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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FSDP 聚类算法在计算数据对象的局部密度与最小距离时，由于需要遍历整个数据集而导致算法的整体

时间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Spark 的并行 FSDP 聚类算法 SFSDP。首先，算法通过空间网格划分将待聚
类数据集划分成多个数据量相对均衡的数据分区；然后，利用改进的 FSDP 聚类算法并行地对各个分区内的数据执行
聚类分析；最后，通过将分区间的局部簇集合并，生成全局簇集。实验结果表明，SFSDP 与 FSDP 算法相比能够有效
地进行大规模数据集的聚类分析工作，并且算法在准确性和扩展性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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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based parallel density clustering algorithm
Sun Weipeng1, Wu Xisheng1, Meng Bin2
(1. School of IoT Engineeri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2. Software Engineering Center, China
Shipbuilding Group No. 702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8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 overall time complexity of the FSDP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high because the algorithm
needs to traverse the entire data set when calculating the local density and minimum distance of data object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ark-based parallel FSDP clustering algorithm called SFSDP. First, the algorithm divides the dataset into multiple data
partitions with relatively equal size by spatial meshing; then,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is performed on the data in each partition in
parallel using the improved FSDP clustering algorithm; Global clusters are generated by grouping together local clusters between
partition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SFSDP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perform large-scale dataset clustering analysis
compared with FSDP algorithm, and the algorithm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accuracy and scalability.
Key words: clustering; density peak; space division; parallel;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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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中，包括网页搜索、决策分析、图像模式识

引言

别、文档摘要自动生成、自然语言处理、商务智能、生物学与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人们每天都会面对

安全等。

来自社会、商业、医学、工程和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

FSDP (clustering by fast search and find of density peaks)作

面的海量数据。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广泛可用和巨大规模把本

为一种新的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4]，该算法将具有较大局部密

文带入了一个真正的数据时代。而如何快速方便地从这些杂乱

度且互相距离较远的数据对象作为聚类中心，然后将每一个非

无章的大规模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并将这些非结构化的

中心数据对象沿着密度递增的最近邻方向迭代划分给相应的聚

数据转变成知识，这种需求催生了数据挖掘的诞生[1]。在数据

类中心，实现聚类划分。该算法被提出后得到了大量研究学者

挖掘领域中，聚类分析作为一种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在

的关注与研究[5~8]。虽然 FSDP 算法具有算法原理简单、可以发

对数据对象集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数据对象集合

现任意形状、大小的聚簇等优点，但该算法在面对数据量比较

划分成多个簇，使得同一个簇中的对象彼此相似，但与其他簇

大或数据维度比较高的聚类任务时，由于 FSDP 算法在计算数

中的对象不相似[2]。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研究学者针对各类

据集中数据对象的局部密度和最小距离的时间复杂度较高，聚

[3]

应用场景已经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聚类算法 ，使得聚类分析的

类的效率相对较低，所以算法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大规模数据的

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聚类分析早已经被广

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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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FSDP 聚类算法在进行海量、高维度数据聚类时存在
效率低、伸缩性差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Spark 的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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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DP 聚类算法 SFSDP。该算法首先通过将海量数据集在空间

