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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学位论文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或贡献如下：

本文主要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和Spark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在海量文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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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特征选择、文本表示、训练模型和分类等各阶段并行算法设计。为验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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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算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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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用户高效的利用Spark集群和降低操作的复杂性，本文设计了基于

B／S结构的并行文本分类系统。用户可将待处理数据上传至集群，选择业务并设

置相关参数进行任务提交，待海量数据处理完成，系统将在w曲页面反馈相关

信息。最后，系统提供了数据下载，用户可将相关信息保存在本地进行分析，如

分类规则和分类结果的下载。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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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本分类问题广泛存在于搜索引擎、信息检索等应用中。尤其是信息技术广

为发展的时代，有效地对大数据中的文本进行分类是数据挖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本文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在海量文本分类中的应用，随机森林算法是一种集

成算法，能有效的处理海量数据。随机森林分类算法通过随机性的引入，在获得

较好分类效果的同时很好的解决决策树算法过拟合的问题。随机森林算法在抽样

建立决策树的过程中，可能会生成较差的随机子空间，从而使得对应的决策树分

类能力较弱，针对此特点本文采用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调整这些决策

树的分类能力。同时根据随机森林中各决策树的分类能力，在随机森林算法中采

用加权投票方法，实验表明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在大多数数据集上分

类性能优于l(】州、朴素贝叶斯、决策树和传统的随机森林等算法。

M印Reduce框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大数据并行计算框架，MapReduce框

架下的并行文本分类算法的研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MapReduce框架的缺点是，

在并行计算的过程中会将中间结果存储在m)FS上，造成大量的IO开销等；而

Spark框架是基于内存计算的并行框架，在执行过程中并不会直接将中间结果存

储在磁盘(只有当内存不足时才会将数据部分缓存到磁盘)，因此Spark框架的

执行效率相对较好。本文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和Spark框架在海量文本分类上的

应用，并同MapReduce框架下的并行文本分类进行了简单比较，实验表明Spark

框架上并行文本分类并行性能较好，且优于MapReduce框架下并行文本分类。

最后，为方便用户对集群的使用，设计了基于B／S结构的并行文本分类系统，用

于远程提交任务、集群监控和数据下载等。

关键词：并行文本分类；粗糙集；Spark；随机森林；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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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 cIassification is wjdely used in the applieations of Search englne，

inforInation retrieVal etc．Esl)ecialIy in也e era of mfbnnation technology，it is one of

the imDonant researches of data mining to cIassi黟text in big da协eff．ectiVely．In tIlis

papeL we study tlle application of mndom forest algorinⅡ11 in the classmcation of

maSsive textS．Random岛reSt algorithm iS an inte罂lated algorit胁that can efl’ectiVely

deal with tlle massive data．Better classification efrect may be obtailled and the

Droblem of overfitting in the decision tree may be s01Ved simultaneously m me

random foreSt by utilizing rando砌ess．Furdle唧ore，random forest aIgorlt胁canbe

applied to the processing b逗da_【a by us血g random subspace·Poor random subspace

may be generated in the s锄pling s诅ge，consquently the cIassification abilit)，of t11e

corresponding decision may be．吼peded．1n this p印er，rou出set也eory ls applled
to

random forest which aim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bility of t11e random fore5t·

Moreover，wei曲ted vo把r are adopted。111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mved r锄dom forest algorithm is superior to me NaiVe Bayes a11d declslon tree

algorimm in tlle claSsincation perfb衄aIlce in most of data sets·

MaDReduce fr咖ework is cu仃ently me most widely used pamlIel c咖putlng

framework for big data。Pamllel text classification alg洲thms under MapReduce

纳mework have attract much anention of researchers．But me disadVantage ot

MapReduce is曲t the．mtenllediatc results can only be咖red on the HDFS，which

resulting in a l鹕e a1110unt of IO overhead．Spark is a kind of paraIlel fhmework

based on memO巧computing，a11d it will not Store the inteHnediate results dlrectly m

tlle eXecution process(}Iowever’pan of data w．1l be cached to disk when the Space ot

memorv is not enou曲)，Therefore，me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park fr锄ework 1s

relatively better．In this paper，parallel algorithm for text classification is inVestigated

bv using 砌dom foreSt 岫der Spark framework， which is compared to text

class访cation algorithm under MapReduce．Experiments show that me parallel teXt

classincation on Spark n?帅ework has good parallel perf-0咖ance，and better than the

MIapReduce．Finally，for the convenience of users on me use of Spark cluster，a

p啪11el text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B／S stlllcture is designed，which is used

for remote commit tasl(s，cluster monitoring and data download，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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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课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硬件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产生和存储变得更加容易，

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产生海量数据，尤其是以搜索引擎、在线新闻和电子商务等

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行业。这些海量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模糊和不确定数据。

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海量数据，以及如何从这些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数据中挖掘有价

值的信息己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本挖掘是数据挖掘领域的重要分支，其

中文本分类又是文本挖掘的主要研究领域，并已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信息检

索领域。

文本分类是指利用文本内容将待分类的文本划分到一个或多个预定义的文

本类别中的一种手段。大多数的文本分类的研究都是通过大量的有标记样本建立

分类模型，然后通过分类模型对未标记样本进行预测⋯，现在文本分类领域开始

关注半监督学习【2．3】。文本挖掘和传统的数据挖掘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的数据挖

掘处理的是数据通常是结构化的，且特征维度比较小。而文本挖掘处理的是非结

构化的文本数据，特征维度通常较多，依靠人工分类整理己不能满足要求，因此

必须研究基于计算机的文本自动分类技术。在分类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算法来表示

文本和构建分类模型是文本分类的主要内容。文本分类过程涉及到大量的统计和

计算，数据规模较大时传统的文本分类效率较低，甚至无法完成分类，因此需要

研究文本的并行分类。

Ghemawat S等发表的GFs【41、MapReduce【5】和BigTable【6】三篇论文奠定了大

数据处理的基石，随后云计算技术得到迅猛发展，通过云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分

布式存储与计算已成为趋势，其中以Hadoop和Spark应用最为广泛。Hadoop是

对GoogIe GFS和MapReduce的开源实现，它提供了皿Fs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和MapReduce并行计算模型【71。基于MapReduce并行计算框架的计算会把中间

结果写在磁盘上，当一个任务有多个MapReduce处理阶段时，各个阶段的输出

结果存储在HDFS上的，这样就会有大量的IO操作，当处理的数据规模很大时，

性能会严重下降。为了解决这样问题，200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MPLab推

出了基于内存计算的Spark框架。

Spark是基于内存计算的大数据并行处理框架【8】，与MapReduce并行框架不

同的是，Spark将中间结果优先存放在内存中，而不是}玎DFS上，因此Spark具

有很好的实时性。Spark的核心是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DD，RDD在集群中的多

台机器进行分区来存储数据。Spark可以兼容多种底层存储系统，例如珈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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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3、HI)aSe等，Spark也可以支持多种资源管理框架，例如Mesos、YARN

等。然而spark并不完美，ImD模型适合的是粗粒度的全局数据并行计算，不

适合细粒度的、需要异步更新的计算。

文本分类过程中的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文本向量化以及分类器训练以及

分类过程都需要大量的计算，在处理海量文本数据时，单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

力难以达到要求，需要通过并行技术处理海量数据。使用Spark框架对海量文件

集进行分布式处理可以有效降低运算时间，提高分类效率。因此，研究如何降低

在海量数据集文本分类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以提高文本分类的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粗糙集理论定义了属性对分类的不同重要程度，简称属性重要度，随机森林

分类算法构建决策树时，首先对训练集样本进行抽样，然后随机选择部分属性生

成特征子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决策树。而随机生成的特征子空间可能包含大量

的属性重要度较低的属性，此时可根据粗糙集属性重要度理论选择部分属性重要

度较大属性调整这些较弱的随机子空间，使得对应决策树获得更好的分类能力。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提高海量文本的分类效率和分类能力为

目标，结合粗糙集属性约简理论和Sp玳分布式计算框架，建立一种高效的海量

文本的分类方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2．1文本分类国内外研究现状

H．PLullfl于1959年提出了词频统计思想用于自动分类【9】’1960年，Maron

等发表了文本分类的第一篇论文，第一次提出了自动分类的概念I∞】。到目前为

止，国外的文本自动分类研究比较成熟，并在信息检索【1¨、邮件分类等领域获得

了广泛的应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邮件分类系统、卡内基集团的Construe

系统等。1981年侯汉清教授向国内引入了文本分类思想【12】，开启了国内文本分

类的研究。国内文本分类的主要研究的是文本分类算法在中文文本分类上的应

用。

文本分类过程中主要包括文本预处理(包括分词和去停用词等)、特征降维、

文本表示、训练分类模型和分类等阶段。文本预处理过程，主要研究的是分词和

去停用词，分词主要包括可中文分词和英文分词，由于英文语句中各单词天然的

由空格隔开，英文分词较为简单，按空格切分语句即可。而中文语句是由连续的

字词构成且语义较为复杂，因此中文分词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对语句进行划分，使

得划分出的词能很好代表文本。在中文分词领域目前效果较好的是中科院分词系

统 (Institute of Computing 1、echnology，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

ICTCLASl，ICTCLAs不但分词速度快，而且分词效果较好。文本分词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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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词作为特征词进行文本表示，不但可能造成维度灾难，甚至会影响分类

的正确性，因为部分对分类没有促进作用的词可能会成为噪音数据。因此，有必

要研究特征降维，选出小部分最能代表文本的特征词，在降低计算机复杂度的同

时，也能提高分类的正确性。文本特征降维的研究主要包括特征选择方法113_14】

和特征提取方法I】5】的研究，特征选择主要包括文档频率(DF)、互信息(MI)和

卡方统计等方法。范雪莉等116l结合互信息(加)与主成分分析分析进行特征选

择，裴英博等【17】在卡方统计的基础上，去除了特征词与类别负相关的情况，改

善了非平衡数集上特征选择，Yang等【18】的研究表明卡方统计特征选择方法效果

较好。文本表示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根据特征词将文本进行向量化，以便分类阶段

进行统计和计算。文本表示主要包括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和布尔模

型(B00leaJl Model)，其中向量空间模型应用较为广泛。向量空间模型用特征词的

权重来代替对应的特征词，最常用的权重计算算法是TFIDF算法【19】，TFIDF一

经提出便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领域。虽然TFIDF应用很广泛，但是TFIDF算法

并不能兼顾所有应用场景，针对TFIDF自身的缺点，张玉芳f20】等针对特征词在

各类中出现的频率改进了TFIDF算法。How等【21】从非平衡数据集的角度改进了

TFIDF算法。李学明等结合信息增益和信息熵改进了TFIDF公式【221。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文本分类方法：利用距离公式计算文档间的相似度，如

K近邻方法(1心玳)1231，Rocchio算法等；结合人工智能的知识学习算法，如支

持向量机方法(svM)f24】、决策树方法(Decision T’rce)㈤；利用信息和概率论

等理论的方法，如贝叶斯方法(Bayes)【26】等。l心N分类算法是一种懒惰的算法，

计算过程集中在分类阶段，因此当数据规模较大时KNN算法效率较低，并且当

训练样本分布不均匀时，KNN分类性能会明显下降，针对以上两个缺点，熊忠

阳掣27]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密度Ⅺ州算法。陶新民【28】等研究了非平衡数据在

支持向量机(SⅥⅥ)上的分类。徐鹏等【29】研究了决策树在流量分类上的应用。

杨成鹏【30]提出了一种加权补集的朴素贝叶斯文本分类算法，提高了训练样本中

数据分布不均匀时的分类效果。

随机森林在分类中的应用日渐成熟，姚旭等【31】在AdaBoost的训练阶段通过

寻找最优特征权重分布来改进随机子空间，提高了基分类器的分类能力。曹鹏等

【32】将X—means聚类与随机子空问组合，提出了一种针对大规模数据的分类算法。

杨明等【33】针对高维度数据提出了一种局部随机子空间的分类算法。邓生雄等【圳

研究了P2P数据在随机森林算法和Mapreduce下的分类。黄衍等135】从泛化能力、

鲁棒性和不平衡数据等方面比较了支持向量机算法和随机森林算法。孙菲菲等[36]

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在犯罪预测中的应用。郭颖婕等【37】结合随机森林和K-Mealls

聚类算法进行抗性基因识别。针对数据流的在线学习问题，王爱平等{3 8J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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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量式极端随机森林算法。李欣海【39】研究了昆虫数据在随机森林算法下的

分类和回归。韩伟等140】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在图像分类中的Mapneduce并行化。

陈海利和田宝明等【4142】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在文本分类中的应用。许曼和于延等

143斟】研究了基于Mapreduce的随机森林算法在海量数据分类中的应用。赵亚红【45】

研究了多类标分类中的随机森林算法。

1．2．2粗糙集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

波兰学者Pawlak于1991年发表了《Rc'u曲Set：111eoretical Aspects of

Reasoning about Data》【461，该书与1992年出版的粗糙集理论应用专集奠定了粗

糙集理论的基础。

粗糙集理论定义了属性对分类的重要程度，一部分属性对分类可能有很积极

的影响，一些属性可能对分类结果没明显的影响，甚至一部分属性会成为噪音数

据，降低分类结果。因此，研究粗糙集中各属性对分类的重要度，一方面可以提

高分类性能，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降低特征维度，提高分类速度。属性约简是粗

糙集理论中较活跃的研究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应用之一。1992年Sko、won【47】提

出了区分矩阵约简算法，可以求出所有约简和最小约简，但这是一个NP问题。

Hu等【48】在Skowron区分矩阵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属性重要度的启发式约简算法，

根据区分矩阵找到核属性后，计算正区域得到属性的重要度，选择最重要的属性

加入约简集。Jelonek等【49】提出了以属性增益为重要度的启发式算法。在海量数

据并行约简研究方面，钱进等【50j2l研究了海量数据基于等价类属性约简在

MapReduce上的并行，钱进等【53】研究了海量数据基于差别矩阵基属性约简在

MapReduce上的并行，Qjan等[54】结合粒计算和层次决策表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粗

糙集属性约简方法，并实现了基于MapReduce的并行化。

粗糙集理论能有效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和去除冗余属性，粗糙集理论在分类中

的应用主要包括属性约简和改进其它分类算法，此外还可以根据粗糙集属性约简

得到分类规则进行分类。针对分类样本属性冗余的情况，赵靖等[55j研究了粗糙

集属性约简理论在多种常见分类算法上的应用。朱敏玲【56】针对支持向量机

(SVM)难以处理高维度数据的特点，利用粗糙集属性约简理论缩小问题的规

模。蒲国林【57】结合粗糙集属性约简理论和信息增益进行文本特征选择。胡学伟

等【58】研究了模糊粗糙集中数值属性的约简。郭敏、孟军和徐菲菲等159引】研究了

粗糙集对连续属性约简，并在分类上取得较好效果。此外，一些学者将粗糙集理

论与分类算法相结合用于提高分类性能。刘继宇等【62】提出一种加权l(1叮N算法，

解决了样本无法匹配粗糙集分类规则的问题。李华和张晶等【63删研究了粗糙集理

论在多标记学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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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并行分类国内外研究现状

