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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多密度聚类算法

杨善红，梁金明，李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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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概念，通过加权处理考虑了相邻网格的综合影响，能较好地代表当前网格
相对密度，然后利用它来识别具有不同密度聚簇的高密度网格单元，并从高密度单元网格进行扩展，直至生成一

个聚簇骨架，对边缘网格边界点进行识别和提取，提高网格聚类精度。通过实验验证，新算法能对不同大小与形

状的聚簇进行聚类，可以识别具有多个密度的不同类组成的数据集，能捕获聚簇边界点，聚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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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是一种对数据集进行有意义的分类操作，它
可以看做是数据挖掘领域里面一种特殊的分类。不同于分类

技术需要知道每个数据的类标号，聚类根据某种划分规则在不

需要类标号的情况下，对数据集进行分组，得到有意义的聚簇，

每一个分组就是一个聚簇。聚类被当做是数据对象集中稠密

对象组成的子集，它们被低密度的区域所包围。聚类不需要预

先定义类别，也不需要带有类标号的训练集，属于无监督学习

的一类技术，它能自动找到数据集的内在分布，识别出不同的

数据组，因此得到了相关科研人员的高度关注，是数据挖掘的

重要分支。聚类算法所要处理的数据对象类型各异，一般不同

的聚簇之间所包含的数据对象的稀疏程度不一样，甚至很多时

候还有很大的差别。为了发现任意大小和形状的类，现已有很

多聚类算法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基于网格和密度的算法在处

理多密度数据集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它们可以识别不同形状的

聚簇，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数据录入的先后次

序影响，因此成为聚类分析的一个热点［１，２］。

在聚类分析中一般定义密度为数据对象的密集程度，可以

把簇（ｃｌｕｓｔｅｒ）看做是数据空间中数据密度较高的对象区域，它
们被噪声（即低密度区域）所分隔开来［３］。这类算法［４～６］可以

对形状不规则的聚类进行处理。ＤＢＳＣＡＮ算法［４］就是其中典

型的代表，它依据基于密度的连通性分析增长聚类，不断把高

密度区域相连形成最大集合，即是一个簇。常见算法还有ＯＰ
ＴＩＣＳ和ＤＥＮＣＬＵＥ算法，但是它们需要计算每个点与其他点的
距离，因此时间代价较高，计算复杂度是Ｏ（ｎ２）。即使用Ｒ树
来降低时间复杂度为Ｏ（ｎｌｏｇｎ），但是创建Ｒ树结构也很耗
费资源。另外，当簇的密度变化很大时，ＤＢＳＣＡＮ可能聚类会
有问题。

基于网格的聚类算法也是一种重要的聚类方法，此类方法

的共同点是先对数据集进行网格化处理，即将每个属性维的取

值区间划分成相邻的多个小区间，于是不同属性的小区间交织

成了网格单元，所有的数据点都落入相应的网格单元。基于网

格的方法需要统计网格单元的相关信息，常见的是统计落入网

格内的数据对象的数目，即一般定义的网格密度，然后把相邻

的密度较大的网格不断合并，组成一个聚簇。由于扫描一遍数

据就可以确定网格单元密度，而且只需要考虑非空网格，因此

这类方法能有效提高聚类效率。但是传统的网格聚类算

法［７～９］定义的网格密度仅仅只是落入当前网格单元内的数据

对象的数目，没有考虑到周围网格对当前网格密度的影响，这

样会割裂数据对象的紧密性，不能准确捕获数据区域的网格密

度，难以扩展为一个完整的聚簇，从而遇到聚类精度不理想的

问题。另外，此类算法还存在的缺陷是网格化的处理是一种以

牺牲聚类精度为代价的方法，获取的聚簇边缘的边界网格单元

密度质量很差，特别是遇到不规则区域，处于聚簇边界的数据

点很容易被丢弃，如在图１（ｂ）的数据区域Ａ２中的点就往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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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低密度的噪声点而被丢弃。

现有处理多密度数据集的聚类算法有 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算
法［１０］、ＳＮＮ算法［１１］等。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算法属于凝聚的层次聚类
方法，它包含构建最近邻图、图划分、层次聚类三个步骤，算法