问题描述：

中划分成多个数据量均衡的数据分区，然后将划分好的数据分

给定一组待聚类数据集，其所处的 d 维空间区域 DS 称为

区分发到集群中的计算节点上进行单独聚类，最后将局部聚类

数据集 D 的数据空间（data space）
。其中 pi 表示 d 维空间中的

的结果合并生成全局聚簇集。实验结果表明，SFSDP 与 FSDP

数据对象，为数据对象 pi 在第 k 维数轴上的投影。可通过

算法相比，算法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具备较强的可扩展性，

SFSDP 聚类算法得到一组聚簇集。
SFSDP 聚类算法的实现基于如下相关定义：

能够有效处理大规模数据集的聚类分析工作。

1

定义 1

相关工作

空间网格、网格单元。将数据空间 DS 划分为多个

互不重叠的区域，由这些区域构成的网格划分称为空间网格，

1.1 FSDP 聚类算法

记为 G。其中每个子区域为空间网格的一个网格单元，记为 g。

FSDP 算法认为聚类的中心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两个特点：

图 1 描述了基于二维数据空间 DS 的划分。其中，实线外

a）聚类中心相对于包围它的数据对象密度要大，即聚类中心被

边框围绕的大矩形代表数据空间 DS；实线内边框围绕的小矩

局部密度较低的邻居包围；b）聚类中心与任何具有更高局部密

形分别表示由 DS 划分的 g1、g2、g3、g4 网格单元。
定义 2

度对象之间的距离较远。对于数据集中每个数据点，需要计算

chinaXiv:201810.00062v1

问题描述和相关定义

相邻网格单元。如果两个网格单元 g1 和 g2 所表

数据点的局部密度  i 和距离具有更高局部密度数据点的最小

示的空间区域在第 i 维是相邻区域，而在其他 d-1 维是同一区

距离  i （下文简称为最小距离  i ）两个变量。其中局部密度  i

域，则 g1 和 g2 称为相邻网格单元。

定义如式（1）所示。
i   e



 dij d c

2

j

(1)

其中： dij 表示数据点 i 与 j 间的距离； d c 表示截断距离。

定义 4

临界点、临界区域。在网格单元区域内且与网格

单元任意边界之间的距离小于密度截距  （见定义 6）的点称

区域。
定义 5

度数据点之间的最小距离，其定义如式（2）所示。

扩展点、扩展区域。在网格单元区域以外且与网

格单元任意边界之间的距离小于密度截距  的点称为扩展点。

 

 

内部点。网格单元区域内的数据点称为内部点。

做临界点，临界点也属于内部点。涵盖临界点的区域称为临界

最小距离  i 表示的是数据点 i 与任何其他具有更高局部密

 min dij , i  1
 j :  j  i
i = 
max dij , i  max(  )
 j

定义 3

(2)

涵盖扩展点的区域称为扩展区域。
定义 6

改进的  i 计算公式、密度截距  、密度截距邻域）。

通过计算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点的局部密度  i 和最小距

由高斯函数的数学性质[11]可知，在计算数据对象的  i 时，对于

离  i ，可得到数据集对应的  i ,i  分布。然后将该分布在平面

给定的截断距离 d c ，当一个样本点距离指定数据点的距离大于

坐标中画出，即可得到数据集对应的决策图。算法只需在图中

3d c

选取同时具备较大  和  的数据点作为聚类中心，然后将剩余

小。这也就是说，每个数据点的局部密度主要取决于与其距离

的数据点归类到它邻近有更高局部密度的数据点所属的簇即可

小于 3d c

完成数据集聚类。

可以只通过计算距离数据点 3d c

1.2 Spark 分布式框架

示该数据点的局部密度。改进后数据点的局部密度计算公式如

Spark[9,10]

是由 UC Berkeley AMPLab 研发的一个快速而通

2 时，则该样本点对指定数据点局部密度的计算影响非常

2 的近邻数据点。因此，在计算数据点局部密度时，

2 范围内的邻近点来近似表

式（3）所示。

用的并行计算框架。作为大数据时代最为主要的几个数据计算

 d
i   e  ij
dij 

分析框架之一，Spark 为大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数

2

(3)

