了Ｋｍｅａｎｓ算法５０年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改进
算法，并展望了聚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现有的聚类

算法一般分为：①以 Ｋｍｅａｎｓ［２３］、ＦｕｚｚｙＫｍｅａｎｓ［４］、
ｋ中心点为代表的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②以
ＣＵＲＥ、ＢＩＲＣＨ、ＲＯＣＫ为代表的基于层次的聚类算

法［５７］；③以 ＤＢＳＣＡＮ［８１７］、ＯＰＴＩＣＳ为代表的基于密
度的聚类算法；④其他类型的聚类算法，例如基于子
空间的聚类算法或者基于模型的聚类算法。基于划

分的聚类算法Ｋｍｅａｎｓ由于其随机选择初始聚类中
心以及通过局部搜索来获得聚类结果等原因，往往

会导致聚类结果的不稳定，且有可能造成目标函数

的解落到了局部极小值上。所以，为了确定 Ｋ
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初始聚类中心，Ｆａｙｙａｄ，Ｂｒａｄｌｅｙ等
人［１０］提出了基于采样的初始聚类中心算法，Ｄｉｎｇ
等人使用局部一致性信息来优化全局目标函数，提

出了基于ｋ近邻一致性的 ＫｍｅａｎｓＣＰ算法［１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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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商空间理论的

多粒度计算的改进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ＱＩＭＫＭ，通过在２
个ＵＣＩ数据集和４个人工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
明，ＱＩＭＫＭ能够准确找到初始中心类，并且识别出
非凸状的聚类。

１　相关知识

粒度计算的三个主要分支分别是基于模糊逻辑

的词计算理论、粗糙集理论以及商空间理论。Ｚａ
ｄｅｈ［１２］初步确定了粒度计算中粒度概念的模糊逻辑
理论；张钹［１３１４］等对颗粒之间结构的表示和基于粒

度的问题求解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商空间

理论，揭示了将研究问题的论域在不同的粒度（分

辨率，尺寸）下进行表示，使问题求解变得更容易，

降低算法过程中的计算复杂度。

１．１　商空间理论的基本概念
为了建立商空间模型到聚类算法的映射，笔者对

Ｎ维数据的论域Ｘ进行不同粒度δ的分析。下面先
给出几个定义，为了便于问题描述，定义Ｘ为待研究
问题的论域，ｆ为论域上的属性函数，Ｔ为论域的结
构，通过构造一个三元组（Ｘ，ｆ，Ｔ）来描述问题。

定理１（保假原理）若问题 Ａ→Ｂ在（Ｘ，ｆ，Ｔ）上
有解，则在商空间（［Ｘ］，［ｆ］，［Ｔ］）上，问题［Ａ］→
［Ｂ］也一定有解。

定理 ２（保真原理Ⅰ）若问题［Ａ］→［Ｂ］，在
（［Ｘ］，［ｆ］，［Ｔ］）上有解，而且对于任一［ｘ］，ｐ－１

（［ｘ］）在Ｘ上是连通集，则问题 Ａ→Ｂ，在（Ｘ，ｆ，Ｔ）
上也一定有解。

定理３（保真原理Ⅱ）设（Ｘ１，ｆ１，Ｔ１），（Ｘ２，ｆ２，
Ｔ２）是（Ｘ，ｆ，Ｔ）的两个商空间，且 Ｔｉ（ｉ＝１，２是半
序）。令：（Ｘ３，ｆ３，Ｔ３）是（Ｘ１，ｆ１，Ｔ１），（Ｘ２，ｆ２，Ｔ２）的
上确界空间。若问题 Ａ１→Ｂ１，Ａ２→Ｂ２在（Ｘ１，ｆ１，
Ｔ１），（Ｘ２，ｆ２，Ｔ２）中有解，则对应的问题 Ａ３→Ｂ３在
（Ｘ３，ｆ３，Ｔ３）上也有解，其中 Ａ３ ＝Ａ１∩Ａ２，Ｂ３ ＝
Ｂ１∩Ｂ２。

以上三个定理在文献［１４］中有详细定义证明，
在此就只给出定理描述。在建立商空间模型到聚类

算法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保假原理在不同的粒度计

算下，删除孤立点以避免孤立点对聚类算法的影响。

利用保真原理Ｉ把需要在整个问题空间中求解的过
程，拆分为不同粒度下的各个商空间以进行聚类，然

后可以通过保真原理 ＩＩ把那些粒度较小的解进行
合并得到最终结果。

１．２　多粒度聚类
为了使算法获取更好的适应性，在此引入粒度

增长函数。通过粒度增长函数获取每个粒度上的结

构信息，保存在粒度增长序列中类簇之间的结构信

息。例如，当粒度从δｔ－１增长到δｔ，得到在粒度δｔ上
的商空间（［Ｘ］δｔ，［ｆ］δｔ，［Ｔ］δｔ）时，对于［Ｔ］δｔ是由
｛［Ｔ１］δｔ－１＋［Ｔ２］δｔ－１＋［Ｔ３］δｔ－１＋…｝集合构成，通
过更粗粒度得到的商空间，它的结构保存着上一细