能有效地聚类空间数据，即便聚簇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密度。然

而算法具有较高的时间复杂度，为 Ｏ（ｎ２），并且 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并
不丢弃噪声点，而是将它们相应地分配到簇中，降低了聚类的

精度。ＳＮＮ算法对高维数据效果较好，能识别出强相关数据
对象的紧致簇，但是该算法比较脆弱，对参数的选取很敏感，缺

乏稳定性，并且其时间复杂度也较高，为 Ｏ（ｎ２）。为了克服上
述算法对变密度数据聚类效果不佳的缺陷，研究人员对网格密

度进行了改进，文献［１２］提出了网格相对密度的概念，通过它
来度量该网格与其邻接单元的密度差异，考虑了周围网格对当

前网格的密度影响，使用相对密度把周围高密度网格扩展成一

个完整的聚簇。此算法对多密度数据集的聚类具有一定的识

别能力，聚类操作在网格空间中实现，加快了聚类速度。

虽然文献［１２］在算法中定义的网格相对密度考虑到了相
邻网格对当前单元的影响，但是不同的邻接网格对当前网格的

影响权重是有差异的，不应该同等对待；该算法对边界点的提

取处理过于简单，使得边界点的聚类精度不高。本文的主要创

新工作在于：ａ）对相邻网格进行加权处理，综合考虑相邻网格
的影响，尽可能真实地捕获网格密度，减少数据类割裂；ｂ）通
过构造聚簇骨架对边界点进行识别和提取，以达到提高聚类精

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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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密度

定义１　ｄ维数据空间Ｓ。表达式Ｓ＝［ｌ１，ｈ１）×［ｌ２，ｈ２）×

…×［ｌｄ，ｈｄ），其中［ｌｉ，ｈｉ）为 Ｓ的第 ｉ个属性的取值的左闭右
开区间（ｉ＝１，２，…，ｄ），Ｓ中所有ｄ个属性的笛卡尔积构成了ｄ
维数据空间。

定义２　数据集Ｘ。Ｘ＝｛ｘｉ，ｉ＝１，２，…，ｎ｝，ＸＳ是一个ｄ
维空间的数据集，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ｄ）代表第 ｉ个数据对象，
ｘｉｊ∈［ｌｊ，ｈｊ）表示对象ｘｉ在第 ｊ维上的取值（ｊ＝１，２，…，ｄ），所
以数据集Ｘ是包含有 ｎ个对象的集合，每个对象具有 ｄ维个
属性。

定义３　网格单元。ｄ维数据空间Ｓ的每个属性维都有一
个取值范围，分别将这 ｄ个取值区间等分为有限的 ｋ个小区
间，这样经过划分后的不同维度的小区间在空间交织组成超矩

形单元，即网格单元。数据空间Ｓ总共有ｋｄ个网格单元组成，
网格单元在第 ｉ维上取值区间为［ｌｉ，ｈｉ），以 Ｕｉ＝｛ｕｉ１，ｕｉ２，…，
ｕｉｋ｝的形式来表达这样的网格。

定义４　网格密度。统计映射到网格Ｕｉ中的数据对象的数
目，数目之和即为网格Ｕｉ的密度，记做ｄｅｎ（Ｕｉ）。当ｄｅｎ（Ｕｉ）＝０，
称Ｕｉ为空单元；当ｄｅｎ（Ｕｉ）＞０时，称Ｕｉ为非空单元。

定义５　邻接单元。如果存在某个属性维，网格单元 Ｕｉ
在这个维度上的ｕｉｍ和网格单元Ｕｊ在这个维度上的 ｕｊｎ表示同
一个小区间，即 ｕｉｍ＝ｕｊｎ；或者 ｕｉｍ与 ｕｊｎ有一个公共点，即这两
个小区间是相邻关系，则称网格单元Ｕｉ和Ｕｊ是邻接单元。由
定义可知，ｄ维空间的网格单元具有的邻接单元最多有３ｄ－１
个。设Ｕｉ的所有非空邻接单元的集合记为 Ｎｇｓ（Ｕｉ），则 Ｎｇｓ
（Ｕｉ）≤３

