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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搜索引擎的发展，用户对于信息检索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为了更好的满足用户
对于查询的需求，个性化检索技术应运而生。其主要是用于解决在信息检索时如何根据
用户兴趣返回对应的搜索结果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入其中，用
来构建用户的兴趣。随着 Web2.0 的发展，社会化标注系统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而社会
化标注作为用户直接给出的资源，对应个性化检索有着很大的意义。目前，基于社会化
标注的个性化检索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本文
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如何能够使用社会化标注更好地提升个性化检索的效果。
在使用社会化标注进行个性化检索时，要注意标签只是用户兴趣的一个方面，不能
完全表示。同时不同用户给出的标签在质量上也有区别，这种质量也会对检索的准确性
产生影响，同时标注的稀疏性问题也会给检索带来一定的困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
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仅使用社会化标注时，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相似网络的个性化检索方法。用
类比 VSM 模型的方法计算标签对于用户的权重，并引入了用户在文档上的相似性这一
概念，使用户相似度计算更加准确。同时将用户之间的相似关系看作网络关系，参考网
络中节点互相影响的方法在降低检索复杂度的同时解决标注稀疏的问题，从而使检索结
果对于用户而言更加可靠。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在减小消耗的同时一定程度提升检索质
量。
其次，为了更好地构筑用户的兴趣，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
个性化检索方法，该方法在使用社会化标注的基础上引入了网页分类信息共同计算用户
之间的相似度，并且通过两种资源结合改进的 Social PageRank 算法对于用户的质量也
进行判断，从而在扩展时提高质量，进而提升检索效果。本文实验证明该方法对于个性
化检索的效果有较大提升。
关键词：个性化检索；社会化标注；用户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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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search engine, users have more requirement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 better satisfied it, personalized search method is invented. The main propose of
these methods are solve the problem that how to give results that based on user’s interest
when in retrieval. In this process, more and more resource is add to it to build users’ interest.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b 2.0, social annotation system is well popularize. Social
annotations are the resource which come from users directly, so it’s very useful for
personalized search. By the time, using social annotations in personalized search is tested and
i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ay to advance i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use social annotations to raise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search.
There are something which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to when use social annotations. One
of them is that annotations are one side of users’ interest, which can’t completely represent it.
And the annotations from different users may have different quality,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result. Besides, the sparsity of annotations is also difficult to solve. Depend on these reason,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are:
First, when only use social annotations, we promote a personalized search method based
on the network of users’ similarity. We use a method which is similar to VSM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of users’ tags, and we add the similarity of users on the same document to it. Then we
consider the relation of similar users as a network, and use the method like the interaction of
nodes to solve the sparsity problem and reduce complexity of search. So that the result will be
more reliable. The experiment prove that the method can improve the effect and reduce the
