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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维度权重和遗传因子的萤火虫算法在聚类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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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聚类算法对初始值敏感，易陷入局部最优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维度权重和遗传因子的萤火虫

算法（AWG-FA)。该算法引入遗传算法的交叉、变异思想，并通过计算维度权重，将群体中具有优良维度的个体遗

传到下一代，保留种群的潜在最优解，并对余下个体进行自适应变异，提高了种群的多样性。在 UCI 数据集上进行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更好的聚类性能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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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sensitive to the initial value and easily falls into
the local optimum, a firefly algorithm (AWG-FA) based on attribute weights and genetic factors is proposed. This algorithm
introduces the crossover and mutation ideas of genetic algorithm, and calculates the attribute weights, then it inherits the
individuals with excellent attributes from the popula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mutates the poor individuals, which
improves the diversity of the population.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n UCI datase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has better
clustering performance and 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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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按照特定的准

则，将物理或抽象的对象集合分成若干类的过程，使得相同类内的元素相似性较大，而不同类元素

之间差异性较大[1]。对于研究对象特征数据的内在关系，是非常有效的。许多聚类算法，如经典的

K-均值，虽然算法应用较广，但存在对初始值敏感、参数设置的问题，而且在算法迭代的后期往往

无法获得最优解。智能算法在解决全局最优解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许多学者把智能算法与聚类

算法进行融合，文献[2]提出一种自适应布谷鸟搜索的 K-均值聚类算法，文献[3]提出一种基于模糊

C-均值的改进人工蜂群聚类算法。文献[4]和[5]将蚁群算法同聚类分析算法进行结合。文献[6]将粒子

群和模拟退火算法的思想应用到聚类算法中，克服了初始化的敏感性，提高了聚类精度。

2008年英国学者模拟自然界萤火虫的发光行为，提出一种启发式智能优化算法——萤火虫算法，

简称 FA[1]。该算法具有良好的寻优和搜索性能，已经成功应用于多目标优化[7]、调度问题[8]、图像

处理[9]及路径规划[10]等领域。但该算法和其他智能算法一样，也容易陷入局部极值点导致解的精度

不高。本文在萤火虫算法中引入遗传算法的交叉变异，根据维度权重选择性保留较优个体，同时变

异增加了种群的多样性。通过对多个 UCI数据集进行仿真实验对比，结果证明该算法聚类精度高，

且不易陷入局部最优。

1 萤火虫算法

萤火虫算法（Firefly Algorithm，简称 FA）是模拟萤火虫表现出的社会行为而设计的生物进化算

法。其原理是利用萤火虫的发光特性，在指定区域内搜索其他个体并向亮度较大的个体移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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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位置的寻优[9]。萤火虫根据亮度和吸引度，这两个因素决定移动策略。亮度反映了萤火虫位置

的优劣（和该位置的目标函数有关），亮度越大的萤火虫越能吸引其他萤火虫向它所处位置移动；吸

引度同萤火虫之间的距离有关，同时影响萤火虫所要移动的距离。FA正是通过萤火虫的位置改变，

来不断更新自身亮度和吸引度，一步步向区域内较优的位置移动，以此来实现目标优化。

一个处于 X位置的萤火虫，其亮度 I就是该位置的目标函数，X的位置越好，它的亮度就越大。

吸引度大小和亮度大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距离成反比，同时还和介质的吸收因子有关。萤火虫算

法的相关定义如下：

定义 1 萤火虫相对亮度：一个萤火虫对相距其 r处的亮度 I(r)，可以用公式（1）表示：

ijrdeIrI  0)( (1)

其中，I0表示萤火虫的最大亮度；dij表示萤火虫 i和 j在空间上的距离；表示介质对荧光的吸

收因子。

定义 2 萤火虫的吸引度β，β0表示萤火虫的最大吸引度。用公式（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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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3 萤火虫 i被萤火虫 j吸引的移动公式（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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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为萤火虫 i和 j在进行第 t次迭代前的空间位置；α为移动步长因子，且α[0,1]；rand是
取值在[0,1]上的随机数，可以影响萤火虫下一时刻位置的变化。萤火虫算法作为智能算法之一，拥

有较好的寻优性能，但在多峰值寻优中，因步长设置不合理，往往会陷入局部最优，即便能跳出局

部最优却也可能跳过精确解导致算法精度降低。

2 聚类问题

聚类问题就是根据数据之间的相似性进行划分。假定给定 n 个数量的样本集 X，表示为

X=(Xi,X2,…,Xn)，将这些样本划分为 k 类，得到一组聚类中心{c1,c2,…,ck}，满足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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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表示第 i个样本，cj表示第 j个聚类中心，ǁXi-cjǁ表示 Xi和聚类中心 cj的距离。目标函数

值 J越小，表明类内个体具有越高的相似度，聚类效果越好。

3 基于维度权重和遗传因子的萤火虫算法（AWG-FA）
3.1 萤火虫编码方式

萤火虫算法应用于聚类问题，可以这样抽象：用空间中一只萤火虫代表解决问题的一组解，对

应就是一组聚类中心。假设 k 为聚类个数，样本维度为 d，第 i 只萤火虫的位置可以编码为

Xi=[ci1,ci2,…,cik]，cij表示第 j类样本的中心，每类样本中心都是一个 d维向量。

3.2 算法原理及关键操作

在萤火虫算法中，每个萤火虫个体都是一个 d维向量，它们根据自身的亮度和吸引度，按照一

定的规则向最优解的位置和方向移动，寻找最优解。某只萤火虫在某次迭代中某一维找到了最优值，

而该位置其他维的值可能不是最优，受目标函数影响，这一维的最优值也将被舍去。受遗传算法[13]