ｄ－１。图２给出了平面数据集的网格单元 Ｕｉ的邻接
单元，共有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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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密度影响因子

大部分的网格聚类算法定义网格密度时，只是单纯地计算

指定网格中分布的数据点个数，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邻网格数

据点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网格单元不能准确捕获数据区域

的密度，这样容易使得属于同一簇的不同网格产生分离，造成

聚类不准。为此，文献［１３］提出了一种新的网格相对密度
（ＧＲＤ）的概念，ＧＲＤ利用当前网格与其所有非空相邻网格的
平均密度的比值，进行精确度量 Ｕｉ与周围相邻网格 Ｎｇｓ（Ｕｉ）
的密度变化情况，然后通过相对密度来指导聚类。其中：

ＧＲＤ（Ｕｉ）＝
ｄｅｎ（Ｕｉ）
∑

Ｕｊ∈Ｎｇｓ（Ｕｉ）
ｄｅｎ（Ｕｊ）

｜Ｎｇｓ（Ｕｉ）｜

（１）

式中，ｄｅｎ（Ｕｉ）＞０，｜Ｎｇｓ（Ｕｉ）｜是Ｕｉ非空邻接单元的个数。

仔细分析上面的等式右边

∑
Ｕｊ∈Ｎｇｓ（Ｕｉ）

ｄｅｎ（Ｕｊ）

｜Ｎｇｓ（Ｕｉ）｜
＝
ｄｅｎ（Ｕ１）
｜Ｎｇｓ（Ｕｉ）｜

＋

ｄｅｎ（Ｕ２）
｜Ｎｇｓ（Ｕｉ）｜

＋…＝ｗ·ｄｅｎ（Ｕ１）＋ｗ·ｄｅｎ（Ｕ２）＋…，发现，这个

等式实际表达了Ｕｉ的各个非空邻接单元 Ｎｇｓ（Ｕｉ）对 Ｕｉ的密

度影响之和（影响权重ｗ＝ １
｜Ｎｇｓ（Ｕｉ）｜

）。

进一步地考虑到邻接单元Ｎｇｓ（Ｕｉ）对于网格Ｕｉ的密度影
响并非都是一样的，不同位置的邻接单元对 Ｕｉ的影响自然要
区别对待。在图２中，直观上大家更接受 Ｕｉ的邻接单元２、４、
６、８比其他四个单元１、３、５、７对当前网格Ｕｉ的密度影响更大。
实际上网格单元２与 Ｕｉ是通过公共边接触的，两者所包含的
数据点在水平方向的取值区间是一样的；而网格单元１与 Ｕｉ
只有一个公共顶点，两者所包含的数据点的取值区间无论在 ｘ
轴或是ｙ轴都不相同。所以网格２与Ｕｉ之间的联系应该比网
格１与Ｕｉ的联系更加紧密，即设网格２对 Ｕｉ的影响权重为
ｗ２，网格１对Ｕｉ的影响权重为 ｗ１，则有 ｗ２＞ｗ１。因此在上述
公式中需要对邻接单元Ｎｇｓ（Ｕｉ）的各个网格的影响权重 ｗ进
行修改，以反映出邻接网格因位置的不同对当前网格施加的密

度影响的不同。

根据上面的想法，本文考虑一般的 ｎ维空间的网格单元
Ｕｉ，根据位置的不同将其邻接单元Ｎｇｓ（Ｕｉ）分成ｎ类：

第１类邻接网格的集合记为Ｕ１Ｎｇｓ（Ｕｉ），对于任意网格
Ｕ∈Ｕ１，Ｕ与Ｕｉ在每一个维上都只有一个公共点。此类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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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单元至多有２ｎ个。
第２类邻接网格的集合记为Ｕ２Ｎｇｓ（Ｕｉ），对于任意网格