粒度上的结构信息，一个大的类簇是由许多微簇构

成的。

２　算法

对于给定的Ｎ维数据集 Ｘ，设研究的问题用三
元组（Ｘ，ｆ，Ｔ）来表示，这里 Ｘ为整个数据集中所有
的点，ｆ为数据点的属性，Ｔ为对象的结构。下面先
给出算法中所需概念的定义。

２．１　相关概念
定义１（维度标准差）数据集Ｘ在第 ｊ维的分布

稀疏度为：

ηｊ＝
∑ｎ

ｉ＝１ ｘ
＇
ｉｊ－μ( )

ｊ
２

ｎ－槡 １
其中，ｘ′ｉｊ是数据点ｘｉ在第 ｊ维属性的［０，１］的规范
值，μｊ是第ｊ维属性的中心。

定义２（粒度δｔ）粒度δｔ是在第ｔ次迭代过程中
通过粒度增长函数ｇ（ｔ）得到的一个 Ｎ（Ｎ是数据集
的维度个数）维向量。

定义３（粒度增长函数 ｇ（ｔ））粒度增长函数
ｇ（ｔ）是以迭代次数 ｔ为参数，用来控制粒度增长的
函数，既ｇ（ｔ）＝δｔ。（１）式为粒度的快增长阶段，
（２）式为粒度的慢增长阶段。

ｇ（ｔ）＝
δ０　　　　　　　　　　　ｔ＝０

δｔ－１＋ｌｎ（０．１＋ｔ）Δ　　　（１）

δｔ－１＋ｌｎ（Ｈ＋０．１ｔ）Δ （２
{

）

其中，Δ为文献［１５］中公式，是一个 ｎ维向量，其中
第ｊ维度（１≤ｊ≤ｎ）由Δｊ表示，即：

Δｊ＝ε
ｍａｘ｛η１，η２．．．ηｄ｝

ηｊ
高维的投影聚类是以标准偏差作为基础以度量

维度与簇之间的相关程度。Ｈ为快增长阶段最后一
次的（０．１＋ｔ）。ε为控制系数，通过控制ε的大小，
增加或减小粒度增长函数所用的时间，实验观察显

示ε＝０．０１时实验结果最佳。
定义４（离群点）数据点 ｘｉ在粒度从 δ０增长到

δｔ的时候，仍没有被划分到某个簇中，即为离群点。
定义５（边界簇）在粒度从δ０增长到δｔ的时候，

一个微簇中数据点的个数始终不超过３个，则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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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定义为边界簇。

定义６（粒度δｔ可聚）δｔ＝｛δ１，δ２…δｎ｝时，①若
点ｘ＝｛ｘ１，ｘ２…ｘｎ｝和点ｙ＝｛ｙ１，ｙ２…ｙｎ｝，有满足１≤
ｊ≤ｎ，｜ｘｊ－ｙｊ｜≤［δｔ］ｊ时，则称 ｘ与 ｙ在粒度 δｔ下可
聚。②若分属不同的类簇Ｃ１，Ｃ２中的两点ｘ，ｙ有①
的性质，则称Ｃ１与Ｃ２在粒度δｔ下可聚。

定义７（最大粒度可聚增量ΔＩ）在粒度δｔ下，当
前类簇的扩展增量ΔＩ＝｜［Ｃｉ］δｔ－［Ｃｉ］δｔ－１｜，Ｃｉ为当
前粒度δｔ下的类簇数目，Ｃｊ为前一粒度δｔ－１下的类
簇数目。

２．２　算法思想
ＱＩＭＫＭ算法的主要思想是“整体 －局部”策

略。首先，根据定义３和定义６，在粒度等于０的时
候，认为数据集中每一个点都是一个簇。相反，在粒

度为一个足够大的值时，所有的数据点将被划分到

同一个簇中。所以，在粒度的增长过程中，可以得到

数据集的整体结构，并保存其结构上的信息。然后，

在局部上对离群点和边界簇用改进的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划分到附近的微簇中，则局部上形成的微簇是紧凑

的。这样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能够避免在因为初始聚类中
心的不稳定，以及减少边界离群点对聚类中心的扰

动，而且通过粒度的合成还能发现非凸状结构的类

簇。图１给出了ＱＩＭＫＭ算法的计算过程。
在图１中，首先通过粒度函数的快增长阶段 ｇ１

（ｔ）扫描整个数据集，把整个数据集聚成一个类。接
下来，在粒度增长序列中从后往前查找出合并粒度

　　

