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0 卷第 6 期

Nov. 2014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tural Science Edi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i: 10.3969/j.issn.1003-4271.2014.06.14

一种自适应 AP 算法的 matlab 实现
向培素
(西南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AP 算法是 FeyBJ.等人提出的一种聚类算法. 与传统的 K 均值聚类算法相比, AP 算法不需要选择初始的聚类中

心点, 因此, 聚类结果更客观. 但 AP 算法中相似度矩阵对角线上的偏向值需要人为设定, 而这个值会影响到聚类数目;
另外, 当 AP 算法发生震荡时, 算法无法自动退出震荡. 为解决 AP 算法中的振荡问题及相似度矩阵对角线上元素值的确
定问题, 王开军等人提出了自适应 AP 算法, 逐步改变偏向值 p, 得到不同的聚类结果, 再根据聚类结果的 Silhouette 指
标, 找出最好的 Silhouette 指标对应的偏向值及聚类结果. 当震荡发生时, 逐步增加阻尼因子  值, 直到算法退出震荡.
使用 MATLAB 实现了自适应 AP 算法和 Silhouette 评价指标, 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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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存在着大量的分类问题. 聚类和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 聚类对象的类别是未知
的, 而分类对象的类别是已知的. 这个特点非常适用于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挖掘. 随着各个领域数据的增
多, 数据聚类分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AP(Affinity propagation clustering)算法[1]是在贝叶斯网络[2]的基础上, 由对数域中的和积算法[3]——最大和
算法推导出来的. 这个算法通过在数据点之间传递消息, 来获得使各个数据点与所属类的类代表点的相似度之
和取最大值的聚类结果.
正如王开军等人指出的, AP 算法有两个缺陷, 一个是在计算相似度矩阵时, 其对角线上的取值只能人手工
设定, 这就很难设定为最优值, 而这个取值会影响到最后的聚类结果. 另一个缺陷是当振荡发生后, 就很难自己
停下来. 为解决这两个问题, 提出了自适应 AP 算法[4-5].
鉴于文献[6]已无效, 无法获取算法源程序, 本文使用 matlab 重新实现了王开军等人提出的自适应 AP 算法,
为后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 1)介绍了 AP 算法和自适应 AP 算法, 并用 matlab 实现了自适应 AP 算法; 2)介绍了
Silhouette 聚类评价指标, 并使用 matlab 在自适应 AP 算法中实现了该评价指标的计算.

2 AP 算法和自适应 AP 算法
AP 算法
在 AP 算法中, 对 N 个数据点的聚类, 可以看做是寻找使各个数据点与其所属类代表点相似度之和最大的那
种聚类方式. 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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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 max S (c)  arg max( i 1 s(i, ci )  k 1 k (c)) ,
N

N

其中 i 是第 i 个数据点, ci 指第 i 个数据点的类代表点, s (i, ci ) 指第 i 个数据点与其类代表点之间的欧几里
得距离的负数,  k (c) 是一个“惩罚指标”, 当某个类的类代表点 k 同时又是别的聚类中的成员时, 这种聚类是不
合 理 的 ( 类代 表 点 k 应 该 在 以 自己 为 类 代 表点 的 聚 类 中 ), 应该 被 排除 , 故 此 时  k (c)   , 其 余情 况 ,

 k (c )  0 .
上面等式的右边, 正好适用于最大和算法. 由于最大和算法是对数域的和积算法. 因此, 可以使用因子图来
表示上面的等式. 由此推导出了下面的递推迭代公式:

r (i, k )  s (i, k )  'max
{a (i, k ' )  s (i, k ' )} ,
'
k s .t .k  k

a (i, k )  min{ 0, r ( k , k ) 

 max{ 0, r (i , k )}} ,
'

i s .t .i {i , k }
'

a(k , k ) 

'

 max{0, r (i , k )} ,
'