传统的文本分类系统受限于单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只能处理小规模文

本分类，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每天都在产生海量的各类数据，此时单机环境的分

类系统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用于处理海量数据的Hadoop应运而

生。Hadoop平台包括HDFS分布式文件系统和MapReduce并行计算框架两部分，

前者用于存储，后者用于计算。M印Reduce框架，以其方便、健壮、可扩展性在

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地应用。Ghemawat S等【5-7]提出了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存储的

理论，奠定了当前大数据处理的基础。向小军、卫洁等【65枷]研究了基于Hadoop

的海量文本并行算法。王静宇掣67】研究了Hadoop平台下TFIDF算法的并行化。

赵文娟【删研究了Web文本在Hadoop平台上的分类。由于Hadoop强大的性能与

先进的理念，Hadoop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行业，例如Facebook，Yahoo，百度，

阿里等互联网公司都己进入较成熟运用阶段。此外，一些学者根据GPu吞吐量

大的特点，研究了基于GPU的并行文本分类：刘勇等【30'69】研究了朴素贝叶斯算

法在GPU上的并行文本分类，王亮170】研究了支持向量机算法在GPU上的文本

分类。

此外，针对MapReduce框架计算耗时的特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出了

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Spark，由于spark提出的时间较短，目前基于Spark框架

的文本挖掘研究比较少，主要研究的是在聚类算法上的应用：王桂兰等【71]研究

了FCM聚类算法在sp址上的应用。梁彦、邱荣财等【72-73】研究了K·means和Cu也

等聚类算法在spark框架中并行化。王诏远等【74】研究了蚁群算法在spark上的并

行。本文研究Spark框架下并行文本分类算法及系统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和实用价值。

1．3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了随机森林分类算法在并行文本分类上的应用，文本分类过程

中的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文本向量化以及分类器训练以及分类等阶段需要进

行大量的统计和计算，在处理海量文本数据时，单机的计算速度和内存很难达到

要求。并行计算是解决海量数据处理行之有效的方法。随机森林分类算法是一种

集成分类算法，随机森林由很多决策树组成，随机森林的各个决策树的创建是相

互独立的，因此随机森林算法有很好的并行性。

当前海量文本分类技术主要研究的是基于MapReduce的并行计算，在构建

随机森林模型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决策树，MapReduce计算框架在抽样阶段

会进行大量的磁盘IO操作，极大的降低了运行效率。spa呔是一种基于内存的

计算框架，与MapReduce不同的是Spark框架将中间结果存储于内存而非}玎)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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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Spark框架具有较好的实时性。

本文针对MapReduce计算模型构建随机森林模型时低效率的特点，利用

Spark并行计算框架进行随机森林的并行建树，以提高海量文本的分类效率；同

时在构建决策树时候，引入粗糙集理论提高决策树的稳定性，以提高分类效果。

1．4论文结构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后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文本分类相关概念，介绍了文本分类技术基本概念和处理方法、常

用分类算法，以及文本分类评价标准，随后介绍了Sp破分布式计算框架，最后
介绍了粗糙集理论的基本概念。

第三章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首先介绍了决策树算法，并在此

基础上引入随机森林算法，然后结合粗糙集属性重要度理论，重点研究了在构建

随机森林决策树的过程中，加入部分重要属性，以增强随机森林整体的稳定性。

在分类阶段，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分类的正确性，采用了加权投票器。

第四章基于Spark的文本分类并行算法设计，对文本分类各个阶段进行了

基于Spark框架的并行设计，包括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文本向量化、构建随

机森林模型和分类等阶段。

第五章实验分析与文本分类系统设计，选取文本语料库，设计实验完成随

机森林算法的文本分类，并评价分类性能和并行性能；此外，设计了基于的B／S

结构的文本分类系统。用于数据上传、任务提交、集群监控和数据下载等功能。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工作，对基于Spark并行计算框架

的文本分类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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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本分类相关概念和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文本分类过程包括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文本表示、训练分类模型和分类

等阶段，文本分类研究的是在这些阶段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算法，使得分类的效果

达到最优。

2．1文本分类技术

自动文本分类技术(简称文本分类)是一种有监督学习过程，文本分类是指

利用计算机按照预先定义的主题类别，根据文本内容将一篇文档归类为某一类或

某几类的过程。假设D是一个待分类文本集合，C是预先定义的分类体系类别

集合，f是文本到类别的一个映射规则，一个文本可能属于一个类，也可能属于

多个类，甚至不属于任何给定的类，因此映射f可能是一对一的映射，也可能是

一对多的映射，见式(2．1)。

厂：以4，吐，．．．，以)_c(cl，c2，．．．，c，) (2-1)

一个完整的文本分类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Stepl：文本预处理：对文本进行分词，提取出词项；文本的格式多种多样，

例如HTML、XML、TXT等格式，需要统一格式；此外，需要去除对分类结果

没积极影响的停用词。

Step2：特征提取：文本分词后得到的词项较多，通常高达几万维甚至几十

万维，如果选取全部词项进行文本表示，分类的效率会很低。通常是选取少量具

有代表性的词汇来代表这些词项，以提高分类效率。

Step3：文本表示：选取适当的文本表示模型和权重算法，将非结构的文本

进行向量化，以便进行计算。

Step4：训练分类：选取分类算法建立分类模型，并完成对待分类文本的分

类。

Step5：性能评价：通过查准率、召回率、F值等指标评价分类模型的性能。

2．1．1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主要包括分词和去停用词两部分，分词技术是指将文本内容切分

成字、词组合的形式，停用词指的是那些在大量文档中大量出现的字、词，它们

对分类的影响较小。此外文本的格式多种多样，还需要多不同格式的输入文本进

行格式化处理，例如将删TL、XML等格式的文件统一格式化为TxT文本格式。

1)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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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本由于其独特的语言特性，字词之间自然是用空格隔开，对于英文文

本来说，只需要根据英文单词之间的空格将句子划分为单词即可。由于英文文本

有词形的变化，为了简化一个单词的动词、名词等不同形式，需要将单词进行词

干化来减少文本单词的维度，例如”monl(ey”、”monday”、”monster’’等词通过词

干提取统一表示成“mon”，这样即降低了特征词的维度，又增加了特征词”mon”

的词频信息，提高了该特征词代表该文本的能力。由于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在内

容构成上的不同，中文文本内容是由连续的汉字组成，那么必须对文本进行切分，

即分词。文本分词包括构造词典和利用分词算法进行分词【75】，对于中文文本，

可以把字、词或词组作为文本的特征项。以宇作为特征项会导致文本的特征维度

过高，以词组作为特征项会导致文本切分困难，所以最常用的是以词为单位作为

文本的特征项【761。

根据分词时使用的方法的不同，常用的分词方法主要分为三类：基于词典的

分词将待分词文本与词典进行匹配，若在词典中匹配到某个字、词，则进行切分，

主要包括最大正向匹配、逆向最大匹配和最少切分匹配法等，基于词典的分词易

于实现，速度较快，但是分词效果受词典影响较大；基于统计的分词通过互信息

定义汉字之间的关联程度f丁刀，当互信息值高于预定义的阈值便可认为这些字构

成了词，基于统计的分词方法不需要构建字典；基于理解的分词通过模拟人对句

子的理解来进行分词，可以在分词的同时利用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来消除歧义切

分现象【78】，该方法在利用机械方法进行分词的同时，将句法和语义信息加进来，

以提高分词的准确率【80】，目前基于理解的分词系统还处在实验阶段。

2)去停用词

分词后的文本成为字、词的一个集合，有些字、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在

所有的文本中都出现，但是这些词和文本类别的相关度低，在文本中只是起辅助

作用，不表示实际意义，我们把这些词称为停用词。去除停用词一方面可以对特

征项进行粗降维，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和提高分类算法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停

用词的存在，分散了特征的权重分布，容易对文本中有效的特征词形成噪音干扰，

因此去停用词后的特征项能更加准确的表示文本。FORMAN G等【80】的研究表明

出现在训练集中的词汇只有极少数的词被反复使用，绝大部分的词汇很少被使

用。这些很少被使用的词被称为稀有词，它们对文本的分类影响很小，删除这些

稀有词能大幅降低特征集的维度，提高分类效率并且对分类精度影响不大。

Silvan等【81】指出删除停用词能明显提高文本分类的性能，而取词根则稍微降低分

类性能，删除稀有词对分类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中文文本还是英文文本，都有大量的停用词。例如，英文文本中“me、

a11d、or、if，’等词，中文文本中“我、的、那、是”等词。去停用词，首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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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停用词表，然后用停用词表去过滤文本中的停用词，对特征项进行粗降维。

2．1．2文本特征选择

对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得到一系列特征项，虽然通过去停用词对特征项进行了

粗降维，但特征空间的维度依然很大，对文本而言其特征维度能高达几万维度、

甚至几十万维度。这些特征词中，并非所有的特征词都会分类有积极影响，维度

过高甚至会降低分类精度。因此，从这些特征词中选取一部分能代表文本内容的

特征词，不仅能提高分类精度，同时也能降低存储空间和提高分类效率，在海量

文本分类中表现更加明显。

特征选择是指从原始的m个特征项选取出t(t<c锄)个特征，这t个特征可

以更加简洁、更有效的表示文本内容。特征选择选取适当的算法对各特征词进行

评估，求得一个权重用于表示该特征词，然后对求得的值按降序排列来选择特征

词，通常有2种方法选取特征词：从降序排列的原始特征词集合中，选取前K

个词项作为特征词；预先设定一个阈值，在对评估值排序后只选择大于该阈值的

词条作为特征词。常用的特征选择方法有：文档频率①ocument Frequency，DF、

互信息(Mutual Infomation，MI)、信息增益(Infonnation Gain，IG、卡方统计(CHI)

等。此外，特征抽取也是一种常用的特征降维方法，特征抽取是利用某种变换方

法将文本的原始特征空间转移到一个维度较低的特征空间中去。由于特征选择方

法具有计算量较小、实现简单等特点，在应用于分类时能取得不错的分类效果，

本章主要介绍常见特征选择算法。

1)文档频率(Doc咖ent Frequency)

特征词w的文档频率(Doc啪ent Frequency，简称DF)是指语料库中包含该特

征词的文本数目。基于DF的特征选择基于以下假设：假设文档频率低于某个值

的特征不包含或包含较少的类别信息，将这些低频特征从原始特征空间中删除不

仅能够降低特征空间的维数，而且不会对分类器的性能造成影响。DF特征选择

方法认为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越多，特征词w越能更好的代表文档。

而实际上，如果某特征词在大量文档中都出现，这个词对文本分类作用不大，

文档频率特征选择方法却赋予了它较高的权重；同时，如果某特征词只在某一类

中出现，虽然计算所得的DF值不大，但它却是区分该类与其它类的重要特征。

文档频率特征选择方法具有概念简单、计算时间复杂度低等优点，易被用于大规

模文本处理。由于自身DF特征选择方法自身的局限性，应根据语料库的特点选

择该方法。

2)互信息(MutualInfo肿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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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息f75】根据单词的出现情况来衡量一个单词对某一个类的重要程度，特征

词w和类别ci之间的互信息MI(W，ci)，见式(2-2)。

M(㈣-l。g掣。1。g蒿器 沼2)
plw) plwlpIci I

其中，p(w，c。)表示训练集中特征词w在类ci中出现的概率，p(W)表示包含

特征w的文本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概率，p(c。)表示文本属于类别c。的概率。

当MI(w，ci)：o时，说明特征词w与类cj无关；当MI(w，c．)>O时，说明特

征词w可能属于类ci，此时特征词w与类ci正相关；当MI(w，e心<O对，说明

特征词w可能不属于类cj，此时特征词w与类ci负相关，会削弱此特征的重要

性， 在非平衡数据上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82】。在多类问题上，可以通过求互信

息在各类互信息值的平均值作为全局的互信息【82】，见式(2—3)。

‰(w'q)=∑p(D)埘(w，c·) (2·3)
f=l

3)信息增益(hfo肌ation Gain)

信息增益【831衡量的是某个词在文本中出现与否的信息嫡之差。通过统计特征

项t在类别ci中是否出现的文档频数来计算特征词t对类别c．的信息增益，特征

词t的IG值越大表示该特征词对类别的区分度越大，见式(2—4)。

昭(w，。)_
一 一 一 (2．4)

一p(D)logp(c『)+p(w)p(cJl w)+p(w)p(cjl w)109p(cJl w)

其中，p(c-)表示属于类ci的文本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概率，p(w)表示包含特征
词w的文本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概率，p(ci|w)表示包含特征词w的文本属于类ci

的概率，p(cil寻)表示不包含特征词w的文本而属于类ci的概率。

信息增益特征选择的缺点是，其只考虑了属性与类别的关联性，对特征在类

问和类内的分布考虑不足。

4)f统计(chi—square statistic)

f统计旧(chi．square statistic，简记为cHI)假设特征项w与类别c．之间的非

独立关系，类似于具有一维自由度的矛分布，特征词w对于类别ci的cHI值的

定义，见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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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c)=两者寄篙而 沼5，

其中，A表示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属于类别ci的数目；B表示不属于类ci

但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C表示属于类别ci但不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数目；D

表示不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并且也不属于类别ci的文档数目；N为训练集中的

文本总数。

#统计方法用来衡量特征项w和类别ci的关联程度。特征项w与类别ci相

互独立时，CHI值为0。CHI值的大小反应了特征项w与类别ci的关联性：CHI

值越大表示关联性越强，CHI值越小表示关联性越弱。

公式(2．5)描述的是特征词w关于类别ci的CHl值的计算，对于多类问题，

可分别求w对各类的cHI值，然后根据这些CHI值求得特征词w关于全局的

CHI值，通常是求这些CHI值的最大值或平均值。

2．1-3文本表示

文本经过分词、预处理等处理后，文本被表示为一系列特征词的集合。与此

同时，不同文本包含的词有所差异，造成了不同文本间特征维度的不同。因此，

必须将非结构化的文本转化为计算机能处理的形式，即文本表示。向量空间模型

(、vKtor Space Model)和布尔模型(BooleaIl Model)是最常用的文本表示模型。

Salton等1960年提出的向量空问模型(vsM)，是目前效果最好的文本表示

方法之一【84】。向量空间模型(VSM)实质上是把非结构化的文本经过分词、选

择特征词后，选择权重计算公式计算这些特征词的权重，然后用权重来表示这些

特征词，最后将文本转化为结构化向量的过程。在向量空间模型(VSM)中，

文本d表示为由特征词和特征词的权重所组成的向量，假设文本由特征词序列

T_ftl，t2，⋯，tn}，定义文本d的VSM模型为w(d)，见式(2-6)。

∥(d)=(wI(d)，w2(d)，．．．，w。(d)) (2-6)

其中，w。(d)表示特征词tll的权重。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权重计算公式是Salton于1973年提出的TFIDF公式，

