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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研究与实现
赵华茗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通过开源工具, 构建一种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与分类应用平台。【方法】以海量文本的词收
敛性为基础, 通过词聚类指导文本聚类和分类。过程包括: 使用开源分词器等工具进行训练集的文本预处理, 结
合 Mahout 数据挖掘平台对处理后的词集进行聚类分析, 最后通过相似度算法计算测试文本与词类簇的相似度并
分类。
【结果】分布式环境下的基于词聚类的文本聚类分类计算方法, 可有效解决海量文本的词聚类瓶颈问题。
经测试, 当训练文本集增加到 100, 迭代收敛阈值为 0.01 时, 词聚类结果较理想。
【局限】测试数据规模有限, 仅
限于新闻数据, 基于其他领域的词聚类效果需要进一步测试、优化、调整。【结论】详细描述基于词聚类的文
本聚类分类算法的开发环境构架和关键步骤, 有助于研究者对相关开源工具使用及分布式并行环境部署的深
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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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数字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
大多数数据是以文本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和
网络上, 如何在海量同时蕴含着巨大潜在价值的未知
信息中挖掘出有用的知识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
题之一。文本聚类是文本挖掘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将
文本集分为若干个子集, 使得类内的成员相似度尽可
能大, 类间的成员相似度尽可能小。文本聚类可广泛
应用于文本挖掘与信息检索的不同方面, 在大规模文
本集的组织与浏览、文本集层次归类的自动生成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前较常用的文本聚类算法有分层法、分割法、

式来计算两个单词属于同一个类的概率, 进而通过此
概率对单词进行聚类; 然后再通过文档和单词类的关
系对文档分类, 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降维问题, 但海
量文本的词聚类过程仍是瓶颈。梁维铿[10]提出了基于
MapReduce[11]架构的文本聚类计算方法和思路, 通过
设计 Map 函数和 Reduce 函数, 实现海量文本聚类计算
的并行化, 但 MapReduce 编程过程较复杂, 也不利于
算法的再次复用和维护修改。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利用 Mahout[12]大数据挖掘工
具, 提出一种分布式环境下的基于词聚类的文本聚类
分类计算方法, 有效解决海量文本的词聚类瓶颈问题,
并结合开源软件及开发框架, 详细阐述技术实现思路

密度法、网格法、基于模型的方法等[1-8]。但这些算法

和关键点。

多数都对文本特征矩阵的维度有较为苛刻的要求, 一

2 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计算思路和

旦维度增大, 则聚类效果会急剧下降。为了改进这种

关键技术

情况, Slonim 等[9]提出了使用单词聚类来指导文档聚
类的方法。在该方法中表示文档的单词被提取出来,
然后计算它们属于一篇文档的概率, 再通过贝叶斯公

2.1

实现思路及步骤
分布式环境下, 实现文本聚类计算的总体思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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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量文本的词收敛性为基础, 通过词聚类指导文本

计算系统实现的关键点, 文本聚类分类计算逻辑如图

聚类和分类。系统按功能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训练集

2 所示:

文本的预处理、词聚类和测试集文本分类计算, 系统
构架如图 1 所示:

图1

基于词类簇的文本聚类分类架构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首先将存储在网络中的非结
构化文本根据计算需要做清洗、分词过滤等文本预处
理, 去掉文本中的噪音数据, 形成表示文档的词集;

图2

然后导入 Hadoop[13]分布式计算平台, 结合 Mahout 数
3.1

分布式的文本聚类分类逻辑

提取每个类中的前 N 个特征词表示该类, 形成单词类

非结构化文本的数据预处理
为便于计算机处理, 文本文档处理前必须要有一

簇; 最后通过计算测试文本和单词类簇的相似度对测

种有效的表示方式。在信息处理领域, 向量空间模型

试文本分类。

(Vector Space Model, VSM)是应用较多且效果较好的

2.2

表示方法之一[14]。在此模型中, 每篇文档都表示成形

据挖掘工具, 对清洗过的词集进行聚类, 并通过阈值

关键技术
Mahout 是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ASF)旗下

如 D: <t1, w1; t2, w2; …; tn, wn>的向量, 其中 ti 是词

的一个开源项目, 提供一些可扩展的机器学习领域经

条项, wi 是 ti 在文档中的权值。因此, 所有的 n 维词条

典算法的实现, 旨在帮助开发人员更加方便快捷地创

向量组成了一个文档向量空间。

建智能应用程序

[12]