i ' s .t .i '  k

其中 a(i, k ) 的初值为 0. 算法结束条件可以是迭代指定次数、或者传递的 a 值, r 值的变化很小、或者是类
代表点的选择不再改变. 为避免振荡, 在迭代时, 引入了 0~1 之间的阻尼因子  :
r  (1   ) * r   * rold , a  (1  ) * a   * aold
其中 rold 指上次迭代计算出的 r 值, aold 指上次迭代计算出的 a 值. 从算法结束条件及为避免振荡采取的措
施来看, 一旦发生振荡, 算法是无法自行结束的.
2.2 自适应 AP 算法
自适应 AP 算法包括了三部分内容: 1.自适应阻尼: 如果算法发生振荡, 则逐步增加阻尼因子  的值以消除
振荡. 2.自适应逃离: 如果在  >=0.85 时, 算法仍然振荡, 则降低相似度矩阵对角线上元素的值(p 值), 以退出振
荡, 并使用新的 p 值重新进行迭代计算. 3.自适应扫描: 逐步减少 p 值会导致不同的聚类数目, 以具有最优
Silhouette 评价指标的聚类结果为最后的聚类结果.
自适应阻尼算法中, 采用“非振荡特征”的出现次数来判断是否发生振荡. “非振荡特征”是指迭代产生的新的
聚类数目等于或者小于本次迭代前的聚类数目. 也就是说, 迭代产生的聚类数目不变或者减少, 则认为没有发
生振荡.
自适应逃离算法中, p 值减少的步幅值由实验确定为: 0.01 * pm /(0.1 * K  50 )
自适应扫描算法, 是将相似度矩阵 s 对角线上元素的值设为矩阵 s 所有其它元素的均值的一半, 然后进行迭
代运算, 当算法收敛后, 记录下来. 再将 p 值减少, 进行迭代运算, 待收敛后, 再记录下来...持续这个过程, 直到
聚类数 K=2, 或者整个迭代次数超过 50000 次. 然后将所有记录下来的聚类结果进行比较, 选取 Silhouette 评价
指标最优的那个作为最后的聚类结果.
算法的 matlab 实现:
matrix=data;
%数据矩阵的名称,使用 matlab 软件的 Import Data 功能把 UCI 数据
%breast cancer wisconsin 加载入 matlab, 形成的矩阵名称叫 data.
N=size(matrix,1);
%数据集中数据的个数
LEI=2;
%数据集的实际类别数
attribute=size(matrix,2);
%数据集中数据的维数,列是 1, 行是 2, 故指每行的维数
s=zeros(N,N);
%s 为相似度矩阵, 初值为 0
for k=1:N;
for j=1:N;
for i=1:attribute;
if k==j
s(k,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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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s(k,j)=s(k,j)+(matrix(k,i)-matrix(j,i))*(matrix(k,i)-matrix(j,i));

%求各数据点的相似度,
%用欧氏距离表示.

end
end
s(k,j)=-s(k,j);
end
end
pm=mean(s);
pm=mean(pm,2);
for k=1:N
s(k,k)=pm/2;
end
p=pm/2;
lam=0.5-0.05;
A1=zeros(N,N);
R1=zeros(N,N);
Kb1=zeros(40);

w=0;
K1=1;
I1=zeros(K1);
Kall=[];
idxall=[];
Iall=cell(N,1);
ka=0;
Kold1=K1;
Kold10=3;

%mean 函数将 s 的列看做向量, 返回每列的均值, 构成一个行向量
%相似度矩阵的均值
%相似度矩阵对角线上的值设为均值

%因为迭代前阻尼因子会+0.05,因此这里-0.05, 保证迭代时阻尼因子从 0.5 开始.

%Kb 是自适应 AP 算法中的“移动监视窗”, 用于记录出现非振荡特征的次数,
%取 40 个是因为 iter=1:40
%迭代次数
%K1 是最后的聚类个数
%每个元素是一个类代表点的下标
%存放不同
p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中的聚类数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存放不同 p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中每个数据点所属的类代表点下标.
%存放不同 p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中类代表点的下标.

%Kold10 指迭代 40 次前, 聚类个数, 与迭代 40 次中的每次迭代产生的 Kold1
%相区别. 使初始状态 Kold10>=K1
%使初始状态 Iold10>=I1

Iold10=I1;
b=-1;
k1=0;
%聚类结果不变的次数
while(Kold10>2&Kold10<sqrt(N))
k1=0;
%聚类结果不变的次数
while(k1<=10)
%若聚类结果不变的次数小于 10, 则继续迭代
k0=1;
%若未发生震荡, 则 k0 为 1, 否则 k0 为 0