TFIDF算法基于以下假设：在某些文档中频繁出现，但在其它文档中较少出现的

词最具区分能力。TFIDF定义文本d中词汇t的权重与其在该篇文章中的出现概率

成反比，而与其在整个数据集中出现的频率成反比(18]。TFⅢF公式包含词频耶

和逆文档频率IDF，其中TF体现了同类文本的特点，IDF体现了特征词区别不同

类别的能力，特征词的TFIDF权重计算，见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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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g譬+o．01) (2．7)

其中，磕，i表示特征词tl在文本di中的词频，N表示样本(训练样本／测试样

本)中总的文本数目，ni表示样本中(训练样本朋4试样本)包含特征词t。的文本

数目。为了防止文本长度不一致对权重计算的干扰，有时还需要对tf值进行归

一化。

向量空间模型的优点是把非结构化的文本进行了向量表示，便于计算与统

计，但是向量空间模型忽略了特征词的顺序、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个特征

词出现文本标题、首段和尾段等不同位置时，其重要度是不一样的，而向量空间

模型忽略了这些差异。

布尔逻辑模型(B00lean Model)[85]是一种简单的文本表示模型。其基本思想是

通过文本是否包含特征词w为其定义权重，如果文本包含特征词w，则w的权

重为1，否则为O，可以把布尔逻辑模型看作是对VsM模型的一种简化。布尔

模型具有结构简单，检索速度快等优点，但是布尔模型对特征词的描述只有包括

和不包括两种，并没有考虑特征词的出现的频率等情况，因此在多数分类算法中

布尔模型的文本表示能力相对于向量空间模型较弱。

2．1．4常用分类算法

文本经过预处理和文本表示后，得到的是一个文本向量模型。此时可以选取

合适的分类算法进行模型的训练(有些分类算法没有训练阶段，例如心州算法)，

得到分类模型。然后根据得到的分类模型，对测试集中的每一条样本进行分类，

得到待分类文本的类别信息。常见的分类算法有Ⅺ州分类算法、朴素贝叶斯分

类算法、SVM分类算法、决策树分类算法和随机森林分类算法等。

K近邻(K-NearestNeighbors，简称阳町N)分类算法【621是一种懒惰的学习方

法，它不需要训练分类模型，其基本思想是：给定一条测试文档d，选取距离计

算公式求得文档d与训练集每个文档的相似度，然后从根据预设的k值选取与文

档d相似度最大的文档集合D(dl，d2，⋯，dn)，最后根据这k个训练文档的类

别信息来判定文档d的类别，一般取这k个文档类别最多的类作为训练样本d

的类别。

KNN算法的优点是算法简单、易于理解，不需要训练分类模型，在分类阶

段只需计算测试集中每个样本到训练集中每个样本的距离并统计相似度最大的

文本集合，KNN算法的计算过程都集中在了分类阶段，因此KNN分类算法具有

计算量大、效率较低的特点。与此同时，Ⅺ呵N算法的可解释性较差，无法给出

明确的分类规则，例如类似决策树的分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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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29】定义了文档被划分到各个类别的概率，分类效果比

较理想。贝叶斯定理假设一个属性值对给定类的影响独立于其它属性的值。朴素

贝叶斯分类算法，根据贝叶斯定理计算出待分类文本属于各个类别的概率，然后

选取概率最大的那个类别作为待分类文本的类别，见式(2．8)。

鹏⋯=掣 (2-8)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文本d被分到训练集文本中各类别的概率，然后选取概率

最大的类别作为文本d的类别。根据贝叶斯假设，特征词之问相互独立，并且P

(d)为常数，因此公式(2．8)可转化为公式(2．9)。

p(巳Id)=p(勺)兀p(Z
i-l

(2．9)

其中，“cj)表示类别为cj的文本在训练集中出现的概率，p(dih)表示文本di

在类别ci中出现的概率。

朴素贝叶斯方法在贝叶斯方法基础上进行独立性假设，这种假设简化了贝叶

斯分类器计算的复杂性，但同时也忽略了特征词之间的关联，影响了分类精度。

同时，贝叶斯假设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贝叶斯分类器在此类场景下

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决策树算法也是最常用的～种分类算法，且分类性能表现良好，由于

随机森林分类模型是由许多决策树组成，因此将在第三章详细介绍决策树算法。

2．1．5分类性能评价

在分类前，需要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合测试集，且两者没有交集。训练集

用于训练分类器，测试集用于评价分类器性能。划分数据集时，要确保类别信息

以正确的比例表示，从而使类的先验概率不受影响【861。目前常用的数据分割方

法有K折交叉验证和5x2折交叉验证。其中K折交叉验证是将样本随机K等分，每

次将其中一个子集作为测试集，其余作为训练集进行分类，如此进行K次分类，

得到K个不同的结果，采取平均算法得到该算法的最终性能评价。一般K取值为

10。

目前对分类结果最常用的评价标准是准确率与召回率，F值【87】。准确率

(percisjon)定义了被正确划分到类别c的文本数量同被划分到类别c的文本数量

的比例。召回率(recall)定义了被正确划分到类别c的文本数量同实际属于类别

c的文本数量的比例。对于一个二分问题，其查准率(precision)和查全率(reacalI)

定义，见式(2．10)和(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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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属于该类的文档数 真正不属于该类的文档数

判定为该类的文档数 a b

判定为不属于该类的文档数 c d

以上方法只能评价单个类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对整个训练集的查准率和查全

率的评价有两种方法：宏平均和微平均【87】，本文采用宏平均作为评价指标，宏

平均方法先计算各个类的查准率(percision)和查全率(recall)，然后计算它们

的平均值作为整体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定义pPrc括fD胆为全局查准率，定义mcall

为全局的查全率，见式(2．12)和式(2．13)。

∑p(q)

面而=竺哥 @‘12’

∑，．(cj)
鬲面：皇!￡．一 (2．13)

CI

其中，集合C表示类别的集合，lCI表示总的类别数，p(ci)表示类别c。的查准

率(percision)，r(c。)表示类别ci的查全率(recall)。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召回率和准确率的偏重可能不同，且召回率与准确率是

相互关联的，单纯提高其中一个性能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性能的降低，为了权衡召

回率与准确率，F度量被Lewis用来评价文本分类性能【8引，在F值的公式中设置

一个可调整参数p，用于调整准确率(percision)和召回率(recall)的比重。F

值的计算方法，见式(2．14)。

疋：鲤±!!堑堕霉：型 (2．14)
9

Dercjsion半口2+recaU

其中，p用来调整p和r的权重，通常p取1，准确率和召回率赋予相同的权
重，即Fl值。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15页

2．2 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spark是基于内存计算的大数据分布式计算框架，于2009年诞生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AMPLab实验室。目前己成为Apache顶级开源项目。Spark对海量

数据的高效计算性能使得Spark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2．1 Spark基本概念

相对于MapReduce上的批量计算、迭代式计算，Spark可以带来上百倍的性

能提升。狭义的Spark是只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不包括其生态系统和底层文件

系统。目前，Hadoop已成为主流的大数据处理平台，MapReduce作为其核心计

算框架虽然应用广泛，但是也表现出很多的缺陷。同MapReduce相比，Spark有

许多优点：

(1)中间输出结果：基于MapReduce的计算通常会将计算过程中产生的中

问结果存储在磁盘上，进行存储和容错。而Spark将执行模型抽象成有向无环图

执行计划(DAG)，这使得无需将中间结果输出到磁盘上，例如}Ⅱ)FS文件系统。

(2)任务调度的开销：基于M叩Reduce的系统任务调度的开销比较大，尤

其是一个J0b的任务较多时。而Spark采用了事件驱动的类库AKKA来启动任

务，通过线程池来避免线程启动或切换带来的开销。

(3)数据格式和内存布局：基于MapReduce的计算，把存储在瑚)FS上的

文件进行SpIit，然后对各split进行计算，这样会引起较大的开销。而Spark采

用的是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esilient Dist—buted Datasets，RDD)来进行数据的存

储。

1)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DD

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DD是Spark集群数据存储的核心。I①D是逻辑集中的

实体，存储着Block、Node等的映射关系，以及其它元数据。在物理上，RDD

在集群的多台节点上进行数据分区，RDD的每一个分区叫做一个Partition。以

Ⅷ)FS作为Spark底层文件系统时，一个Panition对应一个}Ⅱ)FS BIock。RDD

优先存储在内存中，当内存不足以容纳整个I①D时，就进行部分缓存，将容纳

不下的分区存储在磁盘上。RDD可以通过读取文件创建，也可以是由其它RDD

转化而成。RDD的数据管理模型[8】．如图2．1所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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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一l ItDD数据管理模型

2)Spark架构设计

同MapReduce一样，Spark架构采用了Master．SlaVe模型。在Spark中，用

于管理整个集群的主节点叫做Master，用于计算任务的节点叫做Wbrker，此外，

还包含用于任务提交的C1ient和任务执行器Executor等，Spark架构【81，如图2—2

所示。

Ma熨er

图2-2 Spa伙架构图

Sp冰执行任务的整体流程为：client提交任务，Wbrkcr上的DriVer向Master
或资源管理器(例如YARN)申请资源，然后将任务转换为RDD有向无环图提

交给TaskScheduler，最后由协kScheduler将任务提交给Executor执行a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17页

3)Spark生态系统

Spark可以兼容}玎)FS、Hive等，因此Spark可以融入Hadoop生态系统中，

弥补MapReduce的不足。Spark兼容多种文件系统，例如}玎)FS。Spark是一个

并行计算框架，本身不具备资源管理与调度能力，需要与第三方资源管理系统结

合使用，例如Ⅵ蟓N、EC2和Mesos等。Spark不但兼容Hadoop生态系统中的

}玎)FS、Hive等，它也在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例如类似Hive的Shark和SQL on

Spark、类似Mahout的机器学习框架MLb硒e，此外Spark生态系统还包括用于

流计算的Spark S骶锄ing和用于图计算的Graph x。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布的

Spark生态系统BDAS如图2．3所示。 霸羹
囝黪囊一誓-i-ir i童。一一，Z黧”i篡”i■■■■

—■一F’lr_J； l；
H” l渤”8删

目 "

掌孝司卜《____。]l {}
‘o }l

蚴№"|||
：、一i 跨 踉

图2-3 Spa呔生态系统BDAS

Spark基于内存计算的高效性，使得Spark应用日益广泛，目前YAHOO、

1’wi能f、Amazon、淘宝和百度等公司都已广泛使用spark。但是，spark并非没

有缺点，spark I①D适合的是粗粒度的全局数据的并行计算，不适合细粒度、需

要异步更新的计算。

2．2．2 Spa呔计算模型

Spark数据存储的核心是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

RDD)，Spark在计算过程中通过Tr锄sfo舯ation把RDD转化为新的RDD，直到

满足需求，最后通过Action算子触发执行。日志分析为例，说明Spark的任务执

行流程【8】，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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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Spark任务执行流程

其中，任务包括日志读取、日志分析和结果存储3个步骤。首先将文件读入

到RDD中，每个RDD对应Block的多个分区，任务需要进行多次RDD转化才

能得到结果数据。如图，RDD0通过fiIter算子转化为新的RDDl，然后RDDl

通过count算子得到结果RI)D。最后触发Ac￡jon算子触发任务的执行，并把结

果RDD的内容写入磁盘。

在Spark计算过程中，RDD的转化是通过算子完成的。算子是RDD中定义

的函数，可以对ImD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和转化。RDD算子可以分为2类：

Transfor“lation算子，完成RDD的转化，这种算子并不触发作业提交，其中又可

分为处理value类型的算子和处理Key—value类型的算子，例如map、fl删ap、
reduceByKey和join等算子：Action算子，用于触发Sparkcontext提交作业，例

如foreach、count、collect和saveAsTextFile等算子。Spark的输入、RDD转化和

输出过程18J如图2—5所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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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spark算子和数据空问

2．3粗糙集理论

粗糙集理论是波兰学者Pawlal(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处理模糊数据和不确定

性的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持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定义各属性的对分

类的重要度来进行属性约简，删除那些冗余的属性，降低属性维度并得到更简洁

的决策规则，粗糙集理论定义了属性对分类的重要程度。

在粗糙集理论中将待研究对象组成的非空有限集合U，称为一个论域189】，对

给定的知识系统s=(U，A，Vf)，其中A是属性集合，V是属性的值域，f是信息

函数，定义R(X)为论域的的子集X关于知识R的上近似，定义戡X)为论域的

的子集x关于知识R的上近似【89】，见式(2．15)和(2．16)。

月Ⅸ)=缸J(巩∈己Dnx≠囝) (2-15)

R(X)=纠V@∈∽n[x]R sx} (2—16)

壁Ⅸ)表示论域U中根据知识R判断肯定属于子集X的元素组成的集合；集

合bnR=良()(趣()()称为子集x的知识R边界域，表示论域u中根据知识R判
断可能属于子集X的元素组成的集合；negR=U-R(X)称为子集x的负域，表示

论域U中根据知识R判断肯定不属于子集x的元素组成的集合，如图2—6所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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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图2-6上下近似描述

其中，整个区域表示论域U，红色区域表示下近似，蓝色区域表示边界域。

设R是论域U上的一个等价关系，X是论域的任意子集，定义aR为X在等

价关系R的近似精度，定义BR为x在等价关系R上的粗糙度【89】，见式(2一17)

和式(2一18)。

％2嗣
屏21一％(x)

(2．17)

(2．18)

定义决策表【45】DT={U，CuD，V，0，其中U表示论域，C表示条件属性

的集合，D表示决策属性的集合，f表示表示决策表的信息函数，V是信息函数

f的值域。对知识系统S=(U'A，Vf)，其中A是属性集合，V是属性的值域，f

是信息函数，PsS是知识库上的一簇等价关系，对任意的Y∈P，若Y是独立的

并且IND(Ⅵ=仆D口)，则称Y是P的一个约简【89】，记为Y∈I也D(P)，其中RED@)

表示P的全体约简组成的集合。

粗糙集理论目前己广泛应用于文本分类【55．561，粗糙集理论对知识的约简分为

信息系统约简和决策表系统约简，向量化后文本可以看作是一个决策表系统，特

征属性可以看作条件属性，类别信息看作决策属性，本文研究的是在决策表系统

中，各条件属性的属性重要度的计算。

2．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文本分类相关技术，包括文本预处理、文本表示和常用分类

算法等：随后介绍了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Spark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模型；最后介

绍了粗糙集理论，包括粗糙集理论基本概念和知识约简。为本文的并行文本分类

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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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