。Mahout 包含集群、分类、推荐过

但使用特征词的向量空间来表示文档时, 直接使

滤、频繁子项挖掘等算法实现, 并实现了部分数据挖

用构成文档的词条作为向量空间的维度, 会形成高维

掘算法在 MapReduce 环境下的并行化。因此, 通过使

低密度矩阵, 而且存在着大量对文档的描述和区分不

用 Apache Hadoop 库, Mahout 可以有效地扩展到分布

相关或影响很小的词条维度, 造成对文档语义描述的

式环境中。

模糊。为了提高算法的效率和准确度, 有必要对构成

3

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计算的关键点

文本的词条进行特征词的提取和筛选, 即对词条向量
空间进行降维处理。

为了充分有效利用 Mahout 平台在大数据分析处

非结构化文本的预处理过程就是识别和提取非

理方面功能强大的优势, 本文在海量非结构化文本聚

结构化文本特征词的过程, 通过数据清洗和规范化

类计算开发时, 围绕 Mahout 平台, 需仔细考虑文本训

处理, 形成适合的中间格式, 为数据导入 Hadoop 平

练集数据的预处理、聚类后特征词提取及测试文档的

台和后期数据挖掘做准备。考虑到 Mahout 数据挖掘

分类计算等过程和实现细节, 也是整个文本聚类分类

工具本身提供的序列化及分词工具对中文的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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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文本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使用 IK 中文分词器及

本频率信息; tf-vectors 保存以 TF 作为权值的文本向量

相关的数据清洗字典, 通过梳理数据字典和 IK 中文

信息; tfidf-vectors 保存以 TFIDF 作为权值的文本向量

分词工具中的停用词字典, 经过算法比对, 提前过滤

信息; tokenized-documents 保存分词过后的文本信息;

文本文档中的不相关词条或无意义词条, 并完成分

wordcount 保存全局的词频; dictionary.file-0 保存文本

词。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 只对词条项 ti 做处理, 权

的词汇表; frequcency-file-0 保存词汇表对应的频率信

值 wi 交给数据挖掘过程处理。主要实现过程及伪代

息。文本聚类时将用到 tfidf-vectors 数据集, 在查看聚

码如下:

类结果时将用到 dictionary.file-0。

If (数据源文件不为空并且格式正确) {

(3) 聚类: Mahout fkmeans -i 向量化文本/tfidf-

For (iterator I =文件列表; i.hasNext){

vectors -c /fkmeans-clusters -o /聚类结果 -k 20 -dm org.
apache.Mahout.common.distance.CosineDistanceMeasure
-m 1.05 -x 200 -ow --clustering --convergenceDelta 0.01
其中: -i: 使用向量化文本的 TFIDF 向量作为输

读文档;
IK 分词器分词;
通过数据字典过滤无意义及不相关词条;
写文档;
}

入; -o: 输出聚类结果, 包括每一次迭代后的聚类结

}结束

3.2

词聚类
预处理后的文本只包含表示该文本的特征词, 系

统将上传这些文本至 Hadoop 环境中交给 Mahout 工具
进行聚类分析处理, 并根据阈值, 提取与类簇最相关
的 N 个特征词, 形成单词类簇。Mahout 工具提供了很
多经典数据挖掘算法, 主要的聚类算法包括:
K-means、Canopy、Fuzzy-Kmeans、StreamingKmeans、
Spectral Clustering 等 5 种[12]。其中, 模糊 c-均值聚类
(Fuzzy-Kmeans[15])较适合文本聚类, 该算法是 Bezdek
于 1981 年提出的, 是可重叠聚类算法, 是 K 均值聚类
的扩展, 它的基本原理和 K 均值算法一样, 只是它的
聚类结果允许存在特征向量属于多个类簇, 即能给出
每个特征向量隶属于某个类簇的隶属度, 即使对于很
难明显分类的向量, Fuzzy-Kmeans 聚类也能得到较为