2 ， 称为密度截距。距离数据对象小于  的范

据处理平台，在这个平台下包含多个紧密集成的组件。其主要

其中： = 3dc

包含内核(spark core)部分和多个官方子模块 (Spark SQL、Spark

围称为数据对象的密度截距邻域。

streaming、MLlib、GraphX)

dc

数据空间网格划分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对数据空间

Spark 具有高扩展和高容错等优点，并已经被广泛用于各

进行划分后，数据对象局部密度的计算只需要考虑数据对象所

种生成环境中。与 Hadoop 一样，Spark 也是为集群计算而设计

在网格单元内以及其相邻网格单元内的数据对象，有效避免了

的。但不同的是，Spark 可以把执行的中间结果缓存到内存中，

计算局部密度时需要遍历整个数据集的问题，大大降低了计算

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因此，Spark 能够更好

节点的工作负荷。

地适用于需要多次进行迭代的算法。并且与其他类似并行计算
框架相比，Spark 不仅在运行速度和通用性能方面有很大的优
势，而且在可扩展性和容错性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

3

SFSDP 算法设计与实现
FSDP 算法在进行数据对象局部密度和最小距离计算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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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遍历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对象，所以在进行大规模数据聚类
时，如果只采用单节点处理，则节点的计算量会很大，导致算

P 和数据对象 p 包含在网格单元 g 中。
定义 7

网格单元的扩展空间。令 g 表示由数据空间 DS

法的效率很低。本文提出的 SFSDP 聚类算法通过将大规模数据

通过空间网格划分得到的一个网格单元，将 g 各个维度的边界

的聚类任务分解为若干可通过单节点处理的小规模任务来完成

在空间中向外扩充密度截距大小的距离得到的空间区域称为

聚类，大大提高了数据集聚类的速度。SFSDP 算法的执行可分

网格单元 g 对应的扩展空间，记为 g+。
由定义 5 和 7 可以看出，网格单元的扩展空间即为网格

为三个阶段：
阶段 1

数据分区。根据数据集 D 在数据空间 DS 中的分

布情况，通过空间划分将数据集 D 划分成若干规模较小且包含
数据量大致均匀的数据分区。
阶段 2

局部聚类。各个计算节点在本地分区数据上执行

改进的 FSDP 聚类算法，得到局部聚类结果。
阶段 3

局部簇合并。通过对局部聚类结果合并与调整，

单元包含的区域加上扩展区域。在图 1 中，由虚线围成的小矩
形分别对应网格单元的扩充空间。
定义 8

数据分区。令 g+表示由数据空间 DS 通过空间

网格划分得到的网格单元 g 的扩展空间，则
P  p | pD  p

g    称为网格单元 g 对应的数据分区；相

反，g 称为数据分区 P 对应的网格单元。
由定义 8 对数据分区的定义得知，一个数据分区包含了数

生成全局聚簇集。

据集中分布在对应网格单元扩展空间区域内的所有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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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于分区内的数据对象 p，如果 p 包含在分区对应的网
格单元内，则可以通过定义 6 给出的公式计算出数据对象 p 的
局部密度估计。
数据分区算法实现：
输入：D 为数据集；max 为网格单元内最大数据对象数目。
输出：Partitions 为数据集划分后得到的数据分区。
1. 通过数据集 D 得到数据空间 DS。
2. 将数据空间 DS 划分成若干个大小相等且互不重叠的网格
单元。
图1

数据空间网格划分

3.1 数据分区
为了避免数据对象局部密度的计算需要遍历整个数据集，

3. 将数据对象映射到网格单元，并计算每个网格单元内数据
对象的个数。
4. 初始化一个待分割空间队列 Queue，并将 DS 添加到队列中。

定义 6 给出了一种新的局部密度计算方法。改进后数据对象局

5. 初始化一个空的网格单元集合 G。

部密度的计算只与数据空间中以该数据对象为中心、密度截距

6. 弹出待分割空间队列中的队首空间区域 S。

为半径范围内的数据对象有关，而与数据空间中其他的数据对

7. 计算数据空间区域 S 内包含的数据对象数目 n。如果 n 小于

象无关。因此，SFSDP 算法可通过将数据空间划分成空间网格，

max，则将 S 添加到集合 G 中；否则，求得空间区域 S 内

这样在计算数据对象局部密度时，只需考虑所处网格单元内和

的数据对象在 d 维空间中各个维度的方差，选取方差最大

相邻网格单元内的数据对象，大大降低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的维度作为分割维度，将 S 划分成两个包含数据量均衡的