最大的Ｋ－１（Ｋ为聚类数）个粒度δｉ，δｉ＋ｊ，δｉ＋ｋ，…（０
＜ｊ＜ｋ），然后从 δｉ－１开始，使用粒度增长函数的慢
增长阶段ｇ２（ｔ），使粒度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既能够把所有类簇的骨架刻画出来，还能够最大程

度地分离出类簇之间的边界稀疏模糊区域，如图２
（ｂ）所示，所有微簇的骨干部分被发现。为此，
ＱＩＭＫＭ在第一阶段采取策略，即：在粒度的增长过
程中，只需要完成数据集８５％的聚类或者达到粒度
δｉ的前一粒度，既为第一阶段的终止条件。

图１　ＱＩＭＫＭ算法计算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ＱＩＭＫ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第二阶段，通过改进的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类，
把未划分的数据点，离群点，边界簇划分到第一个阶

段产生的微簇中，使产生的微簇更加紧凑。如图２
（ｂ），边界簇Ⅰ中的两个点将会被分别划分到上边
和右边的两个微簇中。同样，离群点Ⅱ会被划分到
下边最近的微簇中。然后采用改进的最小生成树方

法对微簇进行合并，用来决策合并与否的最小距离

由第一阶段的快增长部分保存的粒度结构信息来获

取，从而避免了距离的计算过程。并且，由于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ｎｋ是被证明能够发现非球状簇的合并策略，所以
ＱＩＭＫＭ算法能够发现非球状结构的类簇。

图２　ＱＩＭＫＭ算法聚类过程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ＱＩＭＫＭ

　

２．３　算法描述
ＱＩＭＫＭ算法执行步骤为：
１）初始化算法参数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
２）对数据集的每一个维度进行排序计算出初

始粒度；

３）控制粒度增长函数，使粒度快增长，重复进
行４），直到粒度增长结束；
４）选择一个 η最大的维度，对数据集进行遍

历，查找当前粒度可聚的数据点与类簇；

５）在３）产生的粒度增长序列中，逆序找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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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前 Ｋ个可聚粒度，然后从前一个粒度开始使用
粒度增长函数的慢增长阶段，继续进行４），直到符
合结束条件退出，入６）；
６）对离群点、边界簇和未划分的数据点使用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类，把这些点划分到与之最为
接近的微簇中；

７）使用改进的最小生成树，通过３）得到的信
息合并微簇生成聚类结果。

３　实验

本实验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７系统以及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Ｓ２０１０编程环境，硬件是Ｉｎｔｅｌｉ５２４３０的ＣＰＵ，以及
ＤＤＲ３１３３３８Ｇ内存。为了验证 ＱＩＭＫＭ算法的有
效性，对比算法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和文献［１６］中的
ＭＳＣＡ（Ｍｕｌｔｉ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算法与本算法进行对比。ＭＳＣＡ算法采用的
是通过动态的计算类簇内的最大、最小距离来合成

粒度，使其能够以自学习的方式动态确定聚合粒度，

通过构造一颗聚合树进行凝聚聚类。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因为其初始中心的随机性，所以对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运
行２０次，取最佳结果。ＭＳＣＡ算法和本研究提出的
ＱＩＭＫＭ算法都是采用商空间理论的改进算法，不同
之处在于前者是基于密度的改进算法，后者是基于

划分的改进算法，通过两者比较得出的结果能够说

明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商空间理论来提高聚类算法

的性能。实验采用４个人工数据集和２个ＵＣＩ标准
数据集（ｉｒｉｓ，ｗｉｎｅ）对算法进行对比测试。４个合成
数据集和２个ＵＣＩ数据集的属性及参数如图３、表１
和表２所示。

图３　合成数据集
Ｆｉｇ．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表１　合成数据集的数据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数据集 噪声比例 类簇形状 类簇密度 类簇个数

ＤＢ１ ０ 球状与非球状 非均匀 ３
ＤＢ２ ０ 非球状 均匀 ６
ＤＢ３ ９％ 球状与非球状 非均匀 ４
ＤＢ４ ３％ 球状与非球状 非均匀 ６

表２　ＵＣＩ数据集的各项参数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ＵＣＩｄａｔａｓｅｔ
数据集 对象个数 维度 类个数

Ｉｒｉｓ １５０ ４ ３
Ｗｉｎｅ １７８ １３ ３

３．１　算法复杂度分析
ＱＩＭＫ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由三个方面组

成，即：第一部分为数据集每一个维度的排序；第二

部分为在某一粒度δｉ下查找粒度可聚的点类簇；第

三部分为对于未划分的数据点、边界簇、离群点使用

改进的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类。对于时间复杂度的
控制采用如下方法，即：针对第一部分采用基数排序