果; -k: 设定类簇个数; -c: 聚类中心点。若不设定 k,
则用这个目录里面的点, 作为聚类中心点。否则, 随机
选择 k 个点, 作为中心点; -dm: 距离公式, 文本聚类
推荐用 cosine 距离; -m: 归一化系数, 须大于 1; -x : 最
大 迭 代 次 数 ; --clustering: mapreduce 并 行 模 式 ;
--convergenceDelta: 迭代收敛阈值, 默认 0.5。
(4) 提取每个类簇中权重最高的 N 个特征词:
Mahout clusterdump -i / 聚 类 结 果 /clusters-n-final -d
/dictionary.file-0 -dt sequencefile -o/结果输出 -n 20 -b 50
其中: -i : 最终迭代生成的簇结果; -d : 从文本的
词汇表中查找“词与词 id”的映射, 使得输出结果中,
可以直接显示每个类簇的权重最高词文本, 而不是词
ID; -dt: 映射类型; -o: 结果输出目录; -n: 提取前 N 个
权重最高的词; -b: 每行提取前 n 个字符。
(5) 将表示类簇的特征词及其 TFIDF 权重信息保

满意的效果。相较于其他 4 种聚类方法, Fuzzy-Kmeans
聚类更适合文本聚类。Mahout 工具提供了 Fuzzy-

存到 RMDB 数据库中。

Kmeans 的串行及并行实现, 可以很好地解决海量文

3.3

本的词聚类问题。

基于词聚类的文本分类
基于词聚类的文本分类, 可以看作是词类簇和测

为了得到质量较高的词类簇, 本文在使用 Fuzzy-

试文本之间的相似度计算, 并依据计算结果, 将测试

Kmeans 算法进行聚类分析的同时, 辅以人工整理文

文本的类别划归到相似度最高的几个词类簇中。目前

本训练集、调整并确认合理的聚类阈值。在分布式计

存在多种基于 VSM 的文档相似度算法, 如贝叶斯算

算环境下, 词聚类的并行实现包括如下几个关键步骤:

法、神经网络算法等。本文采用效率高且易于实现的

(1) 序列化文本: Mahout seqdirectory -I 源文本
-o 序列化文本 -ow
(2) 向量化文本: Mahout seq2sparse -i 序列化文本
-o 向量化文本-lnorm -nv -wt tfidf
向量化后的文本的目录结构如下: df-count 保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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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向量距离法”

[16]

, 其相似度计算的精度能满足一

般性的要求, 另外, 该算法规范了文本特征向量的长
度, 这意味着在计算相似度时, 不会放大数据对象重
要部分的作用[17]。此算法的实现思路是将文档映射成
向量空间中的点, 点之间的距离用向量间的余弦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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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 之 后 表 示 Di 、 Dj 的 向 量 分 别 为 : A = f(di),
B=f(dj)。这里将 A 和 B 分别记为: A = {A1, …,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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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源分布式环境(Hadoop[13]), 考虑到稳定性

来度量, 即表示了文档间的相似程度。本文假设 Di 为
词类簇, Dj 为测试文本, 测试文本需经过特征向量筛

2015 年

和兼容性, 选用 Hadoop2.2.0 版本。
(2) 分 布 式 数 据 挖 掘 平 台 (Mahout), 本 文 选 用
Mahout-distribution-0.9 版本。