Ｕ∈Ｕ２，Ｕ与Ｕｉ这两个网格单元在某一个维上相同，即是具有

一个公共边。至多有Ｃ１ｎ·２
ｎ－１个。

第３类邻接网格的集合记为Ｕ３Ｎｇｓ（Ｕｉ），对于任意网格

Ｕ∈Ｕ３，Ｕ与Ｕｉ这两个网格单元在某两个维上相同，即是具有一
个公共面。一个网格单元至多有Ｃ２ｎ·２

ｎ－２个第３类邻接单元。
……

第（ｎ－１）类邻接网格的集合记为 Ｕ（ｎ－１）Ｎｇｓ（Ｕｉ），对于

任意的网格Ｕ∈Ｕ（ｎ－１），Ｕ与Ｕｉ具有（ｎ－２）个相同的属性维取
值区间。可以证明至多有Ｃｎ－２ｎ ·２

２个。

第ｎ类邻接网格的集合记为ＵｎＮｇｓ（Ｕｉ），对于任意网格
Ｕ∈Ｕｎ，Ｕ与Ｕｉ在属性维上的取值区间相同的个数有（ｎ－１）
个。可以证明至多有Ｃｎ－１ｎ ·２个。

由于第１类邻接单元对于网格 Ｕｉ的影响是最小的，一直
递增到第ｎ类是影响最大的。为此定义如下权重：

对于网格Ｕｉ的非空邻接单元Ｎｇｓ（Ｕｉ），若Ｕｊ∈Ｎｇｓ（Ｕｉ）属
于上面所说的第α类（α∈｛１，２，…，ｎ｝），则Ｕｊ对Ｕｉ的影响权
重ｗｉｊ为

ｗｉｊ＝
α

ｎ（ｎ＋１）
２ ｍα

（２）

其中：ｍα表示Ｎｇｓ（Ｕｉ）中属于第 α类的非空邻接单元的总个
数，并有

ｍ１＋ｍ２＋…＋ｍｎ＝｜Ｎｇｓ（Ｕｉ）｜≤３ｎ－１， ∑
ｊ，Ｕｊ∈Ｎｇｓ（Ｕｉ）

ｗｉｊ＝１

定义６　网格的密度影响因子。网格 Ｕｉ的密度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ｇｒｉ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ＦＧＤ）是指 Ｕｉ的网格密度与 Ｕｉ
的非空邻接单元Ｎｇｓ（Ｕｉ）的加权网格密度和的比值，记做 ＩＦ
ＧＤ（Ｕｉ）。

ＩＦＧＤ（Ｕｉ）＝
ｄｅｎ（Ｕｉ）

∑
ｊ，Ｕｊ∈Ｎｇｓ（Ｕｉ）

ｗｉｊｄｅｎ（Ｕｊ）
（３）

其中：ｗｉｊ如式（２）所示。
密度影响因子 ＩＦＧＤ（ＵＩ）能度量当前网格与周围网格密

度的差异与变化。若 ＩＦＧＤ（ＵＩ）＝１，那么说明网格 Ｕｉ和其周
围的网格密度接近；ＩＦＧＤ（ＵＩ）＞１表示网格 Ｕｉ的密度高于其
周围网格的平均密度；ＩＦＧＤ（ＵＩ）＜１表示网格 Ｕｉ的密度低于
其周围网格的平均密度。ＩＦＧＤ（ＵＩ）的值越大，Ｕｉ的相对密度
就越大，Ｕｉ就更加可能处于聚簇的中心位置，越靠近内部；相
反，ＩＦＧＤ（ＵＩ）的值越小，其位置就更加可能偏离聚簇的内部。
于是，可以用ＩＦＧＤ（ＵＩ）≥１来表示网格单元 Ｕｉ的位置是处于
某个聚簇的内部。