if(sum(Kb1)<2/3*length(Kb1))
%若非振荡特征出现的次数少于 2/3Kb 窗口的宽度, 则认为发生振荡
k1=0;
%k1 记录聚类结果不变的次数, 发生震荡, 则得到的聚类结果无效, 故清零
k0=0;
%k0=0 表示发生震荡
if(lam<=0.85)
lam=lam+0.05;
else
b=b+1;
p=p-b*0.01*pm/(0.1*sqrt(K1+50));
%若 lam 已经大于 0.85 仍发生振荡, 则减少 p 值.
for k=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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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k)=p;
end
end
%若发生振荡, 则将 lam 值增加或是减少 p 值, 再重新迭代 40 次, 否则, 记录下聚类结果
未改变的次数等于 10, 就记录下聚类结果, 改变 p 值, 进行下一次聚类结果的迭代.
elseif k0==1;
%如果未发生震荡, 则 k0=1
k1=k1+1;
end
for iter=1:40
此处为 AP 核心算法.
w=w+1;
%w 是迭代次数, 当 w>50000 次时, 退出循环.
E1=R1+A1;
I1=find(diag(E1)>0);K1=length(I1);
[tmp c]=max(s(:,I1),[],2);c(I1)=1:K1;idx1=I1(c);
%I 为聚类中心点下标
end
if (Kold10~=K1|Iold10~=I1)
k1=0;
end
Kold10=K1;
%记录迭代 40 次后, 得到的结果
Iold10=I1;
end
if(w>50000)break;
end
b=b+1;
%自适应 AP 算法中定义的 b
p=p-b*0.01*pm/(0.1*sqrt(K1+50));
%自适应 AP 算法中的 p 值递减公式
for k=1:N
s(k,k)=p;
end
ka=ka+1;
Kall(ka)=K1;
Iall{ka}=I1;
idxall{ka}=idx1;
if(K1<=2) break;
end
end

3 Silhouette 聚类评价指标
一个数据点的 silhouette 指标计算公式为: Sil (t ) 

b(t )  a (t )
, 其中 a(t ) 为某个聚类中点 t 与聚类中
max{a (t ), b(t )}

所有其它点的平均距离. b(t ) 为某个聚类中的数据点 t 与别的聚类中的所有数据点的平均距离的最小值.
这些距离都可以通过相似度矩阵求得.
自适应 AP 算法中, 该指标的 matlab 代码如下:
idxa=zeros(N,N);
idxb=zeros(N,N);
d=ones(N,size(I1,1));
sil=zeros(N,1);
Sav=zeros(ka,1);
for ix=1:ka
idx=idxall{ix};
%每次循环取出一个 p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中各数据点所属类代表点的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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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ll{ix};
%取出一个 p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中类代表点的下标
for t=1:N
for k=1:N
if k~=t
if idx(k)==idx(t)
idxa(t,k)=1;
%将相同类的数据点标记为 1
end
end
end
a(t)=mean(idxa(t,:).*-s(t,:));
%t 点与自己聚类中其它点的距离均值.
for m=1:size(I,1)%对 m 个聚类一次循环
if idx(t)~=I(m)
for k=1:N
if idx(k)==I(m)
idxb(t,k)=1;
%将聚类 I(m)中的数据点标注为 1
end
end
d(t,m)=mean(idxb(t,:).*-s(t,:));
%t 点与 m 类中各数据点的距离
idxb(t,:)=0;
else d(t,m)=10000000000;
end
end
b(t)=min(d(t,:));
%点 t 与别的聚类中各数据点平均距离的最小值
sil(t)=(b(t)-a(t))/max(a(t),b(t));
end
Sav(ix)=mean(sil(:,1));
end

等：川西獐牙菜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4 结论
针对 AP 算法偏向值 p 无法自动设定, 及算法发生震荡, 无法自动退出的问题, 王开军等人提出了自适应 AP
算法, 本文中使用 matlab 实现了自适应 AP 算法和 Silhouette 聚类评价指标, 该程序可以作为 matlab 的工具箱应
用于图像检索、图像分割、图像识别、设施选址、文本挖掘等领域, 也可以作为聚类算法研究的基础: 在此基础
上进行进一步的聚类算法优化, 或者不同聚类算法的特征比对, 或者新的聚类算法的应该领域, 应用方法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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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LAB program designing of adaptive AP algorithm
XIANG Pei-su
( School of Electrical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 610041, P.R.C.)
Abstract: The AP algorithm is a kind of clustering algorithm proposed by FeyBJ.et al.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the AP algorithm does not need to select the initial exemplare. Therefore, the cluster results are
more objective.

The diagonal of the similarity matrix in AP algorithm is hard to determine, and the value will affect the

clustering number.

In addition, the AP algorithm oscillate algorithm cannot automatically exi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scillation of the AP algorithm and to determine the diagonal element value of the similarity matrix, WANG Kai-jun et al.
proposed adaptive AP algorithm, changing p step by step, obtain the different clustering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clustering
results's Silhouette index, find out the best clustering results.
factor value step by step, until the oscillation stops.
Silhouette Index.

When oscillations occurs, AP algorithm increases the damping

The paper proposed a MATLAB programming of adaptive AP and

It provides a foundation work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adaptive AP; silhouette; clustering algorithm; Mat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