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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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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空间邻近目标的距离变化情况，定义了边长变化因子概念，给出了一种似最小生成树的构建方

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法。模拟数据和实际数据分析发现，基于似最

小生成树的空间算法能够发现任意形状的空间簇和异常点，并能够很好地适应空间数据分布不均匀的特点。

通过与经典的ＤＢＳＣＡＮ算法比较，发现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法比ＤＢＳＣＡＮ算法更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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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随着空间数据挖掘技术的兴起
［１］，空间聚类已

成为地理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共同关注的研究

课题之一。空间聚类主要用于对海量的空间数据

进行深层次分析，揭示出空间数据的分布规律，发

现空间离群点（亦称空间异常），已在地理学、制图

学、地质学、遥感学、生物学、经济学等领域［２，３］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现有的空间聚类算法大致分为五

类：① 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具有代表性的算法有

犽Ｍｅａｎｓ
［４］、犽Ｍｅｄｉｏｄ

［５］等；② 基于层次的聚类算

法，如ＢＩＲＣＨ
［６］、ＣＵＲＥ

［７］等；③ 基于密度的聚类

算法，如ＤＢＳＣＡＮ
［８］、ＤＥＮＣＬＵＥ

［９］等；④ 基于图论

的聚类算法，如ＺＥＭＳＴ
［１０］等；⑤ 混合聚类算法，如

Ｗａｖｅ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１］等。然而，混合聚类算法仍然具有

上述几种聚类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如最常用的格

网密度混合聚类算法只是对高密度区域较为敏

感，很难适应空间局部密度差异较大的情况。

综上所述，当前空间聚类算法主要存在两个

方面的问题：① 没有顾及空间数据分布的空间异

质特性，不能适应空间数据分布不均匀的状况，缺

乏普适性；② 预设参数或阈值较多，且在实际应

用中很难准确地获得这些参数的值或阈值。针对

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

空间聚类算法（ａ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ｌｉｋｅ

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ＳＴＬＳＣ）。

１　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

法基本原理

　　在图论中，没有回路的连通图称为树，连通赋

权图中具有最小权值的生成树称为最小生成

树［１２］。传统基于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法中，

首先在所有空间数据中构建一棵最小生成树，并

且以树中边的长度作为其相应的权值，继而通过

修剪枝长操作，最终获得一系列子树。当空间密

度不均匀时，很难通过删枝操作获得理想的子树，

进而很难获得较好的聚类效果。在聚类过程中，

如果能够针对不同的空间局部分布密度，分别生

成一系列的子树，那么就可以有效克服传统算法

中删枝操作的缺陷。基于这种思想，本文首先根

据空间邻近目标的距离变化情况，定义边长变化

因子概念，继而提出一种似最小生成树的构造方

法。为便于描述，下面给出一些必要的定义。

定义１　初始边：犌（犞，犈）表示起始数据中的

所有点构成的完全图，其中，犞 表示图的顶点集

合，犈表示图的边集合。进而设置犈中的最短边

为起始边，记为犗（犈），表达为犗（犈）＝ｍｉｎ（犈）。

定义２　局部边长期望：若犜表示一棵包含

狀条边的似最小生成树，犜 的边集合记为犈犜，犈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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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１，犲２，…，犲狀｝，进而定义局部边长期望犈（犜）

为犈犜中所有边长的均值，表达为犈（犜）＝∑
狀

犻＝１
｜犲犻｜／

狀。式中，｜犲犻｜为集合犈犜中第犻条边的边长。

定义３　边长变化因子：若犜表示一棵已包

含狀条边的似最小生成树，当第狀＋１条边加入

时，其相对犜 中平均边长的变化定义为第狀＋１

条边的边长变化因子 （ｅｄ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ＥＶＦ），表达为ＥＶＦ＝‖犲狀＋１｜－犈（犜）｜／犈（犜）。

