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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adoop的K—means聚类算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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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针对传统并行K—mean8聚类算法时间复杂度比较高的问题，结合Hadoop平台以及MapReduce编程模型的优

势，提出了利用Hadoop及MapReduce编程模型实现大数据量下的K—mean$聚类算法。其中，Map函数完成每条记录到各

个质心距离的计算并标记其所属类别，Reduce函数完成质心的更新，同时计算每条数据到其所属中心点的距离，并累计求

和。通过实验，验证了K—l／lea[is算法部署在Hadoop集群上并行化运行，在处理大数据时，同传统的串行算法相比，确实能

够降低时间复杂度，而且表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和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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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problem of high time complexity of K—means algorithm，propose a method using MapReduce pmgramming model and

Hadoop cloud platform to reduce the time complexity of K-means algorithm in dealing with huge data．Design Map fancdon to calcula把

the distance of each record tO each center key and mark their categories，and design Reduce function to update the center keys and caleu-

late the distance of each record to its center key，then make a summary of the distance results．Through the experiment，verify that com—

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erial algorithm when dealing with huge data．t}le new K-means algorithm Call indeed reduce the time complexi—

ty，and also has good stability and expa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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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

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统计学、机器学习、生物学以及市

场营销等领域n]。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聚类计算

所面临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聚类算法在处

理大规模数据时无论从系统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实时陛

效率的角度，都不能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旧。。Google

提出的软件架构MapReduce是一种用于大规模数据

集的并行运算编程模型，在处理T级别以上巨量数据

的业务上有着明显的优势∞o。Apache基金会开发的

Hadoop是一种分布式系统的平台，能轻松搭建一个高

效高质量的分布系统。文中基于Hadoop云计算平台，

应用MapReduce编程模型实现了聚类中比较常用的

一种算法——K—means算法的并行化。

1 MapReduce编程模型

MapReduce是Google实验室提出的一个分布式并

行计算模型，它的编程思想是从函数式编程语言里借

来的，将对数据的处理抽象成Map和Reduce两个过

程口]，这也是该计算模型的两个核心部分，这两个函数

的具体功能由用户根据需要自己设计实现。

在Map阶段，MapReduce框架先把输人数据分割

成固定大小的片段(splits)，然后将slit分解成一批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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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K。，y。>作为输入，得到计算的中间结果<

必，K>。接着将中间结果按照％进行排序，形成<

K，list(屹)>元组作为输出。

在Reduce阶段，Reducer调用用户自定义的re．

duce函数，把<K，list(K)>对作为输入，进行相应

的处理后得到键值对<墨，E>作为输出并输出到

HDFS E。

2 K—mealls聚类算法的MapReduce实现
2．1 K—means聚类算法的基本思路

K—means算法的基本思想：以空间中K个点为质

心进行聚类，对最靠近它们的对象归类。通过迭代的

方法，逐次更新各聚类质心的值，直至得到最好的聚类

结果‘4|。

假设把样本集分为K类，算法描述如下：

(1)选择K个点作为类的初始质心；

(2)在第C次迭代中，对任意一个样本，求其到K

个质心的距离，将该样本归到距离最短的质心所在的

类；

(3)重新计算每个类的均值；

(4)计算标准测度函数，当函数收敛时，算法终

止，否则回到步骤(2)。

设共有n个对象，要划分成K类，t为迭代次数，0

为计算一个对象到各个类的质心距离花费的时间，那

么串行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至少为n木K木t木0。可见，

在大数据量下，计算对象到中心点的距离耗时比较

多。

2．2 K-means算法的MapReduce并行化实现

用MapReduce处理的数据集应具备这样的特点：

它可以被分解成许多小的数据集，且每一个小的数据

集可以完全并行地进行处理【5’6]。在K—meallS算法

中，每个元素到质心距离的计算都是独立被操作的，元

素在运算过程中相互没有联系，因此，可以使用Ma．

pReduce模型来实现并行化。基本思路是：每一次迭

代启动一个MapReduce过程，具体过程如图1。根据

MapReduce计算的需求，将数据按行存储，并且可以按

行分片，片间数据无相关性一1。

2．2．I Map函数的设计

Map函数的任务是从HDFS的文件中逐行读取数

据，针对每一条记录，计算它到各个质心的距离，并将

该记录做类别标记。

Map函数的输入是原始文件和聚类质心，输人数

据记录的<key，value>为<行号，记录>；输出为中间结

果<key，value>为<记录所属类别，记录>。

Map函数的具体描述如下：

public void map(Object key，Text value，Context

context){

计算记录到每一个质心的距离；

比较上述距离；

将此记录归结到距离最近的那个质心所属的类；

将<记录所属类别，记录>写入中间文件；
l

I竺塞 l
图1 K—mealls算法的MapReduce并行化过程

2．2．2 Reduce函数的设计

Reduce函数的任务是根据Map函数的输出，更新

聚类中心，供下一轮Map函数使用。同时，计算标准

测度函数的值，以供主函数判断迭代是否结束。

在执行Reduce函数之前，MapReduce会先对Map

函数输出的中间结果进行合并(combine)，将中间结果

中有相同key值的多组<key，value>对合并成一对。

Reduce函数的输入<key，value>为<记录所属类别，{记

录集合}>渖】。输出结果<key，value>为<类别号，均值

向量+该类的平方误差和>。

Reduce函数的具体描述如下：

public void reduce(Text key，Iterable<Text>values，

Context context){

for(对于key相同的所有记录){

求每个属性的均值；

计算记录到其质心的距离；

对上述距离求和(e)；}

将<记录所属类别，均值向量+每个类的平方误差

和e>写入结果文件；

}

在主函数中调用上述MapReduce过程，每次迭代

申请一个新的job，直到两次得到的平方误差和的差值

小于给定的阈值，迭代结束。Map函数最后一次的中

间结果是分类的最后结果。

2．3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上文已经分析，串行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n木K女t宰0，在Hadoop环境下，存储在HDFS中的数