随机森林分类算法是一种集成分类算法，随机森林由若干相互独立的决策树

组成，对测试样本的类别判断由所有决策树投票表决。通过Bagging抽样和特征

子空间两个随机性的引入，使得随机森林算法对噪声和异常值有较好的容忍性，

提高了分类精度。本章首先介绍决策树算法，然后再将概念扩展到随机森林算法。

3．1决策树算法基本概念

Hunt【删等于1966年提出了决策树算法，决策树算法主要采用贪心算法的思

想来构建决策树，通过决策树算法能得到清晰的分类规则。决策树算法的关键在

于如何既能得到分类正确率高的决策树，同时又能保证所得到的决策树尽可能的

小，因而需要对得到的决策树进行剪枝。当前应用最广泛的决策树算法有D3

算法、C4．5算法和C√U汀算法等。

ID3算法【9l】将信息论引入到了决策树算法中，期望信息越小，信息增益越大，

从而纯度越高，因此D3算法采用信息增益方法来选择属性分裂结点。其基本思

想是：检测所有的属性，选择信息增益最大的属性作为分裂结点，从上到下递归

的构造决策树，直到所有子集均属于同一类别，或者属性分裂完毕子集的类别依

然不唯一，此时可以选取最多的类作为叶子节点。

文本向量化后的vSM模型可以看作是一张决策表，特征词集合是条件属性

c，类别信息是决策属性D。则C={cl，c2，⋯，c。)，D={dl，d2，⋯，dn)，其

中C是特征词，D是文本的类别信息。用类别集合D对训练集进行划分，则D

的熵定义，见式(3．1)。

info(D)=一∑B l092(n)
j=l

(3．1)

其中pi表示第i个类别在整个训练元组中出现的概率。

假设ci是条件属性C中任意属性，V={v·，v2，⋯，v。)是属性ci的值域，用

属性c．对D进行划分，则属性ci的熵的定义，见式(3-2)。

Ⅲ叱c驴喜爿inr蚂， ㈣2，

其中，lDI表示决策属性值的个数，lDjI表示按照条件属性ci的值对D划分对

应的决策属性值的个数。

定义Gain(ci)为属性ci的信息增益值，表示去掉属性ci前后对系统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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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去掉属性ci前后系统熵的变化来表示信息增益Gain(ci)，见式(3．3)。

Gain(q)2info㈣·幽。㈣ (3-3)

ID3算法的缺点是其只能处理离散型的属性，由信息增益公式可知，信息增

益会偏袒具有较多取值的属性【90】。在D3算法的基础上，Quinlanf92】于1993年提

出了C4．5算法。C4．5算法改进了ID3算法不能处理连续型数据的缺点。C4．5算

法采用信息增益率作为选择分枝属性的标准，弥补了ID3算法在使用信息增益选

择分枝属性时偏向于取值较多的属性的缺点。信息增益率的计算，见式(3-4)。

锄胁tio@产赫 ㈨)

在选择分裂结点时，离散型数据类型的属性的分裂方式，C4．5算法的处理

方法与ID3算法相同，按照该属性本身的取值个数进行计算。假设C={cl，c2⋯．，

c。，是特征属性的集合D={d1，d2，⋯，d。)是类别信息的集合，则对于某连续型

属性A=fal，a2，⋯，an}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分裂：

Stepl：将训练集按照属性A的取值进行由小到大排序AS={sl，S2，⋯，Sn)；

Step2：对有序序列AS按照属性值将训练集进行n．1次划分，其分割点取相

邻量属性值的算术平方，得到n．1的分割点，将训练集进行二分离散化；

Step3：对n．1个分割点计算该划分的信息增益率，选择信息增益率最大的分

割点进行分裂，构建决策树。

当si与si+l属于同一类别时，按分割点划分前后的增益率不变，因此上述步

骤2可做如下优化：只选取相邻类别有差异的分割点进行信息增益率的计算。假

设按照属性A对类别信息进行排序，得到的类别序列如图3-l所示。

T叫E I T删E I FALSE I FALSE I TuRE l FALsE

图3-l优化后的分割点选择

其中，索引为0、2分割点的划分前后信息增益率不变，因此不计算这些分

割点的划分：索引为l、3、4的分割点划分前后信息增益率发生变化，因此将其

纳入各选分裂点，计算其信息增益率。

C4．5算法的优点是克服了D3算法偏向多取值的属性，并且能处理连续型

的属性，C4．5算法的缺点是，在构造决策树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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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连续型属性的处理还需要排序，因而算法相对低效，处理大规模数据集的

能力不足。

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仃ee，C舢玎)算法[93】既能处理分类

问题，又能处理回归问题。CAIH算法使用二元切分，根据属性的取值情况将训

练集分为两个子样本集，使得生成的的每个非叶子节点都有两个分支。C舢盯算

法一般采用尼基质数(Gini)来进行数据的划分。CART决策树的缺点是，由于

C—UH决策树是一棵二叉树，如果类别过多时，错误可能增加的较快。

此外，在C4．5算法的基础上采用Boosting技术，QuinlarI提出了C5．0算法。

c5．O算法主要对内存进行了优化，使之更适应大规模数据集的分类。但是，C5。0

算法的迭代步骤及数学描述尚未公布，C5．0算法现阶段集成在一些商业软件中，

例如SPSS Clementine。

3．2随机森林算法基本概念

在决策树的训练过程中，由于算法过于复杂，对决策树剪枝后可能依然对某

些噪音数据具有适应性，导致决策树过拟合。为了克服这个问题，Breim锄结合

集成学习和随机子空间理论f94】，于2001年提出了随机森林分类算法【95】。定义随

机森林RF由一系列决策树ff(X，Ok)；k=1，2，⋯，n}组成，其中0k相互独立

的随机变量，对于任意的一个输入X，每棵决策树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类别作为X

的类别。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有放回的方法进行样本的抽样，然后对每个抽样样

本构建对应的决策树组随机森林模型，对一个测试样本，用随机森林中的所有决

策树对其进行投票，选取得票最多的类别作为测试样本的类别。随机森林算法对

噪声和异常值有较好的容忍性，同时随机森林算法能有效的处理大规模数据集。

边际函数用于度量随机森林模型中平均正确分类数超过平均错误分类数的

程度，边际函数的边际值越大，分类的性能越好，边际函数的定义，见式(3·5)。

搬“y)=厶U(工，印=力一蚴，v厶U心D=J) (3·5)

因此，随机森林分类模型在x、y空间下的泛化误差，见式(3-6)。

艘=n，y(尬(x，y)<O) (3-6)

当随机森林中决策树足够多时，模型服从于大数定律，模型中所有的随机变

量收敛情况，见式(3．7)。

n，(B(厂∽曰)=瑚一吆铲岛(八五力2／)<o) ‘3—7’

公式(3．7)表明随机森林具有很好的扩展性，不会随着决策树的扩展而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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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

随机森林通过Bagging抽样和随机子空间思想引入随机性，来保证随机森林

不会过度拟合[96】，以上两个随机性的加入很好的解决了模型过拟合问题，因此

一般不需要对随机森林中的决策树进行剪枝：

(1)Bagging抽样：Baggiflg【97】是由Breiman提出的一种集成学习方法，它

对初始样本进行有放回的抽样，得到不同的抽样样本，然后针对这些抽样样本构

建分类模型。随机森林算法采用Bagging抽样从训练集有放回的抽取N个样本，

且每个被抽取样本的样本容量与训练集样本容量保持一致本。那么每个样本未被

抽中的概率约为(1．1烈)，、N，样本数量较多时，这个概率值约收敛于0。368，这

些数据称为袋外(Out 0f Bag，OOB)数据，Bagging抽样表明每个抽样样本被

抽中的记录数占原始样本记录数约62％的比例。

(2)随机子空间：在建树的过程中，决策树计算每一个属性的信息增益(率)，

然后选择分裂属性进行分裂。在随机森林算法中，为了避免决策树过拟合，需要

保持森林中各个决策树的差异性，随机森林引入了特征子空间概念。引入随机子

空间概念的决策树，选择分裂属性时，并非计算所有属性的信息增益(率)，而

是随机的生成一个属性特征子集，在特征子集的基础上选取最优分裂属性来进行

分裂。对一个有M个属性的特征空间，在分类模型中通常随机的取l0920vI)个属

性作为特征子空间，在回归模型中通常取M／3个属性【9引，由于只需选择小部分

特征，因此随机森林能够很好的处理大数据集数据。

3．3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选择

skowmn于1991年提出利用差别矩阵来表示知识，这种表示方法对于知识

表达系统中核(或相对核)、约简(或相对约简)等概念的表示和计算具有很多优点

【99】。设S={u，A，v，D是给定的一个知识系统，其中U表示论域，A=cuD(C

表示条件属性的集合，D表示决策属性的集合，CnD=①)，f表示表示决策表的

信息函数，V属性的值域。由于信息系统没有决策属性，若D=o，则S表示的

是一个信息系统，信息系统S的差别矩阵是一个刀×甩的矩阵，其任一元素％的

定义，见式(3—8)。

％={口∈么I八x，叻≠／∽曲) (3·8)

若D≠m，则S是一个决策表系统，决策表S的差别矩阵是一个n×玎的矩阵，

其任一元素％的定义，见式(3-9)。

％=r驯八曹钉(y∥hm’鬟◇p’ (3-9)
％21 f2j ，其它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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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矩阵根据知识系统的不同，可分为信息系统差别矩阵和决策表差别矩

阵，由于文本表示后的模型可以看作是一个决策表系统，因此本章主要研究决策

表差别矩阵。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属性重要度的计算有多种方法，例如基于上近似

和下近似的计算方法，基于差别矩阵的计算方法等。考虑到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

重要度计算较为简单，因此本文选用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重要度方法。在差别矩

阵中，属性在差别矩阵中出现的次数可以作为该属性的属性重要度，某属性在差

别矩阵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说明该属性在知识系统中越重要【99】。本文将特征

选择后得到的特征词集合作为差距矩阵的条件属性C，类别信息作为差距矩阵的

决策属性D，建立决策表系统。建立差别矩阵时，只寻找两个对象之间距离大于

阈值p的区分属性，最后选择出前k(k为决策树节点的数量)个属性重要度最

大属性，用于调整决策树。基于差别矩阵属性选择的具体步骤如下：

Stepl：根据公式(3．9)建立决策表的差别矩阵，在建立差别矩阵的过程中，

根据预设的属性选择阈值p，筛选出两属性距离值大于阈值p的区分属性；

Step2：统计Stepl中筛选出的属性各自出现的次数，作为属性的重要度；

SteD3：按属性重要度对属性排序；

step4：根据预设的阈值k，选择重要度最大的前k个属性。

3．4随机森林文本分类算法

本文研究的是随机森林算法在文本分类中的应用，为了提高文本分类的整体

性能，在文本处理方面本文采用了较为经典的改进算法，同时针对随机森林随机

性的特点，本文采用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提高了弱分类器整体的预

测能力。

3．4．1一种改进的文本处理方法

本节的文本处理主要包括特征选择(卡方统计)和文本表示(TFIDF算法)，

虽然经典的算法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得这些算法并不能适应

所有场景，针对这些局限性本章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改进算法。

1)一种改进的#统计

文本分词后所得到的词项维度依然很大，其中大部分词对文本分类没有促进

作用，甚至有些词会成为噪音数据，因此必须对原始特征集进行特征选择，选出

最能代表这些文本的词项。

本文采用#统计方法进行特征选择，传统的矛统计方法的缺点是对低频词

的偏袒性大，见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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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州=两者东％而 ㈤㈨

其中，A表示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属于类别c的数目；B表示包含特征词w

的文档但不属于类别c文档数目；C表示不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属于类别c的文

档数目；D表示不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并且也不属于类别c的文档数目；N为

训练集中的文本总数。

根据经典卡方统计计算公式可知，对一些在少数类别中出现的低频词，它们

并不能很好的代表文本集合，然后却被赋予较高的cHI值，这是不合理的，特

别是在非平衡数据集上对分类性能的消极影响更加明显。针对经典卡方统计的此

缺点，裴英博等【1 7】改进了#统计，降低了与类别负相关的特征项的权重，见式
(3—11)。

z2(w，c)={
【
两岩瓮‰一D-嬲>o (3_⋯(彳+c)(B+D)(一+B)(C+D) (3—11)

O ，爿D—BC<=0

实验表明改进后的卡方统计特征选择方法在分类能力上明显提高，文档在各

类间分布不均匀时，改善效果更加明显。随后将分散度、集中度、频度等【啪】因

素引入到改进后的方法中，使得分类效果进一步提高。对于多类问题，可分别求

特征词w对各类的cHI值，然后计算这些CHI值的最大值或平均值作为特征词

w关于全局的CHI值。本文选取公式(3—11)作为特征选择算法。

2)一种改进的TFIDF算法

本文采用向量空间模型表示文本，在权重计算上，采用最广泛应用的TFIDF

算法，传统的TFIDF公式，见式(3．12)。

彬f：砺，f}蜮：{『：．，率l。g(坐) (3．12)％2砺，』}喵2{『：，』‰g‘著) ‘3。12’

其中，t￡．i表示词频，N表示文本总数，ni表示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数。

从TFIDF公式分析可得：当特征词w频繁出现在类ci中，且词w在其它类

中出现较少，此时由IDF计算公式可知，IDF的值会偏小，因而TFⅢF的值也

会偏小，说明特征词w的区分能力不强。但实际上，如果一个词在一个类中频

繁出现，在其它类中较少出现，则说明该词能很好的代表这个类，因此该赋予较

高的权重，例如词CPU、Windows、ACM等词能很好的代表计算机类文本，它

们在计算机类文章中较频繁出现，而在其它类中几乎不出现。针对TFIDF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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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缺点，张玉芳等【19】从DF的角度改进了TFIDF，本文文本特征权重的计

算采用的是张玉芳等人改进的TFIDF，定义特征词w在类ci中的IDF，见式

(3．13)。

脚=log(三)幸Ⅳ
朋十庀

(3．13)

其中，m表示类cj中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数目，N表示所有文档数目，k

表示其它类包含特征词w的文档数目。为了避免m：o的情况，IDF的计算可做

适当调整，见式(3一14)。

zDF：log(三+o．01)+Ⅳ (3．14)
，行+庀

3．4．2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子空间

粗糙集理论揭示了属性对分类的影响能力，属性越重要对分类的影响力越

强，反之同理。随机森林在训练的过程中，随机选择属性作为特征子空间，如果

特征子空间中大量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偏低，这样的随机子空间构建的决策树的分

类能力较弱，会影响随机森林模型的整体性能。

粗糙集中的属性重要度理论，可以有效的对属性进行重要度评估。本文选取

最重要的一部分属性，来调整效果较差的弱分类器。设集合C=(c·，c2，⋯，cn)

是条件属性集合(n表示属性的个数)，基于粗糙集理论的特征子空间定义为Ti，

则Ti的构建步骤如下：

stepl：根据传统随机森林算法中的随机子空间理论，产生随机子空间Ri，

作为Ti的初始值；

Step2：从已排序的属性序列S中，选取属性重要度最大的属性cj，判断Ti

中是否包含ci，若包含则跳过此属性，若不包含，则将属性q加入随机子空间

Ti中；

Step3：重复执行step2，直到ITiI-P丰刚，完成随机子空间T的构建。

其中，集合Ri=(rl，r2，⋯，rr)表示原始的特征子空间，其中r表示随机

子空间属性的个数，且r<lCl．集合S=(cl，c2，⋯，c。)表示基于粗糙集理论

计算出的属性重要度序列，按重要度降序排列，Cl的重要度最大的属性，C。表

示重要度最小的属性；其中P表示选出的重要度属性在整个随机子空间T中的

占比。

从租糙集理论的角度讲，属性重要度大的属性是对分类影响力最大的属性，

因此当原始随机子空间中大量属性的属性重要度较低时，选取适量的重要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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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加入到原始的随机子空间中，可以有效提高这些决策树的分类麓力。如果属