在进行空间网格划分时，为了使得各个计算节点间负载均衡，

子空间区域 S1、S2，并将 S1 和 S2 添加到待分割空间队列

防止数据倾斜现象的发生，SFSDP 算法采用基于网格单元内数

中

据对象数目的划分策略，利用 KD-Tree[12]将数据空间划分成多
个包含数据对象数目相对均衡的网格单元。
在对数据集分区时，对于划分完成后网格单元内的临界点，
由于其密度截距邻域范围内的一部分邻近数据点与其不在同一
个网格单元内，为了计算这些临界点的局部密度，在进行数据

8. 如果队列 Queue 为空，则将 G 作为数据集 D 的空间网格划
分；否则跳转到步骤 6。
9. 根据划分好的空间网格 G，由定义 8 得到数据集的数据分
区
3.2 分区内局部聚类

分区时，需要将一些数据对象同时分配给多个不同的分区。从

在数据集上完成数据分区工作后，为了使各个计算节点可

图 1 可以看出，如果网格单元 g1 对应的分区 P 仅包含 g1 内的

以并行在对应的数据分区上执行局部聚类，需要对原始 FSDP

数据对象，由于临界点 q 的密度截距邻域内包含了网格单元 g2

算法进行两处修改：

中的数据对象，导致 q 的局部密度计算出错，所以对于与网格

a）FSDP 在计算数据点局部密度和最小距离时需要遍历整

单元 g1 相对应的分区 P，需要将相邻网格单元 g2 内的一些数

个数据集，为了可以在分区内独立计算这两个结果，这里分别

据对象也包含在分区 P 中。为了能更好地给出数据分区的完整

采用公\式（3）和（4）在分区 P 内计算数据对象的局部密度和

定义，使用 p∈P 和 p≺g 来分别表示数据对象 p 属于数据分区

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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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

在局部簇 C1 和 C2 中都是核心成员，则需要合并 C1 和 C2（即

 

 min dij , i  1
 j :  j  i
i = 
pi , p j  P
max dij , i  max(  )
j


 

(4)

局部簇 C1 中的点和局部簇 C2 中的点应该归属于同一个全局
簇）。数据点 p 称为局部簇 C1 和 C2 的合并点。

b）FSDP 算法需要人为参与聚类中心的选取，为了摆脱算
法的人为干预，本文采用式（5）作为辅助函数。算法通过为局
部聚类设定一个聚类中心阈值，然后将分区内各个数据对象的

证明

核心成员对应簇的中心，由高密度的数据对象组成。

上述定理通过聚簇核心成员的定义可以很容易得出。
定理 2

所有的合并点一定是分区内的临界点或扩展点。

取值与设定的阈值作比较，将取值大于设定阈值的数据对象

如果数据点 p 是局部簇 C1 和 C2 的一个合并点，那么数据点 p

作为聚类中心的候选对象。

一定是分区内的临界点或扩展点。

 i  i   i , (i  1, 2,

, n)

(5)

因为由合并点 p∈C1∩C2 可以得出 p∈P1∩P2，所

以点 p 位于 P1 和 P2 的重叠区域。由临界点和扩展点的定义，

输入：P 为数据分区； d c 为截断距离；threshold 为聚类中

定理 2 得证。

输出：数据分区的局部聚类结果。
1. for each point in P do
2.

证明

局部聚类算法实现：

心阈值。

chinaXiv:201810.00062v1

合并点定理。如果存在数据点 p∈C1∩C2，且 p

利用式（3）计算数据点的局部密度估计值  i

基于以上定理，在确定局部聚类的合并点时，只需要获取
分区内所有的临界点和扩展点，并判断其是否满足定理 1 即可。
为了获取到分区内所有的临界点和扩展点，由图 1 可以看出，
一个分区的临界点同时也是相邻分区的扩展点，且只有扩展点

3. end for

和临界点才会出现在多个分区内，所以可以通过对局部聚类结

4. for each point in P do

果按照数据对象进行分组，然后通过过滤组内成员个数大于 1

5.