万方数据



·20·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 第23卷

据文件会被自动分成大小为64K的数据块。在Map

阶段，一个数据块由一个Map任务来处理，整个数据

文件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节点。假设每个节点可以完成

m个任务，共有几个节点参与并行计算，并行K—mean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n：l：K水t：#0／(m木n)。理论上

看来，时间效率确实提高了很多。

3实验及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为不同花瓣的特征数据，利用K—means

算法的MapReduce模型实现对花瓣的分类，从而得到

不同花系的花瓣特征。

3．1实验环境

图2为实验中Hadoop云计算平台的结构。1台

机器作为NameNode和JobTracker服务节点，其他3台

机器作为DataNode和TaskTracker服务节点。每台节

点硬件配置如下：联想扬天CPU型号为t4900v、内存

为2GB、硬盘为250GB／7200rpm。每台机器同时处理4

个map／reduce任务。

．一一一．一．‘，．，?：：?=j二二i：!j：；?：j‘i!S一．一一一一
：Slave节点 ：： !：slave节点

L—DadaN—ode J；i i—DadaN—ode]
i臣回；|．．．i i臣回i匝}i i圈

图2 Hadoop云计算平台的结构

3．2单机处理比较实验

实验内容为比较Hadoop集群中一个运算节点与

普通串行K—means算法在处理相同规模数据时所花

费的时间，实验结果见表1，其中t。为串行算法所用的

时间，t：为MapReduce框架下的算法所用的时间。

表1 单机处理比较实验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小数据量下，串行算法的效

率高于MapReduce框架下的算法。这是因为，在Ma—

pReduce框架下，K—means算法每次迭代都要重新启

动一个新的Job，启动和交互的过程会消耗一定的资

源1 9：。

普通的MapReduce任务是将一个任务分割成map

与reduce两个阶段。其数据流过程如下：(key，value)

一>map一>(k1，秽1)，(kl，秽2)，(而2，口3)一>sort＆shuffle

一>(k1，list(VI，口2))，(k2，V3)一>reduce一>HDFS

而迭代式的MapReduce任务需要执行以上过程

多次，且每次任务都是独立的，则需要不断地读取、写

入、传输数据。小数据量下，实际计算消耗的时问占用

的比例很小。因此，小数据量下，效率不及串行算法。

但是，当数据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单机处理

串行算法会抛出内存不足的异常，这是因为系统资源

承受不了串行计算的开销¨⋯。而Hadoop集群即使只

有一个节点也能自如应对数据量的增加，顺利完成在

大数据量下的计算任务。由此可见，利用MapReduce

分布式实现的K—means算法在Hadoop平台上表现出

了良好的可靠性和健壮性，充分体现了Hadoop处理大

数据量的能力和优势。

3．3集群处理实验

实验内容为当计算硬件资源增加时，比较系统处

理相同规模数据的效率。表2描述了几组不同的实验

数据。每条记录由4维数值型的数据组成，程序指定

生成5个类别。

表2实验数据

实验分别选择1，2，3，4个Task—Tracker节点参与

运算，考察在逐渐增加节点的情况下，系统完成任务的

时间。

由于每次产生的质心不同，这会影响到程序的迭

代次数，从而影响整个程序运行的时间。1⋯，因此，文中

采用单次任务所用的时间作对比，得到的时间走向图

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节点数目运行时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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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数据规模，在节

点逐渐增加的情况下，系统完成任务的时间逐渐降低，

由此可见，增加节点可以显著提高系统对相同规模数

据的处理能力，体现出了很好的扩展性。

3．4集群加速比性能实验

加速比用来衡量并行系统或程序并行化的性能和

效果，是同一个任务在单处理器系统和并行处理器系

统中运行消耗的时间的比率。本加速比实验主要考察

当计算硬件资源增加时，系统处理相同规模数据的能

力，以及当计算硬件和数据规模同时增加时，系统的处

理能力m1。

本实验仍采用3．3小节使用的数据，生成5个类

别，随机生成初始聚类质心，并且仍然利用单次任务耗

费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对象。实验结果如图4。

图4加速比实验

从加速比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小数据量下，增

加集群节点，算法的效率呈现出以指数方式增长的趋

势。在大数据量下，加速比与节点数近似成正比，同时

也可以看出，当数据达到某一个点之后，加速比与节点

数的比例系数几乎保持不变，这就体现了系统的稳定

性和良好的扩展性‘1。。

4结束语

在Hadoop云平台上，应用MapReduce编程模型实

现了K—means聚类算法的并行化，通过实验探讨了并

行化的K—means算法处理海量数据的时间效率。实

验结果表明，在大数据量下，K—means算法部署在Ha—

doop集群上能够提高计算效率。并且，在处理大数据

时，应用Hadoop云平台采用MapReduce编程模型实现

包含K—means聚类算法在内的数据挖掘算法具有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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