consumption.
Then for better constructing user interest, we promote a personalized search method
reconcile with user similarity and user quality. We add web categories to the method that only
use annotations to calculate users’ similarity. And we also user these two resource in the
modified Social PageRank to judge users’ quality, so that the extension of annot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retrieval will be improved.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is method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result.
Key Words：Personalized Search; Social Annotation; User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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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Web2.0 的应用在社会上越来越普及，比如社会化标注系统、电子商务系
统以及个性化网络，这些都不断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所处的网络，也正朝
着个性化网络迈进。在这样的个性化网络中，用户可以通过标注、评论等多种方式在在
线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观点。作为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用户在网络中的标注行为经常对
网页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概括，并反映了用户对网页的想法和态度。这样的标注同时也是
对网络中丰富资源的分类，并且这种分类不需要具有系统知识的专家进行维护，因此这
种标注称为社会化标注（social annotation），该分类方法称为大众分类 (folksonomy) [1 -3]，
而提供这种标注功能的系统称为社会化标注系统(Social Annotating System)或大众分类
系统(Folksonomy System)，例如， Flikr[4], Del.icio.us[5], Bibsonomy[6] 等都是网络中为人
熟知的社会化标注系统。随着社会化标注系统的不断普及和日趋流行，其所具有的一些
良好特性使其在信息检索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7-10]。
与此同时，随着用户网络检索能力的上升及信息检索技术的成熟，用户对于信息检
索服务准确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用户在通常情况下提交的查询都比较简短精炼，
为其查询目的的高度概括，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真正的需求。同时，每个用户都有其
独有的兴趣，其在检索的时候，往往与其兴趣相关。即使查询完全相同，也可能因为用
户的兴趣不同而需要返回不同的结果。为了满足用户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个性化检索技
术应运而生[11]，并且逐步发展。综合来看，个性化检索技术目前的关注点分别都眼于用
户兴趣的构建上。最开始的研究普遍使用用户检索的历史作为兴趣的来源[12-13]，随后一
些学者开始使用外部资源对用户兴趣进行挖掘。例如，网页中的本体资源[14-15]、网页分
类信息[16-17]以及用户的眼动轨迹[18]等。而在用户兴趣使用的方法上面，又分为了查询扩
展[19]和重排序[20]两种方法。
2008 年，Xu 等人[21]的研究指出并验证了基于用户社会化标注构建的用户兴趣能够
有效提高个性化检索的效果，为使用外部资源的个性化检索技术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然而，在真实的网络中，每个用户能够浏览和标注的网页总是有限的，并且该数量对比
于网页总数总是极小的，因此社会化标注总是稀疏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Xu 等人[22]
提出了使用社会化标注计算用户相似度并进而扩展标注信息的方法，有效解决了标注的
稀疏性问题。但由于存在一些诸如“fun”等网页通用的标注、并且用户给出标注时没
有约定的规则，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计算用户相似度时不能简简单单考虑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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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次数。因此，在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检索过程中研究如何能够更准确地计算
用户相似度并进行用户标注的扩展。这也是本文即将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2 研究现状
个性化检索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解决返回给用户的
检索结果无法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一问题。该技术利用计算机信息学等技术和方
法，通过一定的算法将用户兴趣和偏好的因素加入到网页排序模型中，使返回的结果根
据兴趣不同而有所差异，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检索需求，进一步提高检索的用户满意度。
在信息检索技术不断成熟的现在，个性化检索技术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
了多种个性化检索的方法。个性化检索中大多数的方法都是基于用户兴趣构建的，依据
使用的资源不同，个性化检索的方法也分为不同种类，其中比较常用的有基于用户检索
历史和基于网页相关的外部资源的两种。
基于用户检索历史的个性化检索方法所使用的资源也是多种，其中为人熟知的有用
户查询历史[23]、浏览历史[24]、用户检索的任务[25]、用户检索的目的[26]，甚至是用户浏
览检索结果的眼动轨迹[18]。对上述数据进行解析，获取用户所频繁关注的词语，并基于
这些词语构建用户的兴趣和偏好。之后将兴趣的表示加入检索模型中，对查询进行扩展
[19]

