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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pReduce的随机抽样尽means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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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K—means algorithm when dealing with massiVe data，is easy to bring the phenomenon of memo巧overnow．

Although mis problem is solVed by using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to improVe尽means，me phenomenon clustering

effect is not so stable and the accumcy is not so high．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an improVed algorithm，which uses MapReduce

framework to implement me天r-means，by means of random sampling，calculating densit)，，distance and the square difre卜

ence．Finally，it selects the best initial cluster center and adopts the new method of center point calculation in the itera-

tion．Experimentalresults show that，the improVed algorimm has good stability，accuracy and accelerating ratio．

Key words：尽means；random sampling；massiVe data；MapReduce

摘要：尽means算法处理海量数据时，易产生系统内存溢出的现象。利用MapReduce框架改进群means虽然解决

了这个问题，但也存在着聚类效果不稳定以及准确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算法，利用MapReduce框架实现

缸means时，采用多次随机抽样，通过计算密度、距离与平方误差等方法，最终选取较优的初始聚类中心，并在迭代中

采用新的中心点计算方法。实验结果证明，改进后的算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准确性和加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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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种应用爆炸式增长，

产生的数据量也急速膨胀，使用传统的单机存储和串行

数据挖掘算法已经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发现重要信息，而

云计算具有海量的存储能力和弹性化的计算能力，在数

据挖掘领域逐渐发挥出优势。聚类分析的重要特征是

在同一个簇中，对象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而在不同的簇

中相似度较低。目前已经有大量关于聚类的算法，包

括：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基于层

次的聚类算法、基于网格的聚类算法、基于模型的聚类

算法等”，。

尽means算法是一种基于划分的算法，由于简洁快

速的优点，使其应用非常广泛，但尽means算法也有其

局限性，在处理大量数据时，易产生内存溢出的现象。

对此，许多研究员提出了解决办法，文献[2]用MapReduce

模型实现传统的尽means算法，用来处理大量数据。文

献[3】对分布式canopy．厨neans算法采用“最大最小”原

则对该算法进行改进。文献[4]提出了基于MapReduce

的AcO．K．means并行聚类算法，针对尽means算法处理

海量数据存在的内存不足，提出利用MapReduce并行化

尽means，并通过AcO算法改进。文献[5]提出先对数据

进行随机抽样，再进行Dmeans聚类，然后将得到的聚

类点进行合并，最终实现聚类。

基于MapReduce的尽means算法虽然解决了传统

尽means算法处理海量数据存在的内存溢出问题，但仍

存在聚类效果不稳定、准确率不高等问题，为此，本文提

出了基于M叩Reduce的随机抽样缸means算法，通过对

数据集进行多次随机采样，优化初始聚类中心，并采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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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点计算方法，使得聚类效果的稳定性大大增强。

2相关内容介绍

2．1尽means算法

群means算法是很典型的基于距离的聚类算法，采

用距离作为相似性的评价指标，即认为两个对象的距离

越近，其相似度就越大。该算法认为簇是由距离靠近的

对象组成的，因此把得到紧凑且独立的簇作为最终目标。

七个初始聚类中心点的选取对聚类结果具有较大

的影响，因为在该算法第一步中是随机地选取任意七个

对象作为初始聚类的中心，初始地代表一个簇。该算法

在每次迭代中对数据集中剩余的每个对象，根据其与各

个簇中心的距离将每个对象重新赋给最近的簇。当考

察完所有数据对象后，一次迭代运算完成，新的聚类中

心被计算出来。如果在一次迭代前后，聚类中心不再变

化，说明算法已经收敛。

2．2随机采样

统计学中常见的抽样方法包括以下5种策略：(1)简

单随机采样；(2)分层采样；(3)整群采样；(4)多阶采样；

(5)系统采样。在统计学中，简单随机采样是其他抽样

方法的基础，但它在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中很少被单独采

用，主要原因是它需要一个对全部基本单元的完整抽样

框，且所得的样本单元相当分散，调查不便。而在数据挖

掘技术中，因为总体的确定性，这样的限制被消除，所以

简单随机抽样是数据挖掘技术中最常用的抽样策略m，。

由统计学的大数定律、贝努力大数定律、中心极限

定律等可得到如下结论，不论总体服从何种分布，只要

其数学期望和方差存在，从中抽取容量为门的样本，则

这个样本的和或平均数作为随机变量，当聍充分大时，

趋于正态分布。则由中心极限定理可得随机抽样数据

的公式为：

，z：—竖缝 (1)，z=—■—————■—i L l J

△!×Ⅳ+f2×62

其中，Ⅳ为数据总数量，f为概率度，巧为标准差，△；为

误差限制。

抽样成数的计算公式为：

玎：：型型三翌兰!!二盟 (2)
△；×Ⅳ+f。×p×(1一p)

