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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引入数据场准确寻找初始中心的聚类点，根据势场分布函

数，先找到犽个势心，然后选择距离势心最近的样本数据，得到用数据场生成的初始中心，从而实现犆均值聚

类算法。该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到空间数据的分类分级研究中。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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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函数聚类算法是聚类分析研究的重要方

向，它将某一准则下数据集的聚类问题转化为目

标函数的优化问题，用优化方法解决聚类问题［１］。

犆均值聚类算法是最早的目标函数聚类算法，是

在已知聚类个数和初始聚类中心之后，根据点到

中心的距离最小，分别判断各个点的归属，它是一

种典型的动态硬聚类方法，在空间数据的聚类分

析中应用十分广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犆均

值聚类算法在距离定义、初始化、函数收敛等［２］方

面得到了改进和完善［２５］，但这些改进均没有充分

考虑空间对象的相互作用，忽略了基于全局高度

的空间聚类。在确定初始聚类中心方面，并没有

关注初始聚类中心的空间特征属性。基于此，本

文提出了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

１　基本原理

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的基本思想

为：通过确定数据场中的辐射因子，找到不同层次

的数据抱团特性，准确寻找初始中心聚类点；根据

势场分布函数，找到犽个势心，找到的势心代表了

同类簇的重心位置；然后选择距离势心最近的样

本数据，得到由数据场生成的初始中心，实现犆

均值聚类算法。

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的关键在于初

始中心的优化选择。数据场能够客观、合理地表达

空间实体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能力的强弱。数

据场所得到的势是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融合，全

面体现了空间对象在整个区域的重要程度，其势心

更好地说明了空间对象的重心位置，即“准数据中

心”。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适用性强，结

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广泛地应用到空间数

据挖掘和知识发现中的分类分级中。

２　应用实例

本文以湛江市住宅用地地价区片数据为例，

对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进行讨论。

２．１　数据准备

在收集和整理数据时，难免出现误差甚至是

错误，应根据经验和其他方法加以判断并剔除异

常值，保证数据可靠。由于各个属性特征之间的

指标值单位、数量级等都存在差异，具体数值可能

相差悬殊。为消除数值单位和数量级的影响，必

须对属性特征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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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犻＝
狏犻－狏ｍｉｎ
狏ｍａｘ－狏ｍｉｎ

×１００ （１）

式中，狏ｍｉｎ和狏ｍａｘ分别为特征值（或坐标值）狏犻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狌犻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无量纲化后，狌犻介于０～１００之间，各属性特

征之间具有横向可比性［６］。在此基础上，可根据

一定的权重设置，将较多的属性特征值融合成属

性总值，形成典型意义的犡 坐标、犢 坐标、犣属性

总值，为进一步聚类工作提供便利［６］。

对湛江市住宅用地地价数据进行了资料收集

和调查、划分基本区片、测算样点单位地价、剔除

异常值、测算基本区片单位地价等数据准备，其方

法可见文献［７，８］。

２．２　数据场的势变换

在物理学所研究的问题中，涉及分布在一定

空间区域中的物理量，通常称之为“场”。在数域

空间中，每个数据都对整个数域空间辐射其数据

能量，以显示自己在数域空间中的存在，从而形成

数据场。

数据场中任何一点狓上的势函数被定义为

所有数据点的影响之和。势函数的表达方式具有

多样性，其不同的形式表现了空间对象的辐射强

度以及衰减特性。基于高斯函数刻画空间对象辐

射特性的普遍性，对于给定的狀个数据点，距离犇

＝｛犱１，…，犱狀｝在狓上的势函数定义为
［９］：

犉（狓）＝∑
狀

犻＝１
ρ犻ｅｘｐ（－

（犱（狓，犱犻））
２

２σ
２

） （２）

式中，犱（狓，犱犻）表示狓到数据点犱犻的距离；ρ犻为该

点数值的大小；σ为辐射因子。以原始数据ρ犻为

基础，求得数据点两两之间的距离犱（狓，犱犻），并根

据式（２）求出各个点上的所有势，势的叠加为该点

的总势犉。势函数是位置或距离的函数，可以叠

加，因此，数域空间中每一个数据对象对场中任何

一点的势都有贡献，且贡献的大小与两者间距离

的平方成反比［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辐射因子σ值的变化将直接

影响等势线的间距。σ值越小，单个数据点的影

响范围越小，等势线越密；σ值越大，单个数据点

的影响范围越大，等势线越稀。图１、图２给出了

σ＝３和σ＝６的二维数据场和三维数据场。

数据场的引入较好地解决了空间信息和属性

信息相互分割的弊端，为两者相互耦合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了一个纽带。利用已经获取的空间对象