或者对返回的文档集合进行重新排序[20]，以达到个性化搜索结果的目的。在这方面比

较广为接受的有用户点击日志，其可用性因为已经被验证[18]，所以其被用来挖掘用户隐
藏兴趣并与话题敏感的 PageRank 组合进行个性化[2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着眼于使用新的外部资源进行个性化检索，这些资源
被作为用户兴趣和偏好的来源，在资源上进行挖掘可以得到用户潜在的信息，这既是使
用基于网页相关的外部资源的个性化检索技术。在个性化检索领域常用的外部资源一般
有网页本体资源[14-15]和网页分类信息[16-17]等。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及 Web2.0 的进一
步普及，社会化标注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比
较为人所熟知的有语义检索[28-29] 、网页检索[30-31] 、标签推荐[32-33] 、资源分类[34-35]及
查询扩展[36-37]等。
在社会化标注在个性化检索的应用研究中，Xu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标注系统中用
户和网页属性的相似度对结果进行个性化的方法[21]。Bouadjenek 基于此进行了扩展，其
引入了个性化匹配分数以解决网页匹配的问题[38]。然后 Noll 使用标注的频率作为权重并
将所有网页中标注的权重标准化以赋予用户属性更大的作用[39]。为了使用户属性的各项
权重更加合理，Vallet 使用了 BM25 模型[40]代替了原来的 VSM 模型[41]。但受限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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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局限性，社会化标注往往比较稀疏，所以这些方法的效果也受到了限制。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Xu 等人提出了一种叫做双重个性化排序方法的算法（Dual Personalized
Ranking，后文简称 D-PR）[22]，通过给出的标注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并通过每一用
户的相似用户扩展对应用户的标注，使每一个用户的标注都覆盖到更多的网页。之后基
于扩展后的标注计算用户属性和网页属性，进一步计算出个性化匹配得分与网页查询相
似度进行插值，最后根据最终得分进行网页排序。
虽然上述方法在个性化检索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其在判断相似用户时，使用
社会化标注的方式比较简单直接，所以用来进行扩展的相似用户的正确性难以得到保
证，从而使个性化检索的准确率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的研究基础，本文将社会化标注信息作为个性化检索的基本资源，探索使
用社会化标注判断相似用户并进行标注扩展，利用扩展后的标注计算文档最终排序得分
并进行重排序，旨在改进个性化检索的效果，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信息需求。

1.3 研究动机及意义
在网络资源逐渐丰富的今天，搜索殷勤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随时随地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在实际使用中，不同用户在检索时往往带有自己特定
的目的和目标，这使千篇一律的搜索结果已经无法让用户感到满意，所以检索结果的个
性化日益重要。这就促使了个性化检索技术进入人们的视野，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来返
回“定制”的结果成为了热门话题。在这大环境下，基于查询历史数据和基于与网页相
关的数据的个性化检索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检索方法
在这其中逐渐发展了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用户的标注行为往往具有随意性，这就造成
了标注在网络中分布的不规则性和随意性，也可能会包含一些无意义的、甚至是垃圾的
信息。这些因素导致在个性化检索中判断相似用户时的准确性降低，从而使用户兴趣和
偏好的构建准确性降低，进而影响个性化检索结果的效果。为了改善这一问题，有必要
提出一种能够有效使用社会化标注寻找相似用户进行用户兴趣和偏好构建的方法，以此
提升最终搜索结果的满意度。
在个性化检索中判断相似用户时，用户标注行为的质量、数量及标注本身的意义都
能对用户的相似度产生影响，从而使用户兴趣和偏好的构建有所不同。通过挖掘用户标
注行为，具体指标注对于用户兴趣的意义及不同用户间在标注上的特性，能够更加准确
地筛选出目标用户的相似用户，从而更好地建立目标用户的兴趣和偏好，提升检索结果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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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组织结构
本文的内容组织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动机及意义；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相关技术及其实现方法，同时介绍
了社会化标注、网页分类信息的概念、表示方法，以及目前在研究中被普遍使用的算法
和技术等；
第三章：介绍本文所提出的基于用户相似网络的个性化检索方法。该方法将同一用
户的社会化标注看做一个集合，类比于一篇文档，并将在信息检索时对文档进行处理的
方法引入，以消除共性、突出特性，从而使相似用户的判断更为准确，同时将用户与用
户之间的相似关系看成网状结构，通过用户节点之间互相影响的方法解决稀疏性的问
题，从而提升搜索结果的准确性；
第四章：介绍了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个性化检索方法，首先分析了与用户
兴趣相关的标注行为及网页浏览行为，提出了一种结合两者计算用户相似度的方法，并
且对用户的质量也进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相似用户融合用户质量进行社会化标
注的扩展，进而提升个性化检索的准确率。
结论：总结全文，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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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知识、技术及方法
2.1 相关技术
2.1.1 信息检索技术
信息检索技术发展自 19 世纪末，最早来源于在图书馆中对文献进行查找。随着计
算机科学的发展，现在信息检索指信息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并根据信息用户的需要
找出有关的信息的过程和技术。在信息检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各有特点的
检索模型。
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VSM) 是信息检索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模型，这
种模型主要是将需要衡量的文档或者查询都映射至项空间一个向量空间中(如图 2.1)，其
中的项通常为词语。即是将需要文档或查询经过一定的处理转换成同一向量空间中的向
量进行表达，然后通过衡量其在同一向量空间中向量的距离，获得这些向量所代表的资
源的相似度度量，最终依据相似度从高到低对文档集中的文档进行排序，获得该查询下
的文档排序结果[42]。在个性化检索领域，VSM 适用的领域又扩大了，其向量空间不光
可以指文档中的词，也可以指用户标注过的标签以及网页所属的类别。当处理网页或查
询相似度时向量空间时使用词语，处理社会化标注时时使用标签，而处理网页分类信息
时则使用网页类别。