原理的启发，对每次萤火虫算法寻优中获得的较优解和较差解进行交叉、变异、选择操作。有利于

保留较优个体，同时可以扩大解的搜索空间，获取全局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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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改进的交叉方式 交叉互换过程可以产生不同于父类的个体，提高种群的多样性。当交叉率比

较高时，个体更新快，可达到较大的解空间，但会破坏已有的潜在最优解。当交叉率比较低时，搜

索空间较小，很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本文提出利用维度权重来决定交叉率的方

法。维度权重的计算公式如(5)所示：     kjcXcXW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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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表示某个体第 I维的权重。维度权重标识某一维对目标函数的贡献程度，值越大，这一维成

为最优解的概率越大。为了将这些潜在的较优维度的值

继承下来，同时达到更大的解空间，将维度权重低于平

均值的个体对应位置进行交叉操作。

3.2.2 自适应的变异操作 为提高种群多样性，对当前种

群中余下的个体进行变异操作。为了克服变异的盲目

性，本文采用文献[13]的变异策略：若当前个体的适应

度大于群体平均适应度，则以小概率变异，反之，以较

大概率变异。变异概率设定在[0.001，0.1]。
最后对所有个体采用精英策略进行选择，淘汰一定

数目的个体，控制种群的过度膨胀，完成种群的更新。

3.3 算法流程 见图 1。

4 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选取机器学习库 UCI 中常用三个数据集

Iris、Glass、Wine，分别进行对比实验。这三组数据

集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 三组数据集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ree sets of data
数据集

Sets of data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s
类别数

Number of clusters
属性数

Number of attributes
Iris 150 3 4
Wine 178 3 13
Glass 214 6 10

4.1 实验环境及参数设置

4.1.1 实验环境及参数设置 算法通过Matlab R2017a编程实现，实验机器配置为：处理器：intel core
i7-5500U，主频：2.4GHz，内存：8G，操作系统Windows764位。

设置三组数据集的聚类个数分别为 3，3，6。
设置萤火虫的步长因子α=0.5，最大吸引度β0=1，最小吸引度βmin=0.18，介质吸收因子γ=1，变异

概率 p=0.1，算法终止条件为最大迭代次数 100次。

4.1.2 实验设计 分别采用 K-means、FA算法和 AWG-FA算法对三组实验数据集分别进行 50次独立

实验，求得多次实验中的最优值、最差值和平均值，以及平均运行时间，记录在表 2中，进行对比。

图 2到图 4表示三种数据集下，几种算法在收敛效果方面的对照。

4.2 实验结果

表 2为不同算法的聚类性能比较。从表 2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AWG-FA 算法在三组测试

数据集中，整体来看目标函数值均低于其他算法，说明聚类效果更好一些。在算法的运行时间上，

AWG-FA 算法比其他的两种算法运行时间稍长，主要原因在于交叉、变异过程耗时方面。但交叉、

变异操作使得 AWG-FA 在全局最优解的搜索过程中表现的更好，特别是算法后期收敛速度加快，能

找到的解更好。多次实验发现，AWG-FA 聚类后得到的目标函数最优值、最差值、平均值几乎都是

三种算法中最小的，说明 AWG-FA的聚类效果三者中最好，聚类的稳定性高。

图 1 AWG-FA算法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of AWG-FA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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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种数据集上不同算法聚类性能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ustering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on three sets of data
数据集

Sets of data
算法类型

Types of algorithm
最优值

The best value
最差值

The worst value
平均值

Average value
运行时间（s）
Running time (s)

Iris
K-means 97.2012 125.7820 102.4310 9.033

FA 97.6683 110.2514 99.1569 9.320
AWG-FA 96.6191 97.470 96.7840 9.250

Wine
K-means 1.6525×104 1.8710×104 1.7031×104 10.413

FA 1.6382×104 1.7632×104 1.6785×104 11.013
AWG-FA 1.6301×104 1.6452×104 1.6387×104 12.381

Glass
K-means 242.15 272.61 259.35 9.256

FA 216.32 257.56 240.30 9.780
AWG-FA 209.84 221.98 211.74 10.211

图 2到图 4显示三种算法分别在三个数据集上的收敛效果，可以看出 K-means的收敛速度最快，

但是寻优能力最差，很快就陷入局部最优解；FA的收敛速度和 AWG-FA相近，得到的最优值介于

K-means和 AWG-FA之间；AWG-FA的收敛速度稍慢，但是得到的最优值最好。从收敛效果上，再

次验证 AWG-FA算法跳出局部最优解，逼近全局最优解的收敛过程。AWG-FA相比较其他算法来说，

在合理的迭代次数下能够找到较好的目标函数值。

5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新颖的萤火虫算法，对基本的萤火虫算法进行了如下改进：（1）计算维度权重并

保留优势属性的个体；（2）对位置不好的个体引入遗传算法中的杂交、变异算子，增强种群多样性。

将改进的萤火虫算法（AWG-FA）同经典的 K-means算法、FA在 UCI数据上进行聚类，并在聚类准

确性、收敛速度及稳定性方面作出比较，实验结果证明改进算法的寻优能力远优于其他两种算法，

稳定性方面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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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ris数据集的收敛对比
Fig.2 Convergence comparison

of data set Iris

图 3 Wine数据集的收敛对比
Fig.3 Convergence comparison

of data set Wine

图 4 Glass数据集的收敛对比
Fig.4 Convergence comparison

of data set G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