利用式（4）计算数据点的最小距离和最近邻点

6. end for
7. for each point in P do
8.

利用式（5）计算分区内数据对象的  i 取值

的数据点作为合并点的候选对象，最后通过观察候选对象是否
满足定理 1 来确定所有的合并点。
在找到所有的合并点后，根据合并点在不同分区中所属的
局部簇可以得到不同分区间局部簇的关联关系。为了可以方便

9. end for

地给局部簇分配全局簇标识，利用图论知识将局部簇与其之间

10. for each point in P do

的关联关系分别表示成图的顶点和边，最终构建出一张局部簇

11.

比 较 数 据点  i 的 取 值 与 threshold 的 大 小 关 系， 如 果

 i >threshold，则该数据点选为聚类中心，并给定所属簇
12. for each point in P do
13.
14.
15.

if point not centerpoint then
将数据点划分给最近高密度邻点所属的簇
end if

关联图，属于同一个全局簇的局部簇集合对应了图中的一个连
通子图。通过为图中各个连通子图的顶点所代表的局部簇生成
一个全局聚簇标识即可完成局部簇标志到全局簇标志的映射。
局部簇合并算法实现：
输入：D 为局部聚类结果，数据格式为 Key-Value：(p，(pId，
clusterId，flag))。其中 p 表示数据对象本身；pId 表示数据分区

16. end for

Id；clusterId 表示分区内局部簇 Id；flag 表示数据对象是核心成

17. 计算每个聚簇的边界密度

员还是光晕成员。

18. for each point in P
19.

如果数据对象的局部密度大于所属簇边界密度，则标记
该数据对象为核心点，否则为光晕点

输出：全局聚类结果。
1. 对数据集 D 按照数据对象 p 进行分组，通过过滤组内成员
大于 1 的数据对象得到合并点候选对象集合 CS。

20. 输出聚类结果

2. 遍历合并点候选对象集合 CS，通过观察候选对象在各分区

3.3 局部簇合并

局部簇中的标记（flag，是否为核心成员）和定理 1 判断候

为了使得 SFSDP 聚类算法在局部聚类阶段各个计算节点
可以独立在对应的数据分区上进行聚类，数据分区阶段将数据

选对象是否为合并点，得到合并点集合 MS。
3. 根据合并点所属的局部簇类，构建局部簇关联关系集合 LS。

集划分成了若干组互相重叠的数据分区。这些相互重叠的分区

集合元素格式为(p1.clusterId，p2.clusterId)，代表 p 同时属

内包含了一些公共的数据对象。在局部聚类合并阶段，算法可

于分区 p1 中标志为 clusterId 的局部簇和分区 p2 中标志为

以通过评估这些公共数据对象（即临界点和扩展点）的特征，

clusterId 的局部簇。

找出所有需要合并的局部簇。
为了描述的方便，假设 C1 和 C2 分别表示两个重叠分区
P1 和 P2 通过局部聚类得到的一个局部簇（即 C1⊆P1，C2⊆P2，
且 P1∩P2≠Φ。）

4. 初始化局部簇关联图 G，将所有局部簇作为顶点添加到图 G
中，同时为每个顶点生成一条指向自身的边。
5. 遍 历 集 合 LS ， 对 于 集 合 中 的 每 个 元 素 (p1.clusterId ，
p2.clusterId)，如果在关联图 G 中不存在相对应的边，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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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p1.clusterId，p2.clusterId)作为图 G 的一条边加入到图中。
最终，所有属于同一全局簇的局部簇构成了图 G 的一个连