性重要度较大的属性在整体属性中占比太小，则对这些决策树的调整力度有效，

并不能很好的提高其分类能力，如果占比太大，会使得随机森林中决策树之间的

差异性变小，使得模型过拟合。因此选取合适的属性占比至关重要。对于P的选

取，既要保证对较弱决策树的有效调整，又要保持决策树之间的差异性，防止模

型过拟合。

3．4．3加权投票器

随机森林模型中的每一棵决策树就是一个弱分类器，多个弱分类器集合起来

构成一个最终分类模型(强分类器)。通常有两种方法对测试样本进行分类：在决

策树上寻找满足条件的路径，每一个叶子节点代表一个类别，每一个非叶子节点

表示一个属性，从根节点到每个叶子节点的完整路径，代表了一个分类的准则：

此外，还可以将决策树模型转化为JF．ELsE模式的分类规则，这样便于存储分

类规则。传统的随机森林分类模型在投票时，测试样本的类别标签由所有决策树

投票决定，通常每个弱分类器投一次票，且投票权重相等，当前采用最多的投票

方法是多数表决和概率平均【10l】。

随机性的加入，使得随机森林模型中各个决策树所含的噪音量不同，如果它

们的投票等效显然不合理，蔡林霖【∽J利用随机游走迭代算法对每个分类器赋予

投票权重。Gunreben S等【103】采用随机选择模型(凡气N)，构建多个随机森林模型，

然后选择错误率最低的那个最为最终的随机森林模型。在投票阶段，通过随机选

择决策树来投票，使得一些噪音树很可能被抛弃，其投票决策方面的精度可能会

比传统随机森林算法高。李洪波【104J提出了双方互相投票(BiIateral vote，BV)，

首先让数据对决策树投票来确定决策树的权重，最后是加权决策树对数据的投

票。此外，实验表明如果每个分类器的投票等效，那么很可能出现分类器选出多

个类的情况，例如类别Cl和C2得到的票数相同，且得票最多，无论选择c1还

是C2作为最终类别，都存在一定的误差。

本文通过决策树自身分类的正确性来定义权重：Bagging抽样建立决策树，

再次用抽样样本去评估决策树的预测能力，定义权重W的计算过程如下：

Stepl：Bagging抽样建立决策树Tl，采用十折交叉验证方法计算该抽样样本

在决策树Ti下的FI值，记为pi；

Step2：计算随机森林模型中所有决策树的F1值的平均值p，见式(3—15)；

一芝只
p=旦一 (3-1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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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r表示随机森林中决策树的数量。

Step3：对随机森林模型中的任意一棵决策树Ti，定义权重为W。，见式(3一16)。

彬：{1，m>?) (3-16)

’Ipj ，矿(只<p)

Ste口4．结合决策树及其权重W进行投票，选出得票最多的类作为最终类别。

3．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随机森林的基本概念，及其优缺点，随后结合粗糙集属性重

要度理论，分析了随机森林算法随机过程中可能存在集中选择重要度较低属性的

情况，这些决策树分类效果较差。针对这种情况，利用粗糙集属性重要度理论，

选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属性用于调整这些分类效果较差的决策树，最后利用抽样样

本评价对应决策树的分类性能作为决策树的权重，具体的实验分析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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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基于Sp酞的文本分类算法并行设计

基于Spark的随机森林并行文本分类算法主要包括文本处理、构建分类模型

和分类等算法的并行设计，本章分别研究了这些算法的可并行性，随后完成了基

于Spark框架的并行算法设计。由于本文需要同MapReduce框架下的结果进行

对比实验，为了兼容MapReducc编程模型，便于理解，在分析的时候采用

Key-vaIue模型来定义输入输出。在计算的时候，根据需要选择value型

Transfomlation算子或选择Key—value型TransforrIlation算子(需要利用flatMap

等value型算子进行处理时，可将Key、vaIue合并，然后进行处理)。在底层存

储上本文选取的是}玎)FS分布式文件系统。

文本分类包括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文本表示、训练模型和分类等阶段，

传统的文本分类在单机上按顺序执行各个阶段，难以处理大规模数据的分类。传

统随机森林算法在抽样阶段和建树阶段是串行的，然而样本的抽样、建树的过程

是相互独立的，具有良好的并行性。本章研究了基于Spark并行框架的随机森林

文本分类，首先对训练集文本进行并行预处理，得到分词后的文本，然后对分词

后的文本利用卡方统计求得特征词序列，以特征词为维度、以TFIDF值为权重

进行文本向量化的并行，随后对向量化的文本进行并行抽样、建立决策树得到随

机森林分类模型，最后将向量化的测试集文本用随机森林模型进行分类或性能评

价，如图4—1所示，其中实线部分表示训练阶段、带箭头虚线表示测试阶段，无

箭头虚线表示并行部分。

t臣圃
图4．1随机森林算法并行文本分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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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文本处理模块并行设计

同Hadoop一样，Spark并行框架适合处理少量大数据，而非大量小数据。

因为文件分布式存储在节点上，如果大量的文件小于block(YARN上默认

128Mb)的大小，将产生大量的IO操作，带来巨大开销；且Spark框架更适合

处理对象按行存储的数据格式，因此在文本预处理前需要将语料库的文本进行合

并，一行表示一个文本，合并后每个文本的数据格式为Key．Value型，Key表示

文本标题和内容，value表示文本内容。

4．1．1文本预处理并行设计

1)文本预处理并行性分析

文本预处理主要包括文本格式化、分词和去停用词等操作。文本合并后，整

个训练集被合并为一个文件，一行表示一个文本。文本格式化、分词、去停用词

等操作是以文本为对象进行处理，因此文本预处理模块具有天然的可并行性。

目前常用的中文分词工具有中科院分词系统ICTCLAS、IKAnalyzer和庖丁

解牛等。本文采用中科院分词系统ICTCLAS进行分词，它采用的是N最短路径

算法，ICTCLAS于2002年获得973评测综合第一名，如表4一l所示。

表4．1 ICTCLAS在973评测中的测试结果

2)文本预处理并行性设计

预处理前，需要合并语料库，将训练集文本和测试集文本分别合并成一个文

本，每行表示一条记录，在合并文件的过程中需要格式化语料库文本内容，例如

去掉文本中的发表时间、文本来源、期刊号等信息。合并后的文本上传至}玎湃S

分布式文件系统中，作为输入文件。对每一条记录进行分词的同时，利用停用词

表对文本去停用词。分词后的词项有单个的字、词、短语，本文选择此作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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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因此在预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去掉分词后得到的单个的字。以训练集文本分

词为例，说明基于Spark的并行预处理过程，如图4—2所示。

Part}tions

妊y：docName@cate
Part．tlons

VaIue：content

Key：docName@ate

、佑Iue：wOrdsUst

Key：doc№me@∞to
、倍Iue：colltent

．权、
K科：docName@∞t8

训练集数据l 誉≥ 妒 7 Value：wOrdsLjst

·．／， Key：docK瞅@∞te
VaIL推：∞ntent

K群：doc№me@c越e
VaIue：wDfdsUst

Key：docN卸Re@∞te
Value：contem

RDD fenci

RDD init

图4．2文本预处理并行设计

其中，}玎)Fs表示分布式文件系统，Partitions表示RDD中的分区，RDD-jnit

表示输入文件所转化成的初始RDD，RDD_fenci表示预处理后的文本RDD，RDD

中每一条记录用Key．vaule型来表示，各I①D数据格式如表4—2所示。

表4．2文本预处理过程RDD数据格式

一个完整的分词流程首先通过textFiIe算子从HDFs中读取文本并转化为初

始RDD，随后通过natMap算子进行分词、去停用词等得到分词后的文本I①D，

如算法4．1所示。

算法4．1文本预处理并行算法

输入：合并后的文本：RDD—init

输出：分词、去停用词的文本：RDD-传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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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词、去停用词；

5 End for

6 End for

7 Retum RDD fcnci

8啪
4．1．2特征选择并行设计

1)CHI特征选择并行性分析

由卡方统计公式可知，利用卡方统计进行特征选择时须求得每个特征项w

的CHJ值；而单个词w的Cm值的计算，又须求得词w在各个类别中的CHI

值，最后再求词w的全局cHI值；本文选择词w在各个类中CHI值的最大值作

为词w全局的CHI值。

根据公式(3．11)可知，卡方统计的关键在于统计训练集中各词w与各类别

c对应的文档数目。因此卡方统计特征选择的并行可分为两个阶段：统计相关参

数和计算CHI值并选择特征：

Stepl：参数统计，参数统计阶段可先统计RDD中各个分区(Panitions)中

各词w在当前分区(Partitions)中的情况，然后汇总各个分区(Panitions)，得

到最终的统计信息，因此特征计算参数的统计可以并行设计。

Step2：特征选择，参数统计后，得到Key．Value型的词和统计参数信息，利

用这些参数信息求Cm值时，各词的CHI值计算是独立的过程；特征计算完成

后，根据需要选取CHI值最大的前k个词项作为特征词，所以特征选择阶段的

计算具有很好的并行性。

由此可见，基于卡方统计方法的特征选择不论是在参数统计阶段，还是在词

w的CHI值的计算，都具有良好的可并行性。

2)CHI特征选择并行设计

卡方统计特征选择关键在于统计训练集中各词w与各类别c，对应的文档数

目。根据公式(3．11)可得，基于卡方统计的特征选择主要包括以下4个步骤：

Stepl：统计每个词w对应类别c。的CHI值计算相关参数Nl、N2、N3、N4；

step2：根据步骤l统计的参数，计算每个词w在对应类别ci中的CHI值；

Step3：统计每个特征项w在所有类别下的cHI值，求特征项w的全局CHI

值。

steD4：对词w的全局CHI值排序，根据需要选取全局CHI值最大的K个

词作为特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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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1表示词项w在类别ci中出现的次数，N2表示包含词项w的文档

总数，N3表示类别ci包含的文档总数，N4表示总文档数，则式(3一11)中参数，

见式(4．1)。

彳= Ⅳl

曰= JⅣ2一Ⅳ1
(4．1)

C= Ⅳ3一Ⅳl

D=(Ⅳ1+Ⅳ4)一(Ⅳ2+Ⅳ3)

在spark中，基于卡方统计的特征选择，以分词后的初始特征集合为输入，

输出为特征词集合，其过程的并行化如图4．3所示。

Partitions Partitions Partitions

疑vl docName@cate KeVl wo喇@臼悖 Key：蚴rd
VjIuel wordsLIst VaIue}N1．N2．N3．N4 vaIue：cHI值

I(eYl docName@cate ．对稿、 Kev：word@cate
．稿、

‘斗1 )
Kev：Ⅶord

VjIue：wordsLjst 叩 ” vaI№：N1，N2．N3．N4 邸 ” vaIue#cHl值

鼬￡d蕊Name@[如 KP社word@∞￡e Ken wOrd

、，aIue；wordsList 、，aIue：N1，N2，N3，N4 怕lue：c卜¨值

RDO—fenci RDD—statistics RD[)_features

图4．3特征选择并行设计

其中Partitions表示RDD中的分区，RDD fenci表示经过分词、去停用词后

的文本RDD，RDD中每一条记录用Key-vaule型来表示，各RDD数据格式如

表4．3所示。

表4．3特征选择过程中砌)D数据格式

一个完整的特征选择流程首先统计RDD fenci各分区(Panitions)中参数情

况，然后汇总将RDD．．fencj转化为新的RDD一砌)p．stalistics，RDD-_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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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储的是训练集中各词w用于计算CHI值的参数，随后计算RDD StatiStics

中每个词w的CHI值，并选择特征，得到特征词集合一RDD features，如算法

4．2所示。

算法4．2CHI特征选择算法

输入：分词后的训练集RDD：RDD fenci

输出：特征词库：RDD featmes

l BEGlN

2 ／／1．特征选择相关参数统计

3 For each Partition in Panitions ∥分区并行执行

4 统计当前分区中特征选择相关参数：N1、N2、N3和N4；

5 End for

6 统计全局特征选择相关参数：Nl、N2、N3和N4：

7 Retum RDD—Statistics

8 ／／2．特征选择

9 For each Panition in RDD Statistics ／／分区并行执行

10 For each line i11 Panition ／／分区中的每一行

“ 根据参数Nl、N2、N3、N4计算各词的卡方值CHr；

12 End for

13 End for

14 Sort(CHI) ／／对所有词按照CHI值排序

15 Top(k) ∥选择CHI值最大的前K个词作为特征词

1 6 Retum RD【L．features

17 END

4．1．3文本表示并行设计

1)TFIDF算法并行性分析

文本表示的核心是利用TFIDF公式计算特征词w的权重wij，文本主要包

括TF值的计算、IDF值的计算和TFIDF值的计算三个步骤：

Stepl：TF统计，词频TF的统计是在各文本内的操作，各文本间的统计相

互独立，因此TF值的计算具有良好的并行性；

Step2：IDF统计，计算DF值时，需要统计所有文本与该词的对应情况，

因此可以先分区统计，然后再汇总统计结果，因此IDF值的计算也可以并行化；

Step3：TFIDF计算，根据特征选择后的特征词库作为文本的特征，结合各

词对应的TF值和DF值，来计算TFIDF，计算TFIDF时，各文本的计算也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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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独立的，因此TFIDF的计算具有很好的并行性。

以上分析可知，文本表示过程中的TF值的计算、IDF值的计算和TFDF值

的计算，各阶段都具有良好的并行性。

2)TFIDF算法并行设计

文本表示就是将文本按照特征词向量化的过程，本文采用改进后的TFIDF

计算公式来计算特征词的权重；TF统计较为简单，只需统计各文本中特征词出

现的次数和文本总词数，在TF统计的时候包括文本的类别信息，在此基础上可

根据TF统计结果进行ⅢF的统计，最后根据特征词w的TF值和IDF值求得其

TFIDF值；实际上，TFIDF在计算时只用到了特征词的TF值和IDF值，因此为

了降低计算的复杂性，只计算特征词的TF值和DF值。基于spark的文本表示

过程如图4-4所示。

Par曲tions

I：evt rowN帅l蛔te
州ue，硐Df瞧事咧

Ke”∞州um孽∞te
v酗ue：TFl阱值平死

髓”|owNumecate
、faI幢t仟IDF值序刖

脚I foHNumg妇￡e
v|I∽·TRDF值垮毵

图4．4文本表示并行设计

其中，Panitions表示I①D中的分区，RDD-f-cnci表示分词后的文本RDD，

RDD-f色a．cures表示特征选择后的特征词库RDD，RDD—H表示tf统计信息，

RDDLidf表示IDF统计信息，RDDLt脚f表示向量化后的文本，Ⅺ)D中每一条记

录用I<奄y．vaule型来表示，各RDD数据格式如表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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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文本向量化流程首先读取分词后的文本RDD-fbnci，然后用特征

