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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局部分布的空间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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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种度量邻近域内空间实体局部分布的新指标———中值角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空

间实体局部分布的空间聚类算法。该方法递归搜索空间实体集中所有局部分布度量值相近且非离群的点，并

将其聚为一类。通过模拟数据和实际数据进行实验发现，所提出的算法比ＤＢＳＣＡＮ算法的聚类结果更合理，

具有很好的抗噪性，能发现任意形状的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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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聚类是空间数据挖掘与空间分析的重要

手段之一，常用于揭示空间数据分布规律以及发

现空间数据异常［１，２］。现有的空间聚类算法大多

依据空间实体间的距离和邻近域内实体数目进行

聚类，没有顾及空间实体邻近域内实体的局部分

布情况。文献［３］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分布的异

常探测方法，该方法采用局部平均距离、局部密度

和局部对称度３个参数，并赋予不同的权重来反

映数据的局部分布。该方法需要用先验知识确定

权值，因此权值的确定比较困难。文献［４］提出了

一种加权角度方差法，并用于探测偏离点。这种

方法计算较为复杂，并且采用的加权角度方差度

量指标不能很好反映角度值的平均大小特征，而

且易受极大、极小值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角度的

空间实体局部分布度量方法。如图１所示，在空

间点集犛狀中，犗点远离其他点，从而导致犗点与

犛狀中其他任意两点组成的夹角（记为γ）的变化范

围相对较小而且角度值也相对偏小，因此可以通

过角度的变化范围及角度值的平均大小特征来反

映空间实体的局部分布情况。根据这种性质，本

文采用中值角度来反映每个实体的角度分布（或

变化范围）的集中趋势，并用于度量空间实体的局

部分布。然后，根据角度分布度量的判断阈值，将

空间邻域内实体区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称为聚集

部分和离群部分。采用多次循环迭代搜索的方

法，使聚集部分聚成一个簇。由于这个聚类过程

考虑了空间实体的局部分布，因此称本文的聚类

算法为基于局部分布的空间聚类算法（ｌｏｃａｌ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ＬＤ

ＢＳＣ）。

图１　空间实体的角度分布度量

Ｆｉｇ．１　Ａ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基于角度的局部分布度量

设有空间点集犘，给定半径狉，对于任一点狆

∈犘，与狆点距离小于或等于狉的所有点构成狆

点的空间邻近域犖（狆），且有狆∈犖（狆）。对任意

点狆犻∈犖（狆），与其他任意两点狆犼、狆犽∈犖（狆），狆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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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狆犼、狆犽组成的内角称为辐角，记为ω（狆犻，狆犼，