式中，｜犲狀＋１｜为第狀＋１条边的边长。

根据上述定义，给定边长变化因子阈值ε，似

最小生成树的构建方法如下：① 搜索初始边犗

（犈），开始生成一棵似最小生成树 ＭＳＴＬ１；② 针

对 ＭＳＴＬ１中每个顶点，将所有满足条件ＥＶＦ≤ε

的连接边加入 ＭＳＴＬ１；③ 重复执行②，直到没

有满足条件的边加入为止，ＭＳＴＬ１生成结束；

④ 搜索下一条初始边，继续构建似最小生成树，

最终整个数据集中将构建得到一系列的似最小生

成树，分别记为ＭＳＴＬ１，ＭＳＴＬ２，…，ＭＳＴＬ狀。

分析上述似最小生成树的构建过程可以发

现：① 通过边长变化因子阈值ε的限制，可以将

每棵似最小生成树中边长的变化控制在一个较小

的范围。当所有候选边与当前似最小生成树的边

长期望的差异均过大时，当前似最小生成树立刻

停止生长，从而能够保证当前似最小生成树中节

点的局部空间密度近似均匀。② 每棵似最小生

成树生成时，都从未加入当前似最小生成树数据

集中的最短边开始，从而可以保证每次都在当前

数据集中局部空间密度最大的区域生成似最小生

成树。也就是说，在整个数据集中，从高密度区域

到低密度区域依次生成一系列不同的似最小生成

树。③ 似最小生成树与最小生成树的最大区别

在于似最小生成树中所有边的权重之和不是最

小，这是由于似最小生成树生成时与 Ｐｒｉｍ 算

法［１２］构造最小生成树类似，然而似最小生成树每

次生长时，加入一系列满足边长变化因子阈值条

件的边，而不是仅加入最短边。

似最小生成树的这些特性构成了 ＭＳＴＬＳＣ

算法聚类的基本原理：首先设定一定的边长变化

因子阈值ε作为输入参数，并在整个数据集中采

用递归搜索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局部空间密度分

别生成一系列的似最小生成树，每棵似最小生成

树均视为一个簇。为了避免产生太多无意义的小

簇，本文对似最小生成树的顶点数进行了限制。

若某棵似最小生成树中的顶点数小于３，则将其

中所有的节点标记为异常点。

由于似最小生成树是针对不同的局部空间密

度分别生成的，因此，ＭＳＴＬＳＣ算法可以自动适

应局部空间密度的变化。ＭＳＴＬＳＣ算法通过似

最小生成树中各边的边长来反映局部空间密度，

避免了传统基于密度算法（如ＤＢＳＣＡＮ）需要人

为设置多个参数的缺陷，故只需一个输入参数（即

边长变化因子阈值ε）即可衡量局部空间密度的

变化情况。ε值设置越小，则似最小生成树中顶

点的局部空间密度越均匀。

２　基于似最小生成树的空间聚类算

法的实现

　　根据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基本原理，下面介绍其

实现方法。其中，空间点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ａｓｓＣＰ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ＰＩＤＡｓＩｎｔｅｇｅｒ　　′点编号

　Ｐｕｂｌｉｃ犡ＡｓＳｉｎｇｌｅ　　′犡坐标

　Ｐｕｂｌｉｃ犢 ＡｓＳｉｎｇｌｅ　　′犢 坐标

　ＰｕｂｌｉｃＣＩＤＡｓＩｎｔｅｇｅｒ　　′空间簇编号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ｄＴａｇＡｓＢｏｏｌｅａｎ　　′判断点是否加

入 ＭＳＴｌｉｋｅ

ＥｎｄＳｕｂ

给定一个空间数据库ＳＤＢ，首先定义下列变

量：犌＝（犞，犈）表示ＳＤＢ中所有空间点构成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图；犞 表示ＳＤＢ中所有空间点的集合；犈

表示犞中所有空间点构成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犌中

边的集合，每条边表示为起点和终点的二元组；犕

表示图犌的邻接矩阵，若两个实体不直接邻接，则

矩阵位置一个极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犛表示一棵似最

小生成树中包含的所有空间点的集合；犘表示一棵

似最小生成树中包含的所有边的集合；Ｕｓｅｎｕｍ表

示已经加入似最小生成树中的点的数量；犛ｎｕｍ

表示一棵似最小生成树中节点的数量。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初始化时，首先给定一个边长