4.2 算法准确性对比实验
为了验证 SFSDP 算法的准确性，实验选取表 1 中给出的测
试数据集分别对 SFSDP 和 FSDP 算法进行聚类，得到的各个测

通子图。
6. 为图 G 中的每个连通子图 g 生成一个全局簇标志，将 g 中

试数据集的准确性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1

所有顶点代表的局部簇标志都映射到这个全局聚簇标志，
从而建立局部簇标识到全局簇标识的映射。

数据集

样本数目

属性维度

类别个数

Spiral

312

2

3

簇中数据对象的簇标志。

R15

600

2

15

3.4 算法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分析

Aggregation

788

2

7

1）时间复杂度分析

D31

3100

2

31

假设待聚类数据集包含 n 个数据对象，FSDP 聚类算法的

Iris

150

4

3

时间消耗主要包含两个阶段：a）计算数据对象的局部密度阶段；

Wine

178

13

3

b）计算数据对象的最小距离阶段。由于 FSDP 算法在这两个阶

Glass

214

9

6

段的计算都需要两层循环遍历数据集，所以算法的整体时间复

Seeds

210

7

3

杂度为 O ( n ) 。而 SFSDP 聚类算法的时间消耗主要包含三个阶

WDBC

596

30

2

7. 利用得到的局部簇标志到全局簇标志的映射更新每个局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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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SDP 与 FSDP 算法聚类准确性

段：a）数据分区阶段；b）分区内局部聚类阶段；c）局部簇合

表2

FSDP 与 SFSDP 算法聚类准确性

并阶段。假设集群中一共有 M 个计算节点并行处理，在数据分

数据集

FSDP

SFSDP

区阶段，需要对数据集进行多次遍历来确定数据划分，时间复

Spiral

1

1

杂度为 O  n m  。在局部聚类阶段，假设指定每个网格单元内数

R15

99.66%

99.24%

据对象的数量最多不超过 m，则数据集在数据分区阶段可大致

Aggregation

99.47%

94.52%

划分成 n m 个数据分区，每个分区内数据对象的数量大致为 m

D31

96.16%

92.31%

（因为分区内包含了网格单元的扩展点，所以实际分区内的数

Iris

87%

83.47%

据对象数量可能会大于 m。这里由于网格单元的扩展点数量相

Wine

70.78%

65.39%

对于 m 过小，所以可以忽略）。在每个分区上执行聚类的时间

Glass

57.34%

55.76%

复杂度为 O ( m ) ，所以该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O((m  n) M ) 。

Seeds

88.57%

86.35%

在局部簇合并阶段，需要遍历数据集来查找局部簇的合并点和

WDBC

57.47%

53.65%

2

更新数据对象的全局簇标志，时间复杂度为 O(n M ) 。所以

由表 2 可以看出，SFSDP 算法的聚类准确性相比于原始

SFSDP 算法最后总的时间复杂度计算公式如式（6）所示。考虑

FSDP 聚类算法略低。经过分析得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a)在计

到计算节点间的通信和数据传输需要额外的代价，算法的实际

算分区内扩展点的局部密度时，由于其密度截距范围内有一部

时间复杂度会略大于这里给出的计算。

分邻近对象不在同一个分区中，导致扩展点的局部密度计算偏

T  O(n M )  O((n * m) M )  O(n M )

(6)