的三维信息，可以生成等势线，根据等势线的分布

特性可以发现某部分数据在空间上呈现聚合的趋

势，即抱团特性［１１］。

图１　二维数据场

Ｆｉｇ．１　２Ｄ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σ

图２　三维数据场

Ｆｉｇ．２　３Ｄ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σ

图３分别显示了不同的σ下数据集合的抱团

特性，σ作为辐射因子，直接作用于所有数据点对

势场的势函数上。σ越小，所有数据点的影响力

越小，影响的辐射范围也越小，数据场的视图更能

体现每个数据点所单独产生影响的效果，空间势

值处于较低的水平；σ越大，所有数据点的影响力

越大，影响的辐射范围也越大，数据场的视图更能

体现所有数据点所产生势场的总体效果，空间势

值相对较高。随着辐射因子的调整，空间对象的

准数据中心不断变化，从而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合适的聚类中心及级别数。势值的改变反映了

空间对象的相互作用强度，蕴涵了空间对象的毗

邻信息，是一种提取空间分布特征的有效手段。

图３　不同σ值下的三维地价区片数据场

Ｆｉｇ．３　３Ｄ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Ｐｌｏｔ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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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初始聚类中心的确定

势心的位置对初始聚类中心的确定作用重

大。势心是对象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属性数据值

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势场中的所有势心构成空

间对象的特征空间。在单独数据的数据场形成的

势场中，势心就是数据本身所在的位置［１２］。根据

等势线图，可以较为直接地发现势心的位置，数学

语言描述如下：

犉ｍａｘ≥犉（犻，犼） （３）

其中，犉ｍａｘ是势心值；犉（犻，犼）是势心周围“八方向”的

势值；（犻，犼）表示点所在的位置。

从式（３）可以看出，势心就是等势线在一定范

围内的局域极大值点。由此得知，势心的作用不

但在于得到初始化聚类中心点，而且还有助于判

断合适的聚类个数［１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

的聚类数目和势心，生成势心图，如图４所示。

找到的势心本质上就代表了同类簇的重心位

置，蕴涵了数据集的中心所在位置。由于势的叠

加作用，势心往往不与空间对象重合，选取距势心

距离最近的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如图５所示，

其基本方法为：

犇ｍｉｎ＝犇‖犉ｍａｘ，Ｄａｔａ（犻，犼）‖

犉ｃｅｎｔｅｒ ＝Ｄａｔａ（犻，犼） （４）

其中，Ｄａｔａ（犻，犼）表示数据集中的任意数据点；犇 代

表了数据点与势心的一种距离运算（如欧氏距离

定义）；犇ｍｉｎ为某种测距方式下的最小距离；犉ｃｅｎｔｅｒ

为满足条件的数据点，即进行犆均值聚类的初始

聚类中心点。

２．４　犆均值聚类

采用犆均值聚类方法
［３］，对湛江市住宅用地

地价区片数据进行聚类，当算法满足条件时，迭代

结束。可以发现，初始聚类中心和最终聚类中心

的位置相近，见图６。湛江市住宅用地地价区片

聚类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４　势心图

Ｆｉｇ．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ａｒｔ
　　　

图５　势心与初始聚类

中心的相对位置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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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初始与

最终中心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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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聚类结果图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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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基于数据场的犆 均值聚类方法的优点为：

① 通过改变辐射因子，可以得到不同数目的势

心，这样就能在聚类的过程中进行人机交互，即用

户根据需要对聚类的类型数量进行调整；② 辐射

因子的变化导致了抱团形式的改变，客观反映了

同类簇的重心位置，由此得到了初始聚类中心，可

以准确找出数据点的中心位置，减少高质量聚类

挖掘所花费的时间；③ 基于数据场的势变换，将

空间对象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势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此基础上的聚类过程充分考虑了空间对象的综

合信息，符合空间数据聚类的要求；④ 有针对性

地确定了初始聚类中心，避免了因随机中心而陷

于局部最优的问题，有利于找到蕴涵空间综合信

息的全局最优聚类中心。

对于湛江市住宅用地地价区片数据，分别采

用犆均值聚类、模糊犆均值聚类和基于数据场的

犆均值聚类法，依次计算出最后的聚类结果，迭代

次数分别为２３、９１、１１０。如果继续增加待处理数

据，发现随着数据的增加，迭代次数的差距进一步

拉大，基于数据场的犆均值聚类方法凸显出其优

越性。

４　结　语

本文使用数据场方法对现有的犆均值聚类

算法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使其能正确地选取初始

聚类样本，而且此方法能在聚类分析中灵活地调

整聚类的种类和数量，这是传统犆均值聚类算法

所不及的。

如何选取合适的辐射因子，如何利用场以及

选择合理的势函数来刻画空间对象的辐射特性，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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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不同空间对象的辐射异构特征，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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