词库RDD f．eatures过滤文本内容，统计特征词库中词的TF值，在此基础上统计

IDF值；TF和IDF统计完成后，再结合特征词库RDD-featIlres来向量化文本，

得到向量空间模型Ⅺ)DI_tfidf，如算法4·3所示。

算法413文本表示并行算法

输入：分词后的文本：RDD．．fenci、特征词库RDD—features

输出：向量化后的文本：RDD』脚f

1 BEGIN

2 ／／1求词频TF

3 For each Panition in RDD fenci ／／分区并行执行

4 For each line in Panition ／／分区中的每一行

5 For each word in line

6 If word in RDD featI】res Then

7 统计词word出现的次数、文档总词数；

8 计算各词word的词频TF；

9 End if

10 End for

ll End for

12 End for

13 Retum RDD-tf

14／／2求逆文档频率IDF

15 For each Panition in RDD tf ／／分区并行执行

16 统计当前分区词word与包含词word的类别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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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统计当前分区包含词word的文档数；

18 End for

19计算词word在不同类别下的IDF值；

20 Retum剐DD idf

2l彩3文本向量化

22 For each Pmition in RDD fenci ／／分区并行执行

23 For each Iine．m Partition

24 For each word in line

25 If word in RDD features Then

26 从RDD tf中获取该词的TF值；

27 从RDD idf中获取该词的IDF值；

28 TFIDF=TF+IDF：

29 Else 删}特征词，权重置为0

30 TFIDF=0：

3l End if

32 End for

33 End内r

34 End for

35 Retum I①D tndf

36 END

4．2随机森林分类模块并行设计

随机森林分类模型的训练，是一个抽样建立决策树的过程，本文结合粗糙集

属性重要度理论来构造随机子空问，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基于Spark的并行化。

4．2．1差别矩阵属性选择并行设计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属性重要度构建决策树前，需要统计各属性的重要度，文

本采用式(3—9)中的差别矩阵来计算各属性的重要度，该方法便于理解、易于计算。

1)属性选择并行性分析

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选择，对对象数为N的输入，则需建立一个N·N的二

维矩阵，矩阵中元素为各对象之间的区分属性，这就需要将输入文件作为全局变

量；传统串行方法处理时，文件太大时难以将文件读入内存，MapReduce框架中

需要将文件切分缓存处理，10开销较大；而在spark框架中，可以很轻松的将

输入文件读入分布式内存中，当文件大于分布式内存时，Sp破还可以将文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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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存储在}玎)FS上，同时spark框架中有易于计算笛卡尔积的join算子，因此在

Spark框架构建差别矩阵，具有较好的可并行性。

2)属性选择并行性设计

基于差别矩阵属性选择的并行设计，是一个并行建立差别矩阵的过程，选用

Spark框架中用于计算笛卡尔积的join算子进行并行设计，如图4—5所示。

PartitiOns

髓社咖Num@伯te
Partitions

valuej TFIDF值序列

沁 KeY：att曲ut∞“吐
Partitions

1VaIue：cOunt
Kev：feature

VaIue} lmDonjnce

Keyl rowNum@∞te

join

Key：an曲utesUst
valueI TFIDF值序列

VaIue：count 一心、 Kev·feature
RDD tfldf 1．艚 >

Kev．a代nbutesList

、、’ r 、，aIL*：lm∞rtance

VaIue： count

脚I lealure

VaIuet Im∞rtance

F'artltIOns

．．夕 Kev：at们bmesU啦
№悱rowNum@cate

vaIue，TFl0F俊序硼
Value：count

Kevl mwNum@口te RDD—lmportance

垤lueI TFIDF值序列
RDD—matr-x

RDD tfidf

图4．5属性选择并行设计

其中，RDDI．t6df表示文本向量化后的文本模型，RDD-ma打ix表示统计的每

两个对象的区别属性集合，RDDLImponance表示各属性的属性重要度的集合，

RJ)D中每一条记录用Key—vaule型来表示，各I①D数据格式如表4-5所示。

表4．5属性选择过程中I①D数据格式

一个完整的特征重要度计算流程，首先以RDDl-tndf作为输入，然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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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中的join算子自身进行笛卡尔积操作，得到对象问两两的区分属性，即

RDD_-ma仃ix，然后统计RDD—ma仃ix中各属性出现的次数作为属性的重要度，最

后根据需求选择出一定数目的属性作为调整特征子空间的备选属性，如算法4．4

所示。

算法4．4属性选择并行算法

输入：向量化后的训练集文本：RDD t脚f

输出：届性重要度序列：RDD—Impor啪ce
l BEGIN

2 ／／1差距矩阵

3 For each P硼itionl in RDD tfidf ／／分区并行执行

4 For each linel i11 Panitionl ／／笛卡尔积

5 For eacll-Part越on2 in RDD t6df ／／分区并行执行

6 For each 1ine2 in Partition2

7 统计记录linel与记录line2的所有辨识属性：

8 End for

9 End for

lO End for

ll End for

12 Retum RDD_-matrix

13／／2计算属性重要度

14 For each Partition in RDD matrix ／／分区并行执行

15 统计各属性在当前分区的重要度(出现次数)；

16 End for

17统计各属性在全局的重要度；

1 8 Sort ／／按重要度对属性排序

l 9 Retum RDD-InlportaJlce

20 END

4．2．2随机森林分类器并行设计

1)随机森林算法并行性分析

随机森林并行设计主要包括文本抽样的并行设计和决策树的并行构建。而文

本抽样时，抽样之间的相互独立的，因此抽样过程具有很好的可并行性；文本抽

样完成后，在抽样样本的基础上选择特征子空间构建决策树，决策树的构造与样

本是一一对应关系，且前后依赖，因此决策树的建立同样具有很好的并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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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机森林算法并行设计

随机森林算法是一种集成分类器，是由很多弱分类器组成的一个强分类器，

在原始文本上进行抽样作为弱分类器的输入，然后利用随机子空间思想构建弱分

类器，弱分类器的构建是相互独立的，随机森林算法并行设计如图4—6所示。

RDD—samPIe—n RDD—tre置

1．⋯一⋯⋯一⋯一．．．．⋯一⋯⋯⋯．： ：．⋯⋯一一⋯⋯．⋯．⋯
SAMPLEs 豫E￡S

图4．6随机森林算法并行设计

其中，RDD-t行df表示文本的向量空间模型，RDD』锄p19_n表示RDDI-tfidf

的第n个文本抽样，S』6山皿I正s表示RDDjfldf所有文本抽样的集合，砌)D』9-n
表示RDD_Sanlple_n抽样文本构建的决策树，TREES表示S√址口LES对应的决

策树集合，RDD-f．orest表示由所有决策树TREES构成的随机森林，RDD中每一

条记录用Key-vaule型来表示，各RDD数据格式如表4-6所示。

表4-6并行建立决策树过程中RDD数据格式

一个完整的随机森林构建过程，首先读取文本向量模型RDD—tfidf．然后对

其抽样，需要构建K棵决策树，则抽样K次，并行抽样得到sAMLPEs；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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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抽样完成后，随之根据RDD，amples-n构建抽样样本对用的决策树

RDD—tre9’n，因此决策树的构建也是并行完成的；最后利用Spark中的union算

子汇总分散的决策树，构建随机森林，如算法4．5所示。

算法4．5随机森林训练并行算法

输入：向量化后的训练集文本：RDD-tndf

输出：随机森林分类模型：RDD—forest

l BE【jJN

2 For n=l to treeNum

3 ／／1．Bagging抽样

4 For each Partition in RDD tfidf ／／分区并行执行

5 对分区内的样本进行Bagging抽样；

6 End for

7 Retum剐DD sampIe n

8 ／／2危U建决策树

9 For each Panition in RDD s啪ple n ／／分区并行执行

10 根据抽样样本建立对应决策树：

“ End for

13 Retum RD啦9_n
14 End for

1 5 Retum RDDLforest

16 END

4．2．3文本分类并行设计

分类模型训练完成后，对文本进行分类前，需要向量化测试集文本，包括文

本预处理和构建文本向量模型，处理方法同训练集预处理和文本向量化。

1)文本分类并行性分析

随机森林分类模型训练完成后，对每一个测试集样本，去用随机森林中的所

有弱分类器去判断其类别，每个弱分类器输出一个类别作为该测试样本的类别，

然后汇总统计判断测试样本的最终类别，由此可见，文本分类时各测试样本之间

相互独立，因此分类阶段具有很好的并行性。

2)文本分类并行性设计

随机森林并行分类是一个所有决策树依次对每一条测试集样本投票的过

程，对不同的测试样本的投票可以并行化，投票完成后统计每条测试样本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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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然后取类别最多的类最为最终类，文本分类在Spark下的并行设计如图4—7

所示。

PartItiOns

枷：tmeNum
垤lueI D@Tr”

Kev，treeNum

妇fue#p@nee
RDD-chs5唧

图4．7分类阶段并行设计

其中，}玎)FS表示分布式文件系统，用于存储测试集文本，RD陵test表示

向量化后的测试集文本，RDD_fi眦St表示随机森林模型，I①D—classi匆表示测试

集样本RDD—如St根据随机森林模型RDD’fbrest得到的最终分类结果，各RDD

数据格式如表4—7所示。

表4．7随机森林分类过程中RDD数据格式

一个完成的测试集文本分类过程，首先从印)FS读取测试集文本，然后按照

训练集预处理和向量化的方法对其进行文本表示，得到测试集文本向量模型

I①D test，然后利用随机森林模型RDD forcst并行的对各分区中的测试集样本

进行并行投票，见式(3．16)。当所有决策树对一条测试样本投票完成后，该样

本被判定的各类别出现次数，选择出现次数最多的类作为该测试样本的最终类

别，最后通过Spark的saveAsTextFile算子触发所有任务的执行，并将结果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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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Ⅱ)Fs上，如算法4．6所示。

算法4．6随机森林分类并行算法

输入：向量化后的测试集文本：RDD test

输出：测试集分类结果：RDD classifv

l BEGIN

2 For each Partition in RDD test ／／分区并行执行

3 For each line in Panition ／／依次对分区中的每一行进行处理

4 For each tree in RDD fbrest

5 决策树troe对测试集样本line投票；

6 统计最终得票，取得票最多的类作为测试样本Iine的最终类别；

7 End for

8 End for

9 End for

l 0 Retum RDD_classif3，

1 1 END

4．3本章小结

文本研究了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在文本分类中的应用，以一个完

整的文本分类为例，分析设计了文本预处理、文本表示、基于差别矩阵属性选择、

构建随机森林和测试集文本分类等过程的并行设计；对每一个过程，首先分析了

其可并行性，在可并行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Spark框架的并行处理流程；对部分

关键算法的缺陷采用了比较经典的改进方法，例如对特征选择卡方统计的改进和

文本向量化权重计算的TFIDF的改进。

本章不但研究了文本分类各模块的并行设计，还分析了不同处理阶段数据流

动情况以及数据格式的变化情况，展示了基于粗糙集理论和Spark框架的随机森

林分类算法的并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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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实验分析与文本分类系统设计

一个完整的Sp破并行文本分类系统，即要有良好的分类性能，又要有良好
的并行性能，同时还需要可控制的流程控制和直观的结果展示。根据以上情况，

本章先是设计了用于评估分类系统的实验，最后设计了简单方便的B／S结构的系

统，用于业务的控制与结果的可视化。

5．1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Spark文本分类系统的性能测试，包括分类性能和并行性能的测试，以下

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设计实验。

5．1．1实验环境

实验所需的硬件设备一共17台Pc，其中l台作为主节点，其余16台作为

从节点，所有节点配置相同。实验采用Linux操作系统，在所有节点的相同路径

安装巾K、Hadoop、spark和Scala等，各节点软件和硬件环境如表5．1所示。

表5．1集群节点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 Intel core四核、2．6GHz主频、4G内存、500G硬盘

软件环境ubun_c1114、．ⅢK1．7、Hadoop2．6、sparkl．6、Scala2．10

5．1．2分类性能测试与分析

对并行文本分类系统的性能评价包括对分类性能和并行性能两方面的评价，

一个良好的并行文本分类系统既要有较高的分类性能，又具有较好的并行性能。

在文本性能评价方面，本文采用查准率(percison)、查全率(reacall)和Fl值作

为评价指标，在并行性能评价方面文本采用加速比(speedup)、规模增长性

(sizeup)、可扩展性(Scaleup)来作为评价指标，并比较了Spark和MapReduce

的运行时问和加速比(speedup)。本实验选取的语料库为复旦大学中文语料库，

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个类别的全部数据作为输入文本共1495l篇文档(记为

DAl’A)，其中训练集文档7472篇，测试集文档7479篇。

对文本性能进行评价时，选择cHI值最大的2000个词作为特征词，采取十

折交叉验证方法，确保每一条记录即出现在训练集中，同时又出现在测试集中，

全面的评价模型的性能。实验时，将整个语料库作为输入进行交叉验证，比较了

基于粗糙集理论和加权投票器的随机森林算法(RLv-RF)与KNN、朴素贝叶斯、

决策树C45和传统随机森林(RF)等算法的分类效果，得到的分类结果如表5．2

和表5．3所示，其中P表示查准率(percision)、R表示查全率(rea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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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N

NB

C45

IuF

Rv-IuF

97．3％ 91．8％ 92．9％ 95．8％ 92．0％ 64．1％ 88．7％ 羽．2％

97．3％ 88．9％ 94．2％ 86．9％ 87．O％ 98．8％ 92．2％ 9D．7％

96．6％ 95．1％ 97．8％ 92．3％ 95．2％ 99．3％ 95．9％ 9工3％

98．4％ 87．0％ 99．O％ 92．8％ 94．8％ 99．1％ 95．1％ 9j．8％

98．O％ 89．4％ 99．2％ 94．6％ 94．2％ 98．8％ 95．7％ 9五彳％

表5．3不同分类算法查全率比较

体育 政治 环境 经济 农业 计算机平均值

KNN

NB

C45

RF

RV．RF

79．6％

90．9％

94．7％

97．6％

97．7％

77．5％

90．6％

90．6％

94．1％

95．4％

78．1％

89．2％

98．2％

93．4％

98．0％

79．7％

86．7％

92．7％

94．8％

94．8％

80．8％

86．2％

94．4％

96．7％

97．6％

92．7％

92．3％

97．8％

97．2％

99．0％

81．7％

89．3％

94．8％

96．5％

97．1％

从表5—2和5—3可以看出，在以上几个算法中，Ⅺ州算法对该语料库的分类

效果最差，准确率和召回率在大多数类别上偏低；朴素贝叶斯算法整体情况较

l心N算法有所改善，准确率和召回率比较均衡，但是整体效果表现一般，各类

准确率和召回率在90％左右浮动：C45决策树对该语料库分类能力较好，准确率

和召回率比较均衡，稳定在90％以上；RF算法在整体上优于决策树c45算法，

但整体效果不如Rv_RF算法；对比可知，Rv_RF算法对该语料库的分类能力最

佳，在各类中的分类效果都最好，除政治类准确率接近90％，其余各类之间分类

效果无较大偏差，稳定在94％以上，且准确率和召回率比较均衡。实验表明，在

该语料库上，RV_I讧算法表现出良好的分类能力。

为了分析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在分类性能上的提升，实验分析了

加权投票器前后、传统随机森林算法(RF)和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

(R—RF)、和基于粗糙集理论随机森林算法和加权投票器(RV-RF)实验对比结

果。其中，加权投票器的随机森林算法记为v_I讧。实验表明，同RF算法相比

V二RF算法局部性能变差，但整体性能有小幅提升，主要是因为加入权重因子后

解决了投票器投出多个类的情况。同RF算法相比R．RF算法局部性能变差，但

整体性能有小幅提升，主要是因为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子空间，加强了因随机

性产生的较弱的决策树分类能力，同其余算法相比，Rv-RF算法提升效果更加明

显。由于随机性整体分布比较稳定，投票器也并非大量投票给多类，且随机子空

间整体趋于稳定，因此RV-RF算法的性能提升比较有限，实验环境下对F1值的

提升大约l％左右，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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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随机森林算法对比实验