词项2

文档1
文档2

查询

词

项
1

词项3

图 2.1 空间向量模型中文档与查询表示
Fig. 2.1 The re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and queries in VSM

以最传统的 VSM 模型为例，假设词语向量空间为 n 维，则文档 D 在其上的投影可
以表示为可表示为：

- 5 -

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检索方法研究

D i  d i1 ,d i 2 , ,d in 

（2.1）

查询 Q 包在向量空间上的投影可表示为：

Q i  qi1 ,qi 2 , ,qin 

（2.2）

在此基础模型上，对权重的计算衍生出了多种方法，其中在信息检索中比较常用效
果也较好的一种是 TF-IDF 算法：

tfidfi ,j  tf ijidfi

（2.3）

nij
k nk ,j

tfi ,j 

idfi  log

j

（2.4）

D

（2.5）

: ti  d j 

其中，tfidfi ,j 表示词语ti 在 TF-IDF 算法下得到的值，即其在文档或查询向量中词
应有的权重；tfi ,j 表示词语ti 在文档 d j 中出现的频率，这个数字是对词数的归一化，以
防止它偏向长的文件； idfi 表示词语 t i 在整个文档集中的倒排文档频率，可由式(2.5)得
到，是一个词语普遍重要性的度量，其中 D 为语料库中的文件总数， j : ti  d j  为
包含词语 t i 的文件数目。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某个词语在一篇文档中出现的频率
高，并且在其他文档中很少出现，则认为此词语具有很好的类别区分能力。这种权重估
计对那些在多数文档中都出现的，对区分文档意义不大的词语进行一定的惩罚，从而降
低了文档间的共性，突出了文档的特性，进而能有效降低不同类型的文档相似的可能性。
之后计算文档和查询的相似度就转化为计算两个向量在向量空间中的距离，在这一
方面比较好用的公式为余弦相似度。即给定两个 n 维向量 A=(A1,…, An)和 B=(B1,„,Bn)，
余弦相似度 Sim(A,B)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n

AB
Sim A,B   CosA,B  

AB

Ai

i
n

Ai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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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空间模型的建立有一个主要假设：文档与查询中的词语之间相互独立、互不相
关。这一假设使得文档和查询的每一个词都可以用于其他词语不相关的方式来表达。但
是事实上文档和查询中的词语与词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语义或意义上的关系，这在文档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向量空间模型未考虑了这种关系，因此使用该模型的检索效果不可
能非常精确。而模型中的独立性假设也使要在其中引入词语间的关系进行改善变得非常
困难。
而对于文档的信息检索而言，通常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考察词语在文档中是否出现，
出现即代表相关，不出现则代表不相关。这样的相关规则叫做二元相关，即分为“出现”
和“不出现”。基于这个基本认知以及和 VSM 一样的词语独立性假设，BM25 模型被
提了出来[40]。该基本想法跟 VSM 类似，将查询分解为词语，对于一篇带检索文档 d，
计算每个词语与其的相关性并求和，得到文档得分后进行排序。其得分计算公式可以表
示为：