定义７　核心网格。一个网格单元Ｕｉ是核心网格，满足
ＩＦＧＤ（Ｕｉ）≥１ （４）

密度影响因子的值比较大，说明网格 Ｕｉ更加靠近聚簇中
心，可以判定它属于某个聚簇，因此Ｕｉ作为核心网格。

定义８　直接网格密度可达。若Ｕｊ∈Ｎｇｓ（Ｕｉ），且满足
｛ｄｅｎ（Ｕｉ）／（１＋ｐｃｔ）｝≤ｄｅｎ（Ｕｊ）≤ｄｅｎ（Ｕｉ）·（１＋ｐｃｔ） （５）

称Ｕｊ直接网格密度可达 Ｕｉ，ｐｃｔ是密度浮动参数，根据不
同的数据集的不同密度变化情况，由用户自己来调整。

因为直接网格密度可达是对称的，所以 Ｕｉ直接网格密度
可达Ｕｊ等价于Ｕｊ直接网格密度可达Ｕｉ，通过它来决定周围网
格是否应该合并，并扩展成某个完整聚簇的主要骨架。

定义９　网格密度可达。若有这样的网格序列Ｕ１，Ｕ２，…，
Ｕｎ，满足Ｕ１＝Ｕ，Ｕｎ＝Ｕ′，且Ｕｉ直接网格密度可达Ｕｉ＋１，则称Ｕ
网格密度可达Ｕ′。由直接网格密度可达的对称性可以证明网
格密度可达也是对称的。

定义１０　基类。若某个非空子集ＣＸ，满足：
ａ）存在核心网格Ｕ０∈Ｃ；
ｂ）任意Ｕｉ是从 Ｕ０基于密度可达的，则 Ｕｉ∈Ｃ（极大性和

连通性）。

则称Ｃ是一个基类。
即核网格通过密度可达的方式对周围网格单元进行扩展，

得到一个网格集合组成的基类，它代表了一个聚簇的骨架。

"


$

　新的边界点提取方法
矩形网格单元的划分技术虽然提高了处理速度，但是对于

不规则聚类，如圆形边界区域，有可能做不到准确捕获边界网

格单元的密度，导致聚类出现问题。如图１（ｂ）所示，网格 Ａ２
和Ｃ２的数据点落入了基类网格单元以为的网格里，从而被当
作噪声被丢弃，这时就需要将这类的边界点进行提取。文献

［４］开始注意到边界点对于聚类理解的重要性，并有相关文献
提出了提取边界点的一些方法［１４～１６］和它的一些应用［１７～１９］。

在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簇边缘边界点处理的方法，期望通

过提取边界点来充实由基类构成的聚簇的骨架，从而提高聚类

精度。

定义１１　对顶网格。在图２中（二维平面），网格１与５、２
与６、３与７、４与８互为（关于Ｕｉ的）对顶网格，共有４对（立体
空间有１３对对顶网格，多维空间的对顶网格可类似定义）。

定义１２　低密度网格。若网格Ｕｉ满足ｄｅｎ（Ｕｉ）＜１，则称
Ｕｉ是低密度网格。

有了上述定义，本文提出边界点提取的新方法：当 Ｕｉ（如
图２）是低密度网格，且存在（至少１对）低密度的对顶网格时，
我们就判断网格Ｕｉ处于两个簇的交汇处，此时网格出现了“划
不准”现象。于是对网格Ｕｉ的处理就把每个点分别归为离此
点最近的邻接高密度网格所属的类别。同时考虑到更复杂的

情况，本文还规定，如果某个低密度的网格单元存在六个及以

上的非空邻接单元（多维情况类似），则同样判定此网格为“划

不准”网格Ｕｉ。然后对网格的点逐一类似处理。
继续搜索低密度网格，按上面的操作处理后，若还存在低

密度网格（排除了噪声网格），但又不满足上面操作的条件，则

可以把它们都归为能“划准”的网格，即网格内的点都属于同

一个簇。于是只需随意选择一个点判定离它最近的类，然后这

个网格所有的点都归到这个类。这样的处理可以保持在一定

的准确率上，减少很大一部分的计算量。

有了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概念，对网格进行聚类；并使用

本文提出的边界点提取方法对边界网格点进行提取，进一步改

善聚类性能，得到新的聚类算法———基于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

多密度聚类算法（ＩＦＧＤ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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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步骤

算法名称：基于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多密度聚类算法（ｉｍ
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ｇｒｉ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ｄｅｎ
ｓｉｔｙ，ＩＦＧＤＣ）