变化因子阈值ε，置所有点的ＣＩＤ＝ｎｕｌｌ（空值），

ＡｄｄＴａｇ＝Ｆａｌｓｅ（标记为未加入树），Ｕｓｅｎｕｍ＝

０。具体步骤如下：① 计算获得犈和犕；② 选取

初始边（犞犻，犞犼）∈犈，犛＝｛犞犻，犞犼｝，犘＝｛（犞犻，

犞犼）｝，犈＝犈－（犞犻，犞犼）；③ 从犛中任一点犛０开

始遍历，根据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存储的邻近关系依

次选取所有满足条件犞狓犛、ＥＶＦ（（犛０，犞狓））≤ε

的边（犛０，犞狓）加入树中，犛＝犛∪｛犞狓｝，犘＝犘∪

｛（犛０，犞狓）｝，犈＝犈－（犛０，犞狓）；④ 对犛中未遍历的

点重复③，直到没有满足条件的点和边加入犛和

犘，一棵似最小生成树生成结束；⑤ 统计犛中点

的数量犛ｎｕｍ，如果犛ｎｕｍ＞２，则犛中每个点的

１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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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Ｄ设置为一个大于０的正整数；否则，ＣＩＤ置为

０，标记为异常点。Ｕｓｅｎｕｍ＝ Ｕｓｅｎｕｍ＋犛ｎｕｍ，

清空犛和犘；⑥ 如果Ｕｓｅｎｕｍ≠｜犞｜，进行递归搜

索，重复步骤②～⑤；否则返回聚类结果。

本文通过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对实体间的

邻近关系进行约束，可以大大提高算法的效率。

具体地，步骤①实际上为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并可获取每个空间实体的邻近关系，其复杂度约

为犗（狀ｌｇ狀）；步骤②搜索最短边的复杂度约为

犗（狀ｌｇ狀），若有犽个空间簇，则总的复杂度不超过

犗（犽狀ｌｇ狀），由于犽值一般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近

似为犗（狀ｌｇ狀）；步骤③添加边过程的复杂度近似

为线性，即犗（狀），因此，整个算法的复杂度为

犗（狀ｌｇ狀）＋犗（狀ｌｇ狀）＋犗（狀）≈（犗（狀ｌｇ狀）。

３　实验验证与分析

３．１　模拟算例分析

本实验首先采用模拟的文献［８］中的３个经

典数据库来验证 ＭＳＴＬＳＣ能够发现任意形状的

空间簇同时具有较好的抗噪性。这三组模拟数据

的聚类结果易于识别与评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空间聚类算法性能的检验［９，１１］，本文亦将该模拟

数据视为有先验信息的聚类情况，借以检验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性能。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聚类结果如图１（ｄ）～１（ｆ）