小，可能致使扩展点被误判成光晕成员；b)由于在分区内判断

2）空间复杂度分析

数据对象的最小距离，对于有些边界点，其全局高密度最邻近

假设待聚类数据集包含 n 个数据对象，由于需要记录数据

数据点可能出现在相邻分区中，导致数据点划分出错。

集中每一对数据对象之间的距离，所以 FSDP 聚类算法的空间
复杂度为 O ( n 2 ) 。而在 SFSDP 中，假设指定每个网格单元内数

4.3 算法性能对比实验
为了度量 SFSDP 算法与 FSDP 算法之间的性能差距，实验

据对象的数量最多不超过 m，聚类算法将数据集划分到 n m 个

从香港科技大学智能城市研究小组（http://www.cse.ust.hk/scrg/）

分区中（这里是理想状态，实际分区的数量会大于等于 n m ）。

获取实验测试数据集。该测试数据集信息包含了 4 000 多辆出

因此，SFSDP 聚类算法对每个计算节点的存储空间要求为

租车的行驶数据。通过对原始文件处理，得到只含有车辆坐标

O(m 2 ) 。

的数据文件。从生成的坐标文件中随机选取生成大小不一的五

4

仿真实验

4.1 实验环境搭建
本实验通过配置五台普通机器搭建 Spark 集群，其中每台

个数据样本 D1（1 千个坐标点）、D2（2 千个坐标点）、D3（5
千个坐标点）、D4（1 万个坐标点）、D5（2 万个坐标点）。SFSDP
算法和 FSDP 算法在上述五个测试集上执行的性能对比实验结
果如图 2 所示。

计算机的硬件配置为 Intel Core i5 2.7 GHz 4 核 CPU，8 GB 内

从图 2 可以看出，FSDP 算法由于无须对数据集进行分区

存，512 GB 硬盘。软件环境为 CentOS 6.5 操作系统。所有的计

和进行计算节点间的通信，在数据规模较小时算法用时较少；

算节点通过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互连。Spark 版本为 2.3.0。

但当数据规模快速增长时，FSDP 算法运行的时间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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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规模达到 20 000 时，FSDP 算法就已经不能有效地完成
聚类分析，因此算法的伸缩性较差。而对于 SFSDP 算法来说，
由于 SFSDP 算法需要在数据集分区和节点间通信上花费一定
的时间，当数据规模较小时，数据集分区和节点间通信所占的
时间比重较高，算法的效率劣于 FSDP 算法；但当数据规模上
升时，随着数据分区及节点间通信时间比重的下降，SFSDP 算
法的整体花费时间增长平缓，因此算法具有较强伸缩性。

图4

SFSDP 算法在不同规模测试集上的扩展比

结束语

5

针对 FSDP 聚类算法在进行海量、高维度数据聚类时存在
效率低、伸缩性差的问题，为了适应大规模数据聚类分析，本

chinaXiv:201810.00062v1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Spark 的并行 FSDP 聚类算法 SFSDP。算法
首先通过将海量数据集在空间中划分成多个数据量均衡的数据
图2

SFSDP 和 FSDP 算法运行的时间对比

4.4 加速比和扩展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验证 SFSDP 算法的可扩展性，实验从车辆坐标

分区；然后利用多个计算节点在各个划分好的数据分区上并行
执行改进后的 FSDP 聚类算法，得到各个数据分区的局部聚类
结果；最后将局部聚类的结果合并生成全局聚类簇集。实验结

数据文件中随机选取生成五个测试数据集：D1（1 万个坐标点）、

果表明，SFSDP 算法与 FSDP 算法相比，算法在保证准确率的

D2（10 万个坐标点）、D3（100 万个坐标点）、D4（200 万个坐

前提下，具备较强的可扩展性，能够有效处理大规模数据集的

标点）和 D5（500 万个坐标点）数据集。通过在不同数量节点

聚类

下对各个测试集进行实验，计算对应测试数据集的加速比和扩
展比。实验结果分别如图 3 和 4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SFSDP 算法在进行聚类处理时，随着节
点数量的增加，加速比也随之增大。但对于小规模数据集 D1 和
D2，随着节点的增加，加速比曲线斜率下降比较明显。这主要
是因为 D1 和 D2 的数据集规模较小，随着节点数目的增加，集
群用于计算的时间比较小，而用于节点间通信的时间比较大。
而对于大规模数据集 D3、D4、D5，加速比更接近线性增加。
在图 4 中，随着集群节点个数的增加，算法在各个数据集上的
扩展比逐渐减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集群中节点个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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