其中，Ⅳ为数据总数量，p为有效概率，f为概率度，d

为标准差，△；为误差限制。

2．3 MapReduce模型介绍

M印ReduceⅢ是Google在2004年提出的一种编程

模型框架，主要用于支持基于集群的海量数据的分布

式计算，用户通过实现map接口，来处理一系列的键值对

<key，value>，产生一系列的中间键值对<key，list<values>>，

用户通过实现的reduce接口对每一个key计算所有对应

的value值”1。

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及容错性9，，能够满足人们

对海量数据处理的需要”“，在大数据处理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Apache推出的Hadoop平台m1实现了MapReduce

模型，其将HDFs分布式文件系统和MapReduce模型有

效地结合为大数据处理提供了方便的平台””，并且该平

台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MapReduce不仅适用

于搜索领域，也适用于满足MapReduce要求的其他领域

计算任务m1。MapRdeduce的工作流程简易图如图1所

示，其中负责控制及调度Job的是JobTracker，负责运行

Job的是TaskTracker。而MapReduce运行时是分成Map

Task和Reduce Task来处理的，而不是完整的Job。

图l MapReduce模型工作流程简易图

3 基于MapReduce的抽样尽means算法设计
3．1 参数设置及新中心点计算方法

在进行预聚类时，文献[5】提出露’的数量要远大于

给定的Ji}值，这除了提高对样本分布的近似精度以外，

还有其他好处，已知K．means算法通过迭代重定位技术

最小化误差平方和准则，最终快速收敛到一个局部最优

的解。形象地，可以认为尽means算法是在对数似然函

数空间上的随机爬山算法，对于具有j}个全局最高点和

大量局部极高点的数据集，尽means聚类算法很可能陷

入局部极高点，从而导致对于不同的初始类簇代表点，

算法会收敛到不同的局部极值点，即聚类结果对初始代

表点的选择非常敏感，类别数目七的增大类似于开辟更

多的爬山路径，如果七’>>七个路径，则到达全局最高点

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大，而过拟合问题不能避免。该文献
厂， 王、

中推荐露’的数目为minld×雅勉。in，雅8 J(1≤Ⅸ≤10)。其

中甩为数据集数量，“。i。为最小类簇。

由于在海量数据环境下，有时不能确定数据集的数

量玎，而“椭也难以确定，本文在算法中自动统计数据

厂 至、

集，z的数量，从而求出七’的值，七7取min【6c×，z似／j})，，z 8 J
王

(1≤a≤10)，即七’的数目为min似×七，，z8)(1≤6[≤10)，为

保证预聚类时七7个初始聚类中心点都能进行聚类，抽
至

样的样本数量应不少于max陋×露，强8)(1≤&≤lo)。因
至 至

为max陋×七，甩8)必然大于min似×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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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尽means算法用求平均值法获得中心点，这样，

使得中心点受奇异值点的影响很大，最终影响聚类效果。

因此本文提出获取初始聚类中心点后，迭代中采用

去除最远距离点和最近距离点的方式，求出新的中心

点。减小奇异值点对聚类的影响，如公式(3)：
土

所。2∑(xf—J一一xmin)伽～2) (3)
l=l

其中x。。。为簇内距离中心点最远的点，工曲为簇内距离

中心点最近的点，通过去除两点的值，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使得生成新的中心点更加准确。

文献[5]推荐循环预聚类次数f取值为[3，10]即可，

本文实验均采用f=8。

在各种调查活动中，进行随机采样时置信度通常取

o．95，本文实验采用置信度为o．95，即概率度f=1．96。

3．2算法设计思路及具体执行流程
设计思路：首先进行多次抽样，对抽样数据进行预

聚类，通过计算密度、距离以及平方误差，最终选取较优

的初始点进行聚类，迭代中去除距离中心点最远和最近

的点，重新计算中心点，直到算法收敛。图2描述了基

于MapReduce的随机抽样怨means算法的实现方法。

执行流程如下：

输入：数据集D和聚类数目七，采样次数f。

新中心点

副撼h轴ob一 、，启动下一

噩副盘瑟孺
方差

Reduce

重新计算
中心点

Reduce

重新计算
中心点

Reduce

重新计算
中心点

多次抽取

数据

1．对数据进行抽样。

1．1．首先用Firs垅MeansMap和FirsⅨMeansReduce计算

数据的平均值。

1．2．然后用Secon出r(MeansMap和secon删eansRe—
duce计算数据的方差。

1．3．根据公式(1)确定抽样样本量。

2．开始循环抽样，在抽样的数据集中随机选出七’个预聚

类点，将抽取的数据集聚成七’类，用Three胁eansMap和
Thre碳meansReduce，求出聚簇中心和簇内密度，得到集合D’。

3．然后用Fou垅MeansMap和FouⅨMeansReduce求出

D’中密度最大的点Ⅱ，并将口从集合D7中去除。

4．用Five蹦eansMap和Five删eansReduce在D’中求
出距离a点最远的点6，并在集合D7中去除点6，这样依次

求点，直到初始聚类点的个数为输入的聚类数目七为止。

5．用NexⅨMeansMap和NexⅨMeansReduce求出该尼

个点的平方误差，并记录。

6．循环结束求出平方误差最小的七个点，作为初始聚类

中心点。

7．用删eansMap和删eansReduce进行迭代，通过公式
(3)求出新中心点，直到满足error小于阈值。

8．用LasⅨMeansMap和Last^MeansReduce进行最后一

次聚类，输出聚类结果。

算法流程图如图3所示。

启动下一轮Job

数据片O

数据片l

计算豇个点的平

方误差并记录

加载平方误差最小的t个初始聚类中心点

加载平方误差最小的七个初始聚类中心点

加载平方误差最小的t个初始聚类中心点

图2 基于MapReduce的算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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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算法流程图