算法输入：数据集Ｄ，每维需划分的网格数 ｋ，密度波动阈
值ｐ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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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输出：聚类表示。

ａ）划分。将数据空间的每一维等分为有限的ｋ个小区间，
不同属性维的小区间交织，组成了ｋｄ个网格单元。

ｂ）映射数据空间和计算密度影响因子。把数据空间映射
到对应的网格单元组成的空间，每个数据点都落入到唯一的一

个网格单元中，对不包含数据点的空网格单元标记为已聚类，

由网格密度，再根据式（３）计算每个网格的密度影响因子。
ｃ）判定核心网格。在ｂ）得到的非空网格的密度影响因子基

础上，再根据不等式式（４）判定非空网格是否为核心网格。
ｄ）聚类。对未被聚类的网格单元进行检查，如果存在核

心网格，进行如下操作：

（ａ）对于未被聚类的网格单元，选取某个核心网格Ｕ０；
（ｂ）从核心网格 Ｕ０开始搜索，寻求网格单元 Ｕｉ，它是从

Ｕ０网格密度可达的（ｉ＝１，２，…，ｐ），则 Ｕｉ（ｉ＝１，２，…，ｐ）的并
集是一个基类；

（ｃ）采用新的边界点提取方法，考虑对聚簇骨架边缘的数
据对象进一步提纯，提高聚类精度。

!

　算法分析与实验验证

本文实验所用计算机配置是因特尔奔腾双核 Ｅ６７００
３．２０ＧＨｚ，４ＧＢ内存，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在 ＶＣ＋＋６．０环境
下编写程序并运行实现。下面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实验来

说明算法的聚类有效性。

图３的数据点数目是３０００，由两个不同密度的聚簇组成，
数据区域的密度比是１０∶１，此外，还存在一些噪声点，通过图形
结果显示，该算法在数据集上的聚类效果比较理想。事实上，

数据集中含有１００个噪声点，改进的算法识别了其中的９２个
噪声点。此时在实验中本文算法的参数设定如下ｋ＝２０，ｐｃｔ＝
０．８７。然后对如图４的数据集进行聚类，簇之间是相连的，并
且密度相差不大，数据区域的密度比为３∶１，算法的结果能正
确地识别出这两个类，正确率为１００％，即所有的点都被分到
两个聚簇中本应所属的那个聚类。此时实验中的参数设定为

ｋ＝２５，ｐｃｔ＝０．８８。实验结果说明，在密度接近时，算法仍然可
以得到很好的效果。在这两个实验中，前一个实验说明了该算

法对于不相连的具有不同密度的数据类可以正确识别；后一个

实验说明了该算法对相邻的密度比较接近的数据类也能有效

地识别。

图５中的数据集ＤＳ１和图６中的数据集ＤＳ２均来自文献
［１３］。数据集ＤＳ１的数据点数目是６９６，它包含了具有不同形
状、大小的四个聚簇；数据集ＤＳ２的数据点数目是９８３，包含了
四个聚簇，并含有噪声点。图５（ｂ）给出了本文算法对 ＤＳ１的
聚类结果，用具有不同明暗（不同灰度）的点来表示不同的聚

簇；图６（ｂ）是本文算法得到的 ＤＳ２聚类结果。根据图５和６
的结果显示，该算法能识别不同形状的聚类，对噪声具有一定

的鲁棒性，效果良好，最终得到的聚簇与实际相符。

图７的数据集 ＤＳ３来自文献［１０］，该数据集是带有噪声

的多密度数据集，它包含了六个不同的类以及部分噪声点。图

７（ｂ）是ＤＢＳＣＡＮ算法聚类结果，它把上面的两个椭圆合并成
了一个聚类，不能很好地处理变密度的多密度聚类；图７（ｃ）是
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的聚类结果，图形的结果显示，聚簇周围的噪声点也
被包括到聚类里面了，特别是在图７（ｃ）的右下角位置的小圆，
明显吸收了不少的噪声点，导致聚类精度不高。图７（ｄ）是ＩＦ
ＧＤＣ算法的聚类结果，可以看出 ＩＦＧＤＣ算法能有效识别多密
度的聚簇，并且能识别出噪声与孤立点，使得聚簇与噪声点很