B ={B1, …, Bi, …, Bn}, 那么, 根据夹角余弦

(3) 数据处理平台(PostgreSQL[19]), 在分布式文本

定理, 词类簇与测试文本的相似度为标准向量点积除

聚类计算框架下, PostgreSQL 主要用于文本分类和词

以两个向量的长度积。

聚类的结果存储与查询。

An},

n

sim(di,dj)  cos(di, dj) 

d
k 1

ik

(4) 开发平台(Eclipse[20])。

 d jk

n

n

k 1

k 1

(5) Web 应用平台(Tomcat[21])。

(1)

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开发运行环境涉及的平

( d ik2 )( d 2jk )

其中, n 为向量维数, dk 为词语在向量集合中的第
k 维权值。由公式(1)可知, 词类簇与测试文本 Di 和

台和参数较多, 在 etc/profile 中, 除了 Java 相关的环境
变量外, 还需要准确配置 Hadoop、Mahout、PostgreSQL
环境变量保证整个计算平台的稳定正确运行。

Dj 的词特征向量 A 和 B 的夹角余弦值越接近 1, 说明
其向量间距离越短, 即词类簇与测试文本之间的距离

5 实证研究

越短, 相似度越大。测试文本与词类簇相似度计算的
主要实现过程及伪代码如下:
数据库连接器;

使用的数据集是20Newsgroups[22]数据集, 该数据集是
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 Lang 于1995年收集并整理的包

提取测试文本;
使用 IK 分词器对测试文本分词, 得到文本特征向量;
提取词类簇信息 grs;

含19 997篇文档约平均分布在20个类别中的 Usenet 新
闻 组 语 料 , 文 章 大 小 在 1K-50K 之 间 , 平 均 3K 。

While (类簇信息 grs.next){
通过类簇信息提取该词类簇的特征向量 trs;

While (特征向量 trs.next){

Newsgroups 已经成为文本分类及聚类应用及测试中常
用的数据集。实验环境为使用5台虚拟服务器形成

If (特征向量也是文本向量, 即公共子向量){

Hadoop 集群, 一台主节点(Namenode), 一台辅节点

提取该文本向量词频及文本向量长度,

(SecondaryNameNode), 三台数据节点(Datanode); 虚

计算该文本向量 TF 权重;
提取相应词类簇向量 TFIDF 权重;

拟服务器配置为 Intel (R) Core (TM)2 Duo CPU E8400
@ 3.00GHz, 2GB 的内存, 操作系统为 CentOS Release

}
}
利用相似度计算公式, 计算测试文本与该类簇的相似度;

4

结合以上算法, 本文给出相应实验数据。实验中

6.5 i586。基于词聚类的文本聚类计算中, 词聚类的质

}

量对整个计算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并

相似度排序, 得到推荐类簇的结果。

行环境下, 迭代收敛阈值和训练文本集大小对词聚类

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开发运行环境

质量的影响是本文主要测试指标。
5.1

根据分布式环境下的文本聚类计算总体策略和思

迭代收敛阈值
Mahout 聚类算法的迭代收敛阈值默认为 0.5, 并

路, 充分利用 Hadoop、Mahout 和关系型数据库在处理

不适合文本聚类。这里测试[0.006, 0.06]之间的阈值参

[18]

, 本文将需要大数据存储和数

数, 使用 20Newsgroups 数据集的 MINI 集, 共 2 000

据挖掘计算的部分交给 Hadoop 及 Mahout 平台完成,

个文本, 每组(类簇)100 个, 每个类簇取前 10 个权重最

将需要较强表达能力的查询交互部分交给关系型数据

高的词作为该类簇的识别特征, 与 mini_20Newsgroups

库完成, 形成可靠性高及数据处理能力强的大规模

的人工分类结果作对比并计算聚类准确率。从图 3、图

计算系统环境。整个系统运行环境主要包括如下 5 个

4 可以看出, 迭代收敛阈值为 0.01 时, 聚类准确率较高,

部分。

同时迭代时间(分钟 M)、次数较低, 聚类效果较好。

海量数据时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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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5.2