实验还研究了随机森林规模对分类结果的影响：决策树数量递增时，各类

Fl值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当决策树数量达到50棵时，语料库整体分类性能

趋于稳定，但仍有部分类有上升空间，最后决策树数量在100棵时，各类的分类

性能趋于收敛。这是因为随机森林中的决策树中只包含了小部分属性，当随机森

林规模较小时，分类模型不能全面反映训练集，此时部分类的性能较差，当随机

森林达到一定规模，能全面反映训练集的时候，分类性能会趋于稳定，如图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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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纛一农业 壤*政治·’)-环境·f-经济—●·计撵机

图5．2决策树数量对分类性能的影响

5．1．3并行计算性能测试与分析

实验采用的是复旦大学中文语料库，其己将语料库安装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好

类，因此在评价并行性能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无需再划分语料库。在16个

节点的集群中，将原始语料库扩大若干倍，作为输入，文本合并后约3GB大小。

在实验过程中根据需要调整节点数目和数据集的规模来统计各并行评价指标，实

验采用加速比(Speedup)、可扩展性(Sccaieup)和规模比(siZeup)来评价并

行性能。

1)加速比测试及分析

加速比反应的是在保持数据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节点数量增加，并行性能的

改善情况。在实验条件下，由于节点间通信的损耗，随机森林算法的加速比低于

理想的线性加速比，整体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随着节点的扩展，使得节点间的

通信时间占比偏大，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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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随机森林算法加速比

2)规模比测试及分析

规模比(Sizeup)反应的是算法本身的并行性能，在实验过程中保持节点数

量不变，不断增加数据规模。实验条件下，随机森林算法一直保持较低的规模比，

随着节点的增加有上升趋势，这是因为节点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据规模，使得集

群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说明随机森林算法具有较好的并行性，如图5．4所示。

图5．4随机森林算法规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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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扩展性测试及分析

可扩展性(Scaleup)反应的是算法对数据扩展的性能，在实验中增大数据

的同时增加节点数量。在实验条件下，随机森林算法的可扩展性呈下降趋势且节

点较多时可扩展性较低，这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集群节点的增加，节点间通

信的开销的增加导致运行时间增加，如图5—5所示。

图5-5随机森林算法可扩展性

4)与MapReduce框架下运行性能比较

为了说明基于Sp破内存计算框架的高效性，实验保持数据不变统计了Spa血
和MapReducc的运行时间，实验分析了多个节点下，MapReduce运行时间与Spark

运行时间的对比，实验表明节点较少时Spark较MapReduce性能提升较大，1个

节点时，MapReduce的运行时间大约是spark的40倍，但随着节点的增加，集

群得到充分利用这种差距会减小，16个节点的时候，MapReduce的运行时间大

约是Spark的16倍，因此同M印Reduce相比，Spark下的随机森林算法具有更

高的效率，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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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随机森林算法运行时间对比

为了更充分的研究随机森林算法在两种框架下的并行性，实验还比较了随机

森林算法在MapReduce上和Spark上的加速比，实验表明两者的加速比趋势一

致，但MapReduce的加速比更接近线性，而Spark的加速比相对较低，这是因

为Sp冰上的随机森林算法运行时间较短，使得节点通信时间占比较大，如图5．7
所示。

图5．7随机森林算法加速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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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系统设计与实现

对海量数据的并行分类是离线分析的过程，任务提交后并不能很快的获得分

类结果；相比单机环境，集群的搭建复杂、维护成本较高；因此，为了方便普通

用户进行海量文本并行分类，本文设计了B／S结构的并行文本分类管理系统，使

得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远程上传数据、提交任务和查看结果等，管理员用户可通

过系统查看集群的详细情况。系统包括数据上传、任务提交、结果预览、集群监

控和数据下载等功能，如图5．8所示。

图5．8分类系统功能层次图

将B／S结构并行文本分类系统部署在集群中的Mater上，便于提交任务和集

群监控，此外在软件环境方面，采用MyEclipselO．7、StrLlts2、Hibemate等作为

系统的开发环境。

5．2．1分类模型的构建与分类模块

通过系统的数据上传模块，用户不必搭建自己的集群，可直接通过浏览器远

程提交任务，任务运行在后台集群服务器中。数据上传模块的核心操作是从本地

选择待处理数据，然后上传至服务器。数据上传至服务器后，用户可根据需要选

择业务：模型评估和分类，然后对任务进行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完成后，将任务

提交到集群并运行任务。以模型评估为例，上传文件后选择模型评估业务，设置

文本特征词为2000、决策树规模为100，进行10折交叉验证，评估完成后返回

评估结果，如图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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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别＼性院指标 准确率(percisjon) 召羁丰(reca主1)

体育c39 0．980l O．9773

| 农业c32 O．9424 O．9i60

l 政治c6 0．8939 0．9；45

l 环境c3l 0．9917 0．9804

经济c34 0．9{6l O．94i7

{}算#K19 O．9883 O．990l

宦Fl O．9640

图5．9模型评估功能

当任务执行完成后，对于模型评估业务，将更新模型性能评价结果，对于分

类业务将展示分类结果，结果列表展示了各输入文档与被分类别的对应关系，此

外为方便用户快速检索指定文档，系统还提供了查询功能，如图5．10所示。

嚣墨冒豳茸强墨瞄豳l圈圈 叫蕾一叠■翻嬲■————l嚣嗣

l 文档 类别 i 文档 类别

||c34一Econom如256．txt 经济 辩34一Ecomyoo：9．txt 经济

靼3}Ec。nom?3099．txt 经济 》c34一Economyi723．txt 教育

lci9一c。田pu：er0012．txt i}强机 iCl9一c∞puter2639．枉： 1}’饽枫

|c19一compurerl400．txt ¨弹机 辩39一SJ)orts0021．txt 体鸯

|c32一蟾ricujture002j．txt 农业 錾32一^g?iculture06：i．txt 农业

|c32一Agricujture0009．txt 农业 錾3争sports0612．tn 体宵

靶38一Politics06钳．tx‘ 政治 靶38一PoHtics04{L txt 经；：}F

lc3l—Enviornf*nt0027．txt jF境 蓉3l—E|1Yiornment01：4．txt 坏境

jc32一A毫ricujture005j．txt 农艘 ic32咄griculture04n．txt 环境

图5．10分类结果展示功能

由于系统处理的是海量文本的分类，如果用户需要找到指定文本的分类情

况，在页面查找或下载后查找会非常费时，因此系统提供了搜索功能，用于搜索

指定文档的分类结果，以搜索标题包含“economy”的文档为例，系统列出来所

有包含“economy”的文档的分类结果，如图5-1l所示。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54页

| 文档 类别 l 丈秽 类别

耙3{-Ec。n∞y0256．txt 经济 |c34-￡c∞。雕0029，txt 经济

|c34一Econ∞y3099．txt 经济 雾34一￡c∞o丑y1723．t=t 鞍商

图5·11文档搜索功能

5．2．2数据下载管理模块

为方便用户对分类情况进行分析，系统还提供了数据下载功能，例如分类规

则、分类结果数据的下载。用户可直接通过卸DFS管理页面选择所需要的数据进

行下载，例如用户需要将随机森林分类模型下载到本地进行规制分析，需要将分

类结果下载到本地进行结果利用等，以下载最终分类结果为例，首先找到皿FS
上结果文件的路径”／I仁outp州spkOut，’，然后点击需要下载的文件即可，下载过程

如图5．12和5．13所示。

Browse D汁ectOry

”一’¨
⋯～ mI

f一 一{o
⋯r 1●cw

·⋯h～

H■一

图5．12}玎)Fs上查找待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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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从}玎)FS上下载文件

5．2．3远程管理模块

海量文本的分类比较耗时，并不能立刻返回结果，因此可给系统管理员提供

集群监控服务，用于查看集群的健康状况和任务的执行情况。由于Hadoop集群

的}玎)FS和Spark自带监控页面，系统将直接调用这些监控信息。监控信息主要

分类两部分：}玎)FS分布式文件系统和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Spark监控页面能查看Spark集群的配置信息、运行环境和任务执行情况等

信息，例如任务名称、JDK版本和分配的内存等，如图5一14所示。Sp破集群的
任务执行情况包含了任务各阶段的详细信息，例如任务的提交时间、运行时间、

输入输出大小等，如图5．1 5所示。
沿蒜

En呐rO憎ne瞰

图5-14 Spark集群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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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Spark集群任务运行情况

通过}玎)FS监控页面，可以了解集群各节点的健康状况、磁盘使用情况和

Hadoop版本等信息，如图5一16所示。

图5．16皿FS监控页面

5．3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基于粗糙集理论和加权投票器的随机森林算法(记为RV二RF)进

行实验设计，来评估模型的性能：分类性能和并行性能。以准确率(percision)、

召回率(recall)和Fl值作为分类性能评价指标，结合KNN、朴素贝叶斯和决

策树等常用分类算法对比验证，实验表明RV二RF算法在实验数据集上，分类效

果良好，且模型稳定，不同类间的结果偏差较小。随后，为了方便用户提交任务

到集群服务器，方便查看任务进度、日志分析和分类结果等，设计了基于B／S结

构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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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曲：日—叫几R主

本文以高效的海量文本分类为目标，结合粗糙集理论研究了随机森林算法在

Spark分布式内存计算框架上的海量文本并行分类。文章首先介绍了文本分类、

粗糙集理论和并行计算等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随后介绍了文本分类相关算法和

Spark框架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

并进行了并行设计与实现，己完成工作如下：

(1)针对随机森林随机选择属性时可能产生较差随机子空间的特点，本文

采用基于租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提升了部分决策树的分类能力，在随机森

林中采用了加权分类器。

(2)本文完成了随机森林文本分类算法在Spark上的并行设计，包括分词、

特征选择、文本向量化、模型训练和分类等阶段的并行设计。并设计实验验证分

类性能和并行性能。

(3)为了方便用户交互和降低并行分类的复杂性，设计了基于B／S结构的

并行文本分类管理系统，方便用户远程提交任务和查看结果等。

本课题达到了预期的实验效果，完成了预期的系统设计，但受限于时间与条

件研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主要研究以下三点：

(1)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平衡数据集的文本分类，虽然在特征选择时采用了

改进的卡方统计算法，选择特征词时能兼顾到类别较少的类，但是在文本向量化

权重计算阶段，改进的TFIDF算法倾向于提升那些在某类中大量出现而在其余

类中较少出现的特征词的权重，而非提升数量较小的那些文档特征词的权重，未

来的研究重点可以放在非平衡数据集上。

(2)本文实验选取的语料库是已被整理好的文本文档，这些语料库并非专

为海量文本分类而整理，因此规模相对较小，如果通过复制或者模拟产生数据，

这将影响分类结果的真实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分布式爬虫爬取互联网文

档构建自己的语料库。

(3)spark一种内存计算框架，对集群各节点的内存要求较高，本文中集群

各节点内存较低，如果条件允许，可研究在高性能集群中海量文本的分类情况。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58页

致 谢

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我成长了许多、也学会

了许多，获得了很受益终身的感悟。值此临近毕业之际，对于那些关心我、给予

我帮助的各位老师、同学以及家人表达诚挚的谢意，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

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红梅老师，从研一到研三、从毕业选题到毕业论文

的撰写，无一不透露着陈老师的指点与心血。在与陈老师的交流过程中，不但丰

富了我的学识，陈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品质也深深

的感染了我。在学习中，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经陈老师指点后豁然开朗，

再次感谢陈老师这三年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其次，我要感谢为我传道授业的各位老师们，你们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感谢实验室里邓琦、李晓和蔡勇等同学，在我完成毕业论文

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你们默默的支持与帮助。此外，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

这些年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1572406)

的资助，对课题组中的所有成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衷心的感谢审阅此论文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期待你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59页

参考文献

【l】牛罡，罗爱宝，商琳．半监督文本分类综述明．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1l，

5(4)： 314·315．

[2】Cheng S， Shi Y， Qin Q． ParticIe swa咖optimization based semi—superyised

le舭liIlg on ChiIlese text categorization【C】． IEEE con舒ess on EVolutionaJy

Computation．ⅢEE，2012：1．8．

[3】Shieh H．Semi-superVised clustering based on k-nearest neighbors【C]．Intemational

C0nference on DjgitaI Manufactufing and Automation．正EE，2012：759—762．

【4】Garcia H，Ludu A．The GoogIe file system[C】．Acm Sigops OperatiIlg Systems

Revjew．ACM，2003：29—43．

【5】Dean J， Ghemawat S． MapReduce： Simplined Data Processing on Large

cIus把rS．阴．如Proceedings of 0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脚l锄entation，
2004，5l(1)：107-113．

【6】Fay C，Je茄∞y D，Sanjay G，et a1．Bigtable：A Distributed Storage Systcm for

S旬rLlctured Data【J】．Acm 1’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2008，26：4—26．

[7】T0m White．Hado叩：the definitive guide【M】．Yahoo Press，2009．

[8】高彦杰．Spark大数据处理技术、应用与性能优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4．

[9】Luhn HP ．Auto—encoding of documentS for info肌ation re仃ieVal

systems【M】．Modem Trends in Documentation．New York：Pe谬珊on Press．1959．

【10】Maron ME，Kuhns几．On releVance，probabilistic indexiIlg a11d inf0加ation

retrieVaJ【J】．Joumal ofthe ACM，】960，7(3)：2 1 6-244．

【ll】MaIlningDM，Hi嘶ch s，Prabhal(arR著，王斌译．信息检索导论[M】．北京：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0。

[12】侯汉清．分类法的发展趋势简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1．

[1 3】Li Y，Hsu DF，Chung SM．Combining MultjpJe Fea臼Jre Selection Metllods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by Using Ranl(一Scorc Characteristics【C】．皿m Computer