好地分离，没有吸收孤立点，聚类效果优于其他两种算法。在

此实验中本文算法的参数设定为ｋ＝４０，ｐｃｔ＝０．８５。

可以证明本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ｎ＋３ｄｋｄ）。其中，ｎ代
表数据集中数据对象的数目，ｄ表示数据空间的维度，ｋ表示每个
属性维度被平均划分的区间数。ＩＦＧＤＣ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数据
点数ｎ的线性函数，与ｋ、ｄ成正比，可以对大数据集进行聚类。通
常情况下，由于网格代替数据点的特性总是会有３ｄｋｄ＜ｎ。因此在
最坏情况下，ＩＦＧＤＣ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ｎ＋３ｄｋｄ），低于ＳＮＮ
算法的Ｏ（ｎ２）和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算法的Ｏ（ｎ２）。

#

　结束语

通过研究总结了已有基于密度和网格的聚类算法，本文给

·６４７·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第３２卷



出了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定义，得到了一种新的聚类算法（ＩＦ
ＧＤＣ）。该算法的特点是考虑相邻网格对当前网格具有权重不
同的密度影响，利用加权的密度影响因子来捕获网格密度；并

对聚簇的边界点进行识别和提取。本文的实验说明了 ＩＦＧＤＣ
算法具有较好的聚类性能。该算法时间复杂度低，能较好地克

服在具有多个不同密度的聚簇的情况下一些算法对数据集聚

类效果不理想的缺陷，也避免了只考虑网格本身密度而忽略相

邻网格间的联系的不足，能识别任意大小、不同形状的聚簇。

下一步的工作之一将研究在多维空间中，如何定义边界点，并

对边界点进行有效的识别与提取。

参考文献：

［１］ ＸＩＡ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Ｄｅｈｏｎｇ．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ｔ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ｃｌｕｓｔｅ

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６（９）：２５６２２５７５．

［２］ ＮＧＴＦ，ＰＨＡＭＴＤ，ＪＩＡＸｉｕｐ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ｏｑｕｅ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４５（７）：２６４５２６６０．

［３］ ＴＡＮＰａｎｇｎｉｎｇ，ＴＥＩＮＢＡＣＨＭＳ，ＫＵＭＡＲＶ．数据挖掘导论［Ｍ］．

２版．范明，范宏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 ＥＳＴＥＲＭ，ＫＲＩＥＧＥＬＨＰ，ＳＡＮＤＥＲＪ，ｅｔａｌ．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Ｃ］／／ＰｒｏｃｏｆＫＤＤ．［Ｓ．ｌ．］：ＡＡＡ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２２６２３１．

［５］ ＡＮＫＥＲＳＴＭ，ＢＲＥＵＮＩＮＧＭＭ，ＫＲＩＥＧＥＬＨＰ，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ｃｓ：ｏｒｄｅ

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ＰｒｏｃｏｆＡＣＭＳＩＧ

ＭＯＤＲｅｃ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４９６０．

［６］ ＨＩＮＮＥＢＵＲＧＡ，ＫＥＩＭＤＡ．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ｉｎ

ｌａｒｇｅ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Ｃ］／／ＰｒｏｃｏｆＫＤＤ．［Ｓ．ｌ．］：

ＡＡＡ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５８６５．

［７］ 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ＮＧＪｉｏｎｇ，ＭＵＮＴＺＲ．ＳＴＩＮＧ：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ｏｆＶＬＤＢ．１９９７：

１８６１９５．

［８］ 曾东海，米红，刘力丰．一种基于网格密度与空间划分树的聚类算

法［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２８（７）：１２５１３３．

［９］ ＡＧＲＡＷＡＬＲ，ＧＥＨＲＫＥＪ，ＧＵＮＯＰＵＬＯＳＤ，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ｕｂ

ｓｐａｃ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ＰｒｏｃｏｆＳＩＧＭＯ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９４１０５．

［１０］ＫＡＲＹＰＩＳＧ，ＨＡＮＥＨ，ＫＵＭＡＲＶ．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

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ｓ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１９９９，