文本聚类准确率与迭代收敛阈值关系
图6

文本集规模与聚类次数及时间关系(1)

图7

文本集规模与聚类次数及时间关系(2)

迭代收敛阈值与迭代次数及时间的关系

训练文本集规模与聚类质量
并行环境下, 较大的训练文本集能够得到质量更

好更稳定的特征向量集合, 可以更好地挖掘和揭示隐
藏在数据下面的关联关系。本文在原始数据集的 20
个 Newsgroups 组中每组分别随机提取 20、40、60、
80、100、120 个文本为基础训练集, 测试文本集大小

6

结

语

和聚类质量之间的关系, 从图 5、图 6 中可以看到当每

本文利用开源大数据挖掘工具, 通过基于词聚类

组的文本个数分别超过 40 和 100 时, 即特征向量个数

的文本聚类分类并行化计算方法, 有效解决海量文本

趋于收敛时, 文本聚类质量有较明显的提升。从图 6、

的词聚类瓶颈问题, 结合开源软件及开发框架, 提升

图 7 中可以看出聚类迭代次数及时间与测试文本集大

文本聚类分类质量和效率, 并给出搭建基于词聚类的

小成正相关关系, 迭代次数增幅不大, 迭代时间增幅

文本聚类分类算法的开发环境构架和关键步骤, 使读

略大于迭代次数的增幅。

者能够明确掌握 Hadoop 平台实质、Mahout 工具的使
用及如何实现分布式并行算法的快速部署解决方案。
通过实验对比, 本文遴选得出适合文本聚类的迭代收
敛阈值和训练文本集规模。数据预处理优化及领域相
关的词聚类优化是整个文本聚类分类质量的重点, 也
是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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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论文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xtual Clustering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Zhao Huaming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lement the textual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through
open-source tool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gence of words in masses of text, this paper classifies texts based
on word-clustering, including text preprocess by open-source tokenizer, cluster analysis by Mahout, classifying the test
text by computing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ext and word-cluster. [Results] The textual clustering based on
word-clustering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solves the bottleneck of word-clustering of massive texts. The
tested result of word-clustering is ideal while the number of text training set exceeds 100 and the iterative convergence
threshold is 0.01. [Limitations] The data type is limited in the field of news and the other field-based word-clustering
also needs further test,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build process and key steps
of the textual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to help readers with in-depth understood.
Keywords: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Clustering

Textual clustering Hadoop

Mahout

南京大学组建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在江苏省教育厅公布的 2014 年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名单中, 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牵头申报的“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
服务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 成为南京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个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情报学,
联合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集中申请单位和共建单位的研发优势, 开展协同创新, 解决大数据及相关服务领域的技术
和应用问题, 推动和引导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和科技服务领域的快速发展。
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建设期为三年, 欧洲文理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鹰教授担任实验室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苏新宁教授为实验室学术带头人, 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实验室专兼职研究人员
近 50 人。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整合与规划、知识关联技术、数据分析理论、知识服务技术等, 将
重点突出大数据环境下的知识服务, 实验室将联合有关企事业单位, 建立示范性相关数据平台、技术平台、服务平台, 促进
有关应用和技术的转化和推广。
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为开放实验室, 每年还将提供数据和设备平台, 设立开放课题供国内外广大学者共同参
与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的研究。2015 年度开放课题研究方向如下, 欢迎全国广大学者积极申报。
(1) 大数据整合与规划: 政策与战略
(2) 大数据知识关联: 技术与应用
(3) 大数据分析: 理论、模型与应用
(4) 大数据的行业影响: 金融、医疗等
(5) 数据开放、数据交易与隐私保护
(6) 数据工程、数据资源融合
主页: http://deks.nju.edu.cn
电话: 86-25-89683597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邮编: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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