Society．mEE，2009：508—517．

【1 4】Feng Y，Zhou H．An e仃．ectiVe and efficient two-stage dimensionali哆reduction

algorithm for content-based se锄 filtering【J】． Joumal of Computational

IIlfomlation Systcms，2013，9(4)：1407-1420．

f1 5】Gao L，Chjen B． Fcature reduction fof tcXt categorizatjon using cluster-based

discriminant coemcient【J】． Conference on Techn0109ies and Applications of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0页

Artificial InteIligence，2012：137—142．

[16】范雪莉，冯海泓，原猛．基于互信息的主成分分析特征选择算法【J】．控制与

决策，2013(6)：915—919．

[17】裴英博，刘晓霞．文本分类中改进型CHI特征选择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工

程与应用，201l，47(4)：128．130．

【1 8】Yang Y，Pedersen JO．A ComparatiVe Study on Featllre Selection in Text

Cate90riza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hl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ming．Mo唱an KaufmaIln PubIisherS IIlc．， l 998：4 l 2—420．

[19】SaIton G，Yu CT。On thc cons衄ction ofe氐ctiVe Vocabularies for infoⅡIlation

retrieVal【M】．Birl出sauser，1990．

【20】张玉芳，彭时名，吕佳．基于文本分类TFDF方法的改进与应用【J】．计算机

工程，2006，32(19)：76-78．

【2l】How BC，Narayanan K．An EmpirieaI Study of Feature Select；on for 1bxt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11enn Weightage【C】 ． ACM Intemational

Cor讧-erence．IEEE，2004：599-602．

【22】李学明，李海瑞，薛亮，何光军．基于信息增益和信息熵的TFIDF算法【J】．计

算机工程，2012，38(8)：3740。

【23】JiVani AG．The noVel k nearest nei曲bor algorithm[C】．111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锄d Infonnatics． IEEE， 20 l 3： l一4．

【24]Zhang S，Zhang SX．Researching in web tecllIlology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improv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四．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Is Science&

CiVil Engineering，2013：563—566．

【25]Ye Y，Peng Y，Yin J．Decision仃ee constm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ssociation

rules阴． The htemational conference 0n Computer Application锄d System

Modeling，20 1 2：754—756．

[26】王双成，杜瑞杰，刘颖．连续属性完全贝叶斯分类器的学习与优化【J】．计算

机学报，2012，35(10)：2129．2138．

【27】熊忠阳，杨营辉，张玉芳．基于密度的I(1町N分类器训练样本裁剪方法的改

进[J】．计算机应用，2010，30(3)：799．801．

[28】陶新民，童智靖，刘玉等．基于ODR和BSMOTE结合的不均衡数据SⅥⅥ

分类算法【J】．控制与决策，2011，26(10)：1535-1541．

【29]徐鹏，林森．基于c4．5决策树的流量分类方法[J】．软件学报，2009，20(10)：

2692—2704．

【30】杨成鹏．基于Bayes的文本挖掘算法在GPU上的设计与实现[D】．北京邮电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1页

大学，2014．

[3l】姚旭，王晓丹，张玉玺等．基于随机子空间和AdaBoost的自适应集成方法

[J]．电子学报，2013，41(4)：810．814．

[32】曹鹏，李博，栗伟等．结合X-mea|ls聚类的自适应随机子空问组合分类算法

[J]．计算机应用，2013，33(2)：550．553．

【33】杨明，王飞．一种基于局部随机子空间的分类集成算法【J】．模式识别与人工

智能，2012， 25(4)：595—603。

【34】邓生雄，雒江涛，刘勇等．集成随机森林的分类模型[J】．计算机应用研究，

2015，32(6)：162l·1624．

【35】黄衍，查伟雄．随机森林与支持向量机分类性能比较叨．软件，2012，33(6)：

107一110．

[36】孙菲菲，曹卓。肖晓雷．基于随机森林的分类器在犯罪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J]．情报杂志，2014(10)。

【37】郭颖婕，刘晓燕，郭茂祖等．植物抗性基因识别中的随机森林分类方法[J]．计

算机科学与探索，2012，06(1)：67．77．

[38】王爱平，万国伟，程志全等．支持在线学习的增量式极端随机森林分类器

[J】．软件学报，201l， 22(9)：2059_2074。

【39]李欣海．随机森林模型在分类与回归分析中的应用[J]．应用昆虫学报，2013，

50(4)：1190·1197．

【40】韩伟，张学庆，陈呖．基于M印Reduce的图像分类方法【J】．计算机应用，2014，

34(6)：1600-1603。

【41]陈海利，孙志伟，庞龙．基于随机森林的文本分类研究[J】．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4(2)： 55-55．

【42】田宝明，戴新宇，陈家骏．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的多视角文本分类方法【J】．中

文信息学报，2009，23(4)：48．54．

[43】许曼．高维数据下基于云平台的随机森林算法的研究与实现【J】．科技通报，

2014(6)： 222—224．

【44]于延，王建华．基于云计算平台的随机森林算法的研究与实现[J】．科技通报，

2013，29(4)：50一52．

[45】赵亚红．面向多类标分类的随机森林算法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4．

【46】Pawlak z．Rou曲set，theoretical aspectS ofreaSonjng about data．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l 99 1．

【47】Skowron A，Rauszer C．The Discemibili哆Matrices and Functions in Info咖ation

Systems【J】．Theo呵&Decision Library，1992，11：331-362．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2页

[48】Hu X， Cercone N． Le锄ing in ReIational Databases： A Rough Set

Approach．[J】．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1995，ll(2)：323．338．

【49】Jelonet J．Rough set reduction of anributes and meir domains for力eural

ne铆ork【J】．Computational hItelligence，1 995，11(2)：339．347．

[50】钱进，苗夺谦，张泽华，张志飞．MapReduce框架下并行知识约简算法模型

研究[J】．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13．7(1)：35—45．

【51】钱进，苗夺谦，张泽华．云环境下知识约简算法【J】．计算机学报，2011，34(12)：

2322-2343．

【52】Qian J，Mjao D，zhallg Z，Yue x．Parallel attribute reduction algorithms using

mapreduce【J】．111：fonIlation sciences，2014：67l一690．

[53】钱进，苗夺谦，张泽华．云计算环境下差别矩阵知识约简算法研究【J】．计算

机科学，20ll，38(8)：193．196、

【54】Qian J，Pillg L，Yhe X，Liu C，Jing Z．Hierarchical attribute I_cduction algorjthms

for big data using mapreduce[J】．KhowJedge-Based Systems，2015：18—31．

【55】赵靖，皮建勇．粗糙集属性约简在文本分类中的性能研究【J】．微型机与应用，

2叭5(21)：8l一84．

[56】朱敏玲．基于粗糙集与向量机的文本分类算法研究【J】．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5(4)：31．34．

【57】蒲国林．基于粗糙集与信息增益的情感特征选择方法[J】．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2016， 33(1)： 96—99．

[58】胡学伟，蒋芸，李志磊，等．基于邻域关系模糊粗糙集的分类新方法【J】．计

算机应用，2015，35(1J)：3116．3121．

【59】郭敏，贾修一，商琳．基于模糊化的决策粗糙集属性约简和分类[J1．模式识

别与人工智能，2014(81：701．707．

f60】盂军，李锐，郝涵．基于相交邻域粗糙集的基因微阵列数据分类[J】．计算机

科学，2015，42(6)：37．40．

【6l】徐菲菲，魏莱，杜海洲等．一种基于互信息的模糊粗糙分类特征基因快速选

取方法【J】．计算机科学，2013，40(7)：216．221．

【62】刘继宇，王强，罗朝晖，等．基于粗糙集的加权Ⅺ呵N数据分类算法【J】．计

算机科学，2015，42(10)：281．286．

[63】李华，李德玉，王素格等．基于粗糙集的多标记专属特征学习算法【J】．小型

微型计算机系统，2015，36(12)：2730．2734．

[64】张晶，李德玉，王素格等．基于稳健模糊粗糙集模型的多标记文本分类[J】．计

算机科学，2015(7)：270．275．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3页

[65】向小军，高阳，商琳，杨育彬．基于Hadoop平台的海量文本分类的并行化

【J】．计算机科学，20ll，38(10)：184·188．

[66]卫洁，石洪波，季素琴．基于Hadoop的分布式朴素贝叶斯文本分类【J】．计

算机系统应用，2012，2l(2)：210-213．

[67】王静宇，赵伟燕．基于Hadoop平台的TFIDF算法并行化研究明．计算机工

程与科学，2014，36(6)：1018-1022．

【68】赵文娟．基于Hadoop的Web文本分类系统设计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4，50(6)：892-896．

【69】刘勇，王志亮，黄玉龙．GPU平台上大规模文本分类的研究阴。计算机工程

与应用，2012，48(8)：14l—143．

【70】王亮．基于GPu的支持向量机文本挖掘算法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7l】王桂兰，周国亮，萨初日拉等．spark环境下的并行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J．】．计

算机应用，2016(2)，342—347．

【72】梁彦．基于分布式平台spark和YARN的数据挖掘算法的并行化研究【D】．中

山大学，2014．

【73】邱荣财．基于Spark平台的cL刀陋算法并行化设计与应用【D】．华南理工大学，

2014。

【74】王诏远，王宏杰，邢焕来等．基于Spark的蚁群优化算法【J】．计算机应用，

2015， 35(10)： 2777—2780．

[75】孙铁利，刘延吉．中文分词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困难．信息技术，2009，7：

187一189。

【76】奉国和，郑伟．国内中文自动分词技术研究综述[J】．图书情报工作，2011，

55(2)： 41—45．

【77】Chu CT，Sang KK，Lin YA，et a1．M印-Reduce for Machine Leaming on

Multicore．【J】．Advances in Neural Info肌ation Pmcessing Systems， 2006，19：

281．288．

【78】Salton G， Wong A， Yang CS． A Vector space model for automatic

indexing[J】．Automatic Indexing，1974：613—620．

f79】Fo咖an G．劬extensjVe锄piricaJ study of feanJre selection metrics for text

cl硒sification【J]．Joumal ofMachine Le锄ing Research，2003，3： 1289·1305．

[80】Silva C，础beir0 B．The imponance of stop word remoVal on recall Values in teXt

categorization[C】． Proceedings of t11e Intem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正EE，2003：1661．1666．

【81】范小丽，刘晓霞．文本分类中互信息特征选择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4页

应用，20lO，46(34)：123．125．

[82】刘丛山．基于Hadoop的文本分类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2．

[83】郭亚维，刘晓霞．文本分类中信息增益特征选择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

与应用，2012，48(27)：119．122．

【84】Shieh H L．Semi—supervised Clust翻ng BaSed on K‘Nearest Neighbors【c】．Third

IIltemational Confbrence on Digital Manuf．acturing&Automation． Computer

Socie哆．IEEE，2012：759-762．

【85】Chang CC，Garcia—Molina H，Pa叩cke A．BooleaJl que叮mapping acmss

heterogeneous infonnation sources卧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Data

Engineer访g，1996，8(4)：515·521．

【86】鼬em Alpaydin著，范明，昝红英，牛常勇译．机器学习导论【M]．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9．

[87】奉国和．文本分类性能评价研究[J】．情报杂志，2011(8)：66．70．

[88】Lewis DD， Gale wA． A Sequential Algorithm for Thining Tex￡

Classi丘ers【J】．Sigir，1994． 29(2)：3-12．

【89】张文修，吴志伟，梁吉业．粗糙集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90】Hunt EB，Marin J，stone PT．EXperiments in induction【M】．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66：77．89．

【91】Jin C，Luo DL，Mu FX．AJl iⅡ1pmVed D3 decision tree algorithm【J】．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09，962—965：127．130．

【92】Quinlall JR．C4．5：Progmms for machine Ie锄ing【M】．San Mateo：Mo唱an

Kauf．mann Publishers nc，l993：1 7-42．

【93】Breiman LI，Friedman JH，Olshen RA，et a1．Class洒cation and Re留ession 1’rees

(CART)【J】．Biometrics，1984，40(3)．

【94]Ho TK．The Random Subspace Method for Cons缸1Jcting Decision

ForeSts[J】．正EE Transactions on Panem AJlalysis&Machine Intelligence，1 998，

20(8)： 832-844．

【95】BreiIIlan L．Random Forests【J】．Machine Leammg，200l，45(1)：5—32．

[96】Banfield RE，Hall LO，Bowyer Kw，et a1．A comp撕son of decisjon tree

ensemble creation techniques． 【J】． IEEE 7I’ransactions on Pattem Analysis&

Machifle Intelligence，2007，29(1)：l 73一l 80．

【97】Breiman L．Bagging Predictors[J]．Machine Leaming，1996，24(2)：123—140．

[98】王德文等，电力用户侧大数据分析与并行负荷预测[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 S．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5页

[99】苗夺谦，李道国．粗糙集理论、算法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00】熊忠阳，张鹏招，张玉芳．基于x2统计的文本分类特征选择方法的研究川．计

算机应用，2008，28(2)：513—514．

[101]Hansen LK，Salamon P．Neural ne铆ork ensembles【J】．ⅢEE 1’ransactionson

Pattem Analysis&Machine 111telligence，1990， 12(10)：993一1001．

【102】蔡林霖．随机森林的模型选择及其并行化方法【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2．

【1 03】Gunreben S．An optical burst呦rdcring model for time-based and瑚dom
selection aSSembly s昀tegies[J】．Pe哟衄ance EValuation，2011 68(3)：237—255．

【104】李洪波．决策森林的子空间选择和集成优化【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万方数据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66页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万方数据


	封面
	声明
	摘要
	英文摘要
	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课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2．1 文本分类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 粗糙集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
	1．2．3 并行分类国内外研究现状

	1．3 本文主要内容
	1．4 论文结构

	第2章 文本分类相关概念和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2．1 文本分类技术
	2．1．1 文本预处理
	2．1．2 文本特征选择
	2．1．3 文本表示
	2．1．4 常用分类算法
	2．1．5 分类性能评价

	2．2 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2．2．1 Spark基本概念
	2．2．2 Spark计算模型

	2．3 粗糙集理论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森林算法
	3．1 决策树算法基本概念
	3．2 随机森林算法基本概念
	3．3 基于差别矩阵的属性选择
	3．4 随机森林文本分类算法
	3．4．1 一种改进的文本处理方法
	3．4．2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随机子空间
	3．4．3 加权投票器

	3．5 本章小结

	第4章 基于Spark的文本分类算法并行设计
	4．1 文本处理模块并行设计
	4．1．1 文本预处理并行设计
	4．1．2 特征选择并行设计
	4．1．3 文本表示并行设计

	4．2 随机森林分类模块并行设计
	4．2．1 差别矩阵属性选择并行设计
	4．2．2 随机森林分类器并行设计
	4．2．3 文本分类并行设计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实验分析与文本分类系统设计
	5．1 实验结果及分析
	5．1．1 实验环境
	5．1．2 分类性能测试与分析
	5．1．3 并行计算性能测试与分析

	5．2 系统设计与实现
	5．2．1 分类模型的构建与分类模块
	5．2．2 数据下载管理模块
	5．2．3 远程管理模块

	5．3 本章小结

	总结与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