３２（８）：６８７５．

［１１］ＥＲＴ?ＺＬ，ＳＴＥＩＮＢＡＣＨＭ，ＫＵＭＡＲＶ．Ｆｉｎｄ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ｓｈａｐｅｓ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ｎｏｉｓｙ，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

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ＳＩ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ＩＡ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１２．

［１２］程国庆，陈晓云．基于网格相对密度的多密度聚类算法［Ｊ］．计算

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９，４５（１）：１５６１５８．

［１３］ＵＮＣＵＯ，ＧＲＵＶＥＲＷＡ，ＫＯＴＡＫＤＢ．ＧＲＩＤＢＳＣＡＮ：ｇｒｉｄｄｅｎｓｉ

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Ｃ］／／Ｐｒｏｃｏｆ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２９７６２９８１．

［１４］邱保志，曹鹤玲．一种高效的基于联合熵的边界点检测算法［Ｊ］．

控制与决策，２０１１，２６（１）：７１７４．

［１５］ＱＩＵＢａｏｚｈｉ，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Ａ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ｕ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７ｔｈ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１：１２４６１２５０．

［１６］Ｌ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ＬＩＢｏ．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ｏｉｎ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ｒｉ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２１１２１８．

［１７］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ＧＡＲＺＮＪＡ，ＧＡＲＣ?ＡＣＡ，ＮＯＶＡＩＳＰ，ｅｔａｌ．Ａ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ＮＡ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ｄａｔａ

［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４０（２）：７５８７７４．

［１８］Ｓ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ＣＯＩＤ：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ｕｔｌｉｅｒ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１，２８（３）：７０９７３３．

［１９］ＬＩＦａｎ，ＬＩＵＱｉｈｅ．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ｏｒｏｕｇｈＣ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ｒｅ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ｓＸＶＩ．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１７３３．

（上接第７４２页）
［９］ ＲＥＭＣＯＲＢ．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ｔｈａ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
ｅｒ，２００４：１０８９１０９４．

［１０］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ＷＥＢＢＧＩ．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Ｊ］．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９，７４（１）：３９７４．

［１１］程玉虎，仝瑶瑶，王雪松．类相关性影响可变选择性贝叶斯分类器
［Ｊ］．电子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７）：１６２８１６３３．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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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９２１３８．

［１３］王辉，韩旭，王双成，等．连续属性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依赖扩展
研究［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４（２）：４１４５．

［１４］ＪＯＨＮＧＨ，ＬＡＮＧＬＥＹ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ａｎＭａｔｅｏ：Ｍｏｒｇａｎ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１９９５：３３８３４５．

［１５］ＰＥＲＥＺＡ，ＬＡＲＲＡＮＡＧＡＰ，ＩＮＺＡ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ｆｒｏｍ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Ｒｅａ

ｓｏｎｉｎｇ，２００６，４３（１）：１２５．
［１６］ＰＥＲＥＺＡ，ＬＡＲＲＡＮＡＧＡＰ，ＩＮＺＡＩ．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００９，５０（２）：３４１３６２．

［１７］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ＢＷ．Ｕｓｉｎｇ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ｍｕｌ
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Ｂ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１９８１，４３（１）：９７９９．

［１８］ＫＯＢＯＳ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５７
６３．

［１９］ＳＡＩＮＳＲ，ＢＡＧＧＥＲＬＹＢＫＡ，ＳＣＯＴＴＡＤ．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８９（８）：８０７８１７．

［２０］ＭＹＲＰＨＹＳＬ，ＡＨＡＤＷ．ＵＣＩ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ｓ［ＤＢ／Ｏ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ｓ．ｕｃｉ．ｅｄｕ／
～ｍｌｅａｒｎ／Ｍ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２１］冉瑞生，黄廷祝，刘兴平，等．三对角矩阵求逆的算法［Ｊ］．应用数
学和力学，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３８２４４．

［２２］张禾瑞，郝
"

新．高等代数［Ｍ］．５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７４７·第３期 杨善红，等：基于网格密度影响因子的多密度聚类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