狆犽）。狆犻的所有辐角组成狆犻的幅角集合，记为

Ω（狆犻）：

Ω（狆犻）＝ ｛ω（狆犻，狆犼，狆犽）狆犼，

狆犽 ∈犖（狆），狆犼≠狆犻且狆犽 ≠狆犻｝ （１）

根据式（１），可以计算得到图１中犃、犅、犗３点的

角度分布曲线（见图２）。从图２中可以看出，犃

点的辐角变化较大，角度值相对偏大；犗的辐角值

相对偏小，且变化不大；犅点辐角值的变化介于犃

和犗 之间。

图２　α、β和γ角度值的分布范围

Ｆｉｇ．２　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ｎｇｌｅｓｏｆα，βａｎｄγ

由于中位数统计量具有良好的抗噪性和稳定

性［５］，本文采用中位数度量每个实体幅角分布的

集中趋势。对于任一实体狆，可以计算其邻域

犖（狆）内所有实体的幅角分布中位数，表示为：

Ψ（狆）＝ ｛θ（狆犻）狆犻∈犖（狆）｝ （２）

式中，θ（狆犻）为邻域内任一实体狆犻的幅角分布中位

数；Ψ（狆）为邻域内所有实体幅角分布中位数的集

合。定义Ψ（狆）的极差统计量为：

τ（狆）＝ｍａｘ（Ψ（狆））－ｍｉｎ（Ψ（狆）） （３）

　　实验证明，在实体狆的空间邻近域内所有实

体幅角分布中位数的集合中，离群点的幅角分布

中位数与其他点相比明显偏小；同时，选用ε＝

τ（狆）／３作为判别离群点的阈值，结果十分可靠。

因此，可以将点狆的犖（狆）分为两类点集：聚集点

集犃（狆）和离群点集犗（狆），分别表示为：

犃（狆）＝ ｛θ（狆犻）≥ε狘狆犻∈犖（狆）｝ （４）

犗（狆）＝ ｛θ（狆犻）＜ε狘狆犻∈犖（狆）｝ （５）

１．２　算法描述

ＬＤＢＳＣ算法使用多次循环迭代搜索策略，将

所有局部分布度量值相似的点归入一类。算法初

始化时，需给定空间邻近域半径狉和聚集部分点

数目最小值 ｍｉｎ犘。每轮迭代搜索开始时，均从

空间点集犘 中任意选取一个没有遍历过的点作

为迭代的种子点狊，然后通过以下步骤完成该轮

迭代搜索过程。

１）对种子点狊，根据给定的空间邻近域半径

狉，检索其空间邻近域犖（狊），计算犖（狊）的所有点

的局部分布度量值以及局部分布阈值ε。

２）依据ε将犖（狊）划分为两部分 犃（狊）和

犗（狊），若狊∈犗（狊），直接返回步骤１）进行下一种子

点遍历；否则，若犃（狊）中的点数目大于 ｍｉｎ犘 则

将其聚为一簇，转步骤３）；若犃（狊）中的点数目小

于ｍｉｎ犘，则将狊标记为离群点，返回步骤１）进行

下一种子点遍历。

３）遍历犃（狊）中除狊以外的所有点，搜索每个

点的主体部分，当其数量大于ｍｉｎ犘时转步骤４）；

否则，进行犃（狊）中除狊以外的下一点搜索。

４）当至少存在一个犃（狊）中的点属于离群部

分时，该主体部分不能归入犃（狊）的簇中；否则将

主体部分归入犃（狊）的簇中。

５）遍历步骤４）中新归入的点，同样执行步骤

３）、４）操作，将满足条件的每个新点的聚集点集归

入簇中，直到没有新点归入为止，本轮迭代搜索结

束。

算法第４步的判断条件是为了区分高密度区

与低密度区。若低密度区数据存在一个簇，当从

低密度区向高密度区搜索时，低密度区中的点可

能被判属于离群点集，而高密度区的点被判为属

于聚集点集。利用步骤４）的判定条件，高密度区

的属于聚集点集的点将不被归入低密度区的簇

中，从而达到区分低密度区与高密度区的目的。

例如图１中，如果算法首先搜索的数据是犅点上

部的区域，当以犅 点为目标点搜索时，犇 点作为

新点被加入到簇中，但当以犇 点为目标点时，犇

的空间邻近域中的聚集点集是下部的高密度区点

集，显然犅点被判属于离群点集。由于犅点在犇

的近邻中，属于离群点集，依据步骤４）的判定条

件，犇点聚集点集（含犇）不再归入上部的簇中，将

作为未遍历的点，参与以后的搜索过程。

图３　模拟数据（×为离群点）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ｕｔｌｉｅｒ）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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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１

采用一组模拟数据，共有２１１个点，且分布密

度变化较大，同时加入了８个噪声点，以验证算法

的抗噪性。根据本文提出的ＬＤＢＳＣ算法，并对

算法中的两个参数（邻域半径狉和最小点数目

ｍｉｎ犘）进行不同设置。

实验结果表明，ＬＤＢＳＣ算法具有显著的抗噪

性，能够聚类出任意形状的空间簇，而且适用于空

间分布不均匀的情况。进一步分析聚类结果可以

得出结论，当狉取２１～２４和 ｍｉｎ犘 取３～５时，

ＬＤＢＳＣ算法聚类结果较为合理（如图４），相对较

为稳定，预设的８个噪声点全部被标识。图５给

出了搜索半径犈、邻域内的最小实体数目犕 取不

同值时ＤＢＳＣＡＮ算法
［６］的运行结果。

图４　不同参数运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ｕｔｌｉｅｒ）

图５　ＤＢＳＣＡＮ运行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ＢＳＣＡＮ（×：Ｏｕｔｌｉｅｒ）

　　对比图４与图５可以发现：①ＤＢＳＣＡＮ算法

当犈＝２１，犕＝４或５时聚类效果最佳，但仅能区

分６个噪声点，且犃与犅 区聚成一类，犆与犇 区

聚成一类，结果不合理；② 当犈超过２１时，ＤＢ

ＳＣＡＮ算法结果较差，直至全部实体聚为一类，而

ＬＤＢＳＣ算法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此区间内聚类

效果基本合理。

５７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２　实验２

采用云南省１２６个县级城市的空间分布数据

进行实际应用分析。如图６（ａ）为云南省县级城

市空间分布情况；图６（ｂ）～６（ｄ）是狉＝６５、６８、７０

ｋｍ和ｍｉｎ犘＝３时，ＬＤＢＳＣ算法的聚类结果。图

７（ａ）～７（ｄ）给出了ＤＢＳＣＡＮ算法的聚类结果，犕

＝ｌｎ１２６≈５，犈＝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ｋｍ。

图６　ＬＤＢＳＣ实际算例数据及运行结果（×为异常点）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ＤＢＳＣ（×：Ｏｕｔｌｉｅｒ）

图７　实际算例数据及ＤＢＳＣＡＮ运行结果（×为异常点）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ＢＳＣＡＮ（×：Ｏｕｔｌｉｅｒ）

　　对比图６、图７可以发现：① ＤＢＳＣＡＮ算法

在空间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有效的聚

类，而ＬＤＢＳＣ算法的聚类结果，各个簇内实体分

布较为均匀，可以发现不同密度的空间簇。

②ＬＤＢＳＣ算法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本实验中

ｍｉｎ犘＝３、狉＝６５～７０ｋｍ时，聚类结果中各空间

簇变化不大，可以认为聚类结果较为稳定。

３　结　语

ＬＤＢＳＣ算法具有很好的抗噪能力，聚类结果比

ＤＢＳＣＡＮ聚类结果更为合理；此算法能够适应空间

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并能得到任意形状的聚类；此算

法在一定阈值区间内，聚类效果表现较为稳定。

但是，ＬＤＢＳＣ算法的空间局部分布度量计算

方法较为复杂，影响了算法的运行效率，在没有构

建空间索引的情况下，ＬＤＢＳＣ算法的复杂度大约

为犗（狀２＋犽２狀２／２），其中犽表示空间邻近域内实

体的数目，因此 ＬＤＢＳＣ算法复杂度明显高于

ＤＢＳＣＡＮ算法的复杂度犗（狀２），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ＬＤＢＳＣ算法处理海量空间数据的能力。

因此，本文的后续工作主要集中在：① 改进局部

分布度量值的计算效率；② 在该算法的基础上，

发展一种顾及非空间属性的空间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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