4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单机处理比较实验

4．1．1 单机处理数据负荷对比

实验内容为在集群的一个节点上运行本文算法与传

统K．means算法在处理相同规模数据以及相同的硬件环

境下，聚类所需的时间。实验中的两种算法均由Java实

现，测试数据为6组随机生成的二维数据集，聚类数目为

4类，误差为0．01。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f1表示传统

尽means算法的运行时问，‘表示本文算法的运行时间。

表l单机处理数据对比表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传统的

Bmeans算法运行内存资源消耗增大，导致机器性能下

降，最终内存溢出。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本文算法

的计算能力小于尽means算法，这是由于MapReduce每

次启动任务时消耗的时间较大，但当数据量较大，

尽means算法不能计算出现内存溢出时，本文算法依然

能够进行数据处理，可初步看出本文算法具有处理大规

模数据的能力。

4．1．2聚类稳定性及准确率测试

实验内容为在集群一个节点上运行本文算法与基

于MapReduce的尽Means算法，在相同环境，相同误差

限制等条件下，进行稳定性和准确率比较，两算法均由

Java实现，测试数据集为ucI机器学习库中的iris数据

集和heart数据集以及数据堂的经典聚类数据集

4k2 far，其中iris数据集为150条4维数据，聚类数目为

3类，每类50条数据。hean数据集为270条13维数据，

聚类数目为2类，第一类为150条数据，第二类为120条

数据。4k2 far数据集为400条2维数据，聚类数目为4

类，第一类为149条数据，第二类为147条数据，第三类

为53条数据，第四类为51条数据，误差均为0．01，测试

结果如表2～表4所示。

表2 iris聚类准确率对比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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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heart聚类准确率对比表

冬I 4求胖配WH

对4k2一far数据集进行多次聚类实验，可得本文算

表4 4k2 far聚类准确率对比表

经过多次对iris数据集聚类的实验可知，本文算法聚

类效果稳定且准确率较高。这是因为基于MapReduce

的尽means算法随机选取初始聚类中心，使得聚类效果

很不稳定，而本文算法通过多次抽样，优化初始聚类中心

最终选取较好的初始点。使得聚类效果更趋于稳定，且

迭代中，用标准化方法计算中心点，使得聚类效果更好。

经过多次对hean数据集聚类实验，由表3中数据可

知，基于MapReduce的K—means算法的聚类效果并不稳

定，而本文算法稳定性优于基于MapReduce的K—means

算法。

法的稳定性与准确性较好，且迭代次数有所减少。

通过三组实验，对不同聚类数目、不同维数和不同数

量的数据集进行多次实验，由于对数据集进行多次抽样并

优化初始聚类中心，相较于基于MapReduce的尽means

算法，本文算法具有较好的准确率与稳定性。

4．2集群性能测试

实验环境：实验由6台Pc机组成，其中作为master

节点的配置为：cPu型号为Intel core i5．460M；内存为

8 GB；硬盘为500 GB。其他5台作为slave节点的配置

为：cPu型号为Pentium@Dual．core E6600；内存为2 GB；

硬盘为500 GB。6台机器安装的操作系统都为ubuntu

12．04，集群上搭建的Hadoop版本为Hadoop．2．2．0，代码

编译采用JDKl．7。集群配置如图4所示。

本实验采用3组数据集datal为556 MB，data2为

1 200 MB，data3为l 700 MB，取误差为0．01，对3组数据

进行聚类实验，生成8个聚类类别，将5个节点逐渐参与

计算，观察其加速比，其结果如图5所示。

—◆一datal

—■一data2

—矗一data3

二 { 4 )

m’i数

Hj H，^效率I挈I

随着节点数的增加，相同数据集的处理时间逐渐减

少，可见其具有良好的加速比和可扩展性，加速比是同

一个任务在单处理器系统和并行处理器系统中运行消

耗时间的比率，用来衡量并行系统或程序并行化的性能

和效果以及扩展性。其加速比对比如图6所示。

如图6所示，其加速比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而线性增

加，可见只要集群的节点数量足够多，便可高效地进行

大规模数据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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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对基于MapReduce的K．means算法存在的聚类效

果不稳定、准确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算

法。采用多次随机抽样进行预聚类，并用计算密度、距

离、平方误差等方法优化初始聚类中心，迭代过程中，采

用新的中心点计算方法，通过对ucI机器学习数据库中

的iris数据集、heart数据集等进行多次实验，表明本文算

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同时集群实验表明，本

文算法具有良好的加速比，随着集群节点数量的增加，

算法效率获得明显提高：今后将对K．Medoids算法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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