的思想使用最高位优先原则，对数据集的每一个维

度建立一个以小数点后第一位和第二位为关键字的

二级排序索引，然后对落入二级索引内的数据点使

用快速排序，如图 ４所示。其时间复杂度约为
Ｏ（ｎｌｏｇｎ），同时，对于第二部分当对某个数据点ｘ进
行粒度δｉ可聚时，既使用粒度δｉ缩小二级索引的范
围，然后在落入此范围内的数据点使用折半查找，其

时间复杂度为Ｏ（Ｌｌｏｇｎ１），ｎ１平均约为 Ｎ／１００，Ｌ
为粒度增长的次数。针对第三部分，改进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不进行迭代运算，只计算数据点ｘ到微簇的距
离，其时间复杂度为Ｏ（ｎ２Ｋ），其中ｎ２为未划分的数
据点，离群点以及边界簇中的数据点的总个数，Ｋ为
微簇的个数。所以 ＱＩＭＫ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Ｏ（ｎｌｏｇｎ）＋Ｏ（Ｌｌｏｇｎ１）＋Ｏ（ｎ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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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排序索引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ｒｔｉｎｄｅｘ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４可见，因为 ＱＩＭＫＭ算法要对数据集的每

一个维度进行排序，对于有１３维度的 ｗｉｎｅ数据集
进行聚类所花费的时间比只有２维的合成数据集
Ｄａｔｅｓｅｔ１，Ｄａｔａｓｅｔ２，Ｄａｔａｓｅｔ３的多。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具
有最好的时间复杂度，但在任意形状簇数据集的聚

类中算法效果明显劣于 ＭＳＣＡ算法和 ＱＩＭＫＭ算
法，算法的正确率比较如表３所示。ＭＳＣＡ算法因
为要在一棵高度为ｎ的树中进行粒度可聚的关系判
断，所以最坏的情况下其时间复杂度达到了Ｏ（ｎ３），
平均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为 Ｏ（ｎｌｏｇ２ｎ），所以如图５
所示，ＭＳＣＡ算法在每个数据集上花费的时间均为
最多（图５中用Ｄｓ代表Ｄａｔａｓｅｔ）。

从表３的准确率对比中发现，ＱＩＭＫＭ算法对于
数据集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的效果不如 ＭＳＣＡ算法，因为
ＱＩＭＫＭ算法把数据集中的噪声点也划分到了离其
最近的类簇中。在ＵＣＩ数据集 Ｉｒｉｓ，ｗｉｎｅ中，存在一
些类簇的离群点离其他类簇很近的情况，导致边界

上的点被划分到错误的类簇中。通过６个数据集上
的聚类结果表明，ＱＩＭＫＭ算法对任意形状的类簇、
有噪声都具有较好的聚类结果。而Ｋｍｅａｎｓ算法仅
　　

能较好地识别出球形聚类特征的类簇。ＭＳＣＡ算法
同样能够达到较好的聚类效果，但其时间复杂度远

远大于ＱＩＭＫＭ算法。图６为四个人工数据集的聚
类结果。在图６（ｃ）中，算法把所有的噪声点全部划
分到了离其最近的类中，在图６（ｄ）中，把圆环与圆
心中间隔离的低密度簇分别划分到了附近的类中。

由图６可以说明 ＱＩＭＫＭ算法在聚类的工程中能够
识别非球状簇。

表３　ＱＩＭＫＭ和Ｋｍｅａｎｓ，ＭＳＣＡ算法在
６个数据集上的性能参数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ＱＩＭＫＭ，Ｋｍｅａｎｓ，ＭＳＣＡ）ｉｎ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数据集
准确率 粒度

ＱＩＭＫＭ ＭＳＣＡ Ｋｍｅａｎｓ ＱＩＭＫＭ
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２％ ０．６５２３
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６％ ０．５９３３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 ９１％ １００％ ７１．２３％ ０．９７８３
ＤａｔａＳｅｔ４ ９７％ ９６．７８％ ６９．７９ ０．９００２
Ｉｒｉｓ ９６．６７％ ９５．５６％ ８８．２２％ ０．２８５２
Ｗｉｎｅ ９３．３３％ ９０．３２％ ９３．８２％ ０．５７１

图５　三种算法在６个数据集上的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图６　四个人工数据集的聚类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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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分析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在聚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因素，通过应用商空间粒度计算原理，使 ＱＩＭＫＭ算
法能够从整体局部两方面来考虑聚类问题，使之对
非球状簇，离群点都能有很好的识别。

２）发现了 ＱＩＭＫＭ算法存在的，对于粒度增长
函数的慢增长阶段的结束条件设置的问题为，当数

据集中的某一类簇的个数小于整个数据集的１５％，
但这一类簇的可聚粒度大于所有剩下的类簇时，

ＱＩＭＫＭ算法将无法识别出这个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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