所示，其中，图１（ｄ）、１（ｅ）、１（ｆ）所示的聚类结果分

别与文献［８］中的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在（Ｅｐｓ，Ｍｉｎｐｔｓ

＝（４～９，１～１１）、（４～６，１～１７）、（４，２～６）时的聚

类结 果 完 全 一 致。进 一 步 分 析 可 以 发 现：

①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能够发现任意形状的空间簇，同

时具有显著的抗噪性；②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只需要

一个输入参数，且参数设置的有效区间比 ＤＢ

ＳＣＡＮ算法更为宽广，尤其是对于模拟数据库３，

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只有非常严格的参数设置才能达

到上述效果，相比而言，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参数选

择更为容易（ε＝２９％～４４％）。

然而文献［８］中的３个经典数据库中数据的

空间分布比较均匀，为了验证ＭＳＴＬＳＣ算法能够

适应空间数据分布不均匀的特性，下面设计了数

据库４进行实验验证。如图２（ａ）所示，模拟数据

库中共包含３２５个点，其中随机添加了１３个噪声

点（用×标识）。模拟数据的密度变化较大，形状

各异，包含了不同密度区域邻接等各种极端情况。

图２（ｂ）～２（ｄ）为ε取不同值时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

聚类结果。为了便于比较，图２（ｅ）～２（ｈ）给出了

图１　模拟数据及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实验

结果（×异常点）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ｉａＭＳＴＬＳＣ

相应的ＤＢＳＣＡＮ算法聚类结果，这里，Ｍｉｎｐｔｓ采

用了文献［１３］给出的最优设置，即 Ｍｉｎｐｔｓ＝

ｌｎ（３２５）≈６。

图２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与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实验结果

比较（模拟数据，×为异常点）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ＳＴＬＳＣ

ａｎｄＤＢＳＣＡＮ

分析图２可以发现：①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能够

很好地适应空间数据分布不均匀的特性，可以发

现任意形状的空间簇；而ＤＢＳＣＡＮ算法无法得到

很好的聚类效果，Ｅｐｓ设置较小时，低密度区的空

间点容易被判为异常点。随着Ｅｐｓ的增大，所有

实体逐渐聚为一类，如图２（ｇ）、２（ｈ）所示。② 当

空间数据分布不均匀时，ＭＳＴＬＳＣ算法更加稳

健，可以有效地发现空间中的异常点，而 ＤＢ

ＳＣＡＮ算法无法准确区分。③ 对于 ＭＳＴＬＳＣ算

法，ε值设置越低，聚类越细致，得到的空间簇中

各个点的相似程度越高，可以有效发现空间分布

中细微的差别。从图２（ｂ）和２（ｃ）可以发现，图

２（ｂ）中的空间簇数多于２（ｃ），一些具有细微差别

的空间分布得到有效的反映。同时，随着ε值的

增大，图２（ｃ）中得到的空间簇只表现了主要的空

间分布模式。④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聚类时，ε值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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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具有一个较宽的有效区间，如图２（ｃ）～２（ｆ）所

示，ε＝２５％～４２％时，效果最佳。同时，本文通过

大量实验发现（篇幅所限，本文只展示了部分实验

结果），ＭＳＴＬＳＣ算法聚类时，ε值设置为２０％～

５０％时，主要空间模式均可以发现。

３．２　实际算例分析

本实验采用云南省１２６个县级城市空间数据

来验证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实用性。空间聚类获得

的各个空间簇中实体间的相关性较强，而不同空

间簇中实体间的独立性较明显，因此借助空间聚

类手段可以有效地获取空间相关性较强的实体集

合（空间簇），服务于深层次的时空数据分析。图

３（ａ）表示云南省县级城市分布图，图３（ｂ）～３（ｄ）

给出了ε分别取４４％～４６％时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的

运行结果，图３（ｅ）～３（ｈ）为ＤＢＳＣＡＮ算法的聚

类结果，这里 Ｍｉｎｐｔｓ＝ｌｎ（１２６）≈５
［１３］。

图３　ＭＳＴＬＳＣ算法与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实验

结果比较（实际数据，×为异常点）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ＭＳＴＬＳＣ

ａｎｄＤＢＳＣＡＮ

分析图３可以发现，从ＤＢＳＣＡＮ的聚类结果

来看，整个空间数据分布近似均匀，没有清楚地发

现明显的局部城市群聚集现象；而ＭＳＴＬＳＣ算法

可以发现不同密度的空间簇，各簇中实体分布较

为均匀，同时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城市分布“大分

散，小集中”的特点［１４］，因此，ＭＳＴＬＳＣ算法比

ＤＢＳＣＡＮ算法更具实用性，能更有效地发现空间

分布的潜在相关模式，可以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

展分析、环境保护以及气候演变等方面的研究提

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如空间异常探测时，在各个

空间簇中分别进行探测，其结果比从全局进行探

测要更加合理。

４　结　语

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① 建立适当的空间索引，以适用于大型空间数据

库。② 加入非空间属性维，发展一种兼顾非空间

属性的空间聚类算法。③ 在实际应用中，对算法

的适用性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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