Score Q ,d  

n

Wi

i

 R qi ,d 

（2.7）

其中 Wi 表示查询中词语 qi 的权重，R(qi,d)表示词语 qi 与文档 d 的相关性得分。根
据公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权重 Wi 的确定及词语与文档相关性得分的计算。
在权重的计算方面，包括上述 TF-IDF 方法在内，有多种计算权重的公式，但应用
最多也最广泛的为 IDF 方法。其仅保留了 TF-IDF 中与词语出现的文档数相关的一部分，
保证了同一词在不同文档间拥有相同的权重，使区分度高的词语对于查询和文档的相似
性得分的计算有更大的贡献。
在计算词语与文档相关性得分方面，BM25 模型的一般公式为：

R qi ,d  

fi  k1  1 qfi  k 2  1

fi  K
qf2  k 2


dl 

K  k1  1  b  b 
avgdl 


（2.8）

（2.9）

其中，k1、k2、b 为调节因子，通常根据经验设定取值大小，一般 k1=2、b=0.75；fi
为 qi 在 d 中出现的频率，qfi 为 qi 在查询中出现的频率。dl 为文档 d 的长度，avgdl 为所
有文档的平均长度。由于绝大多数情况下，qi 在查询中仅出现一次，所以上式可以简化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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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qi ,d  

fi  k1  1
fi  K

（2.10）

从 K 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参数 b 的作用是调整文档长度对相关性大小的影响。b 越
大，文档长度的对相关性得分的影响越大，反之越小。而文档的相对长度越长，K 值将
越大，则相关性得分会越小。这可以理解为：当文档较长时，包含 qi 的机会越大，因此，
同等 fi 的情况下，长文档与 qi 的相关性应该比短文档与 qi 的相关性弱。
2.1.2 个性化检索技术
近几年来，个性化检索技术在用户需求的促进下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
这段发展历程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检索方法，而其中大部分方法的思想都是基
于用户兴趣和偏好的挖掘构建。而构建的方法又分为基于查询历史及基于外部资源的方
法。
基于查询历史的个性化检索技术，其主要是与用户检索记录相关的各项资源中挖掘
能代表用户兴趣和偏好的信息，其中大部分仅仅从查询日志或记录中提取，也有一些研
究借助额外手段收集一些平常不易获取的信息。
从查询日志中挖掘用户兴趣和偏好的方法通过对用户过往检索的历史记录当中寻
找与其兴趣与偏好相关的信息，从而构造用户在检索时候所关注的焦点，在检索时在检
索模型中融合进用户的兴趣，使结果偏向用户感兴趣的方向，从而达到个性化检索结果
的目的。这种方法方便而有效，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服务器额外的话费，因为其所需要
的资源都来源于服务器日常的记录，是搜索引擎的自然产物，使用起来代价较小。使用
这一资源的个性化检索方法包括基于用户历史浏览文档的[43]、基于用户历史查询的查询
词的[44]以及基于其余用户查询历史的[45]。然而，这种个性化检索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主要是用户的查询历史很有可能包含用户个人的隐私在内，所以无法完全确保在不涉及
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个性化检索，这对于其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借助额外手段的方法则是在用户过往查询时或开始查询前，利用与查询本身不相关
的方法收集一些额外的信息以获得用户的兴趣和偏好。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寻找与用户兴
趣相关，又是用户会愿意主动提供的信息资源。在这一方面比较常用的是当前网络中广
泛存在的调查问卷的形式，其通过在用户检索前让用户主动提供些有用信息，以达到直
接获取用户兴趣的目的。另外也有使用眼动轨迹的研究方法[18]，使用眼动仪记录用户检
索后浏览检索结果的情况，获得用户高度关注的结果，并以此进行挖掘构造兴趣表达，
之后融合进检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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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基于查询历史的方
法越来越表现出局限性，用户的隐私往往是这类方法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为了寻求突
破，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与文档相关的外部资源，这就形成了基于外部资源的个性化检
索技术。目前常用的外部资源一般包括文档中的语义本体[14]、网页分类信息[16]以及用户
的社会化网络[46]等。
基于外部资源的个性化检索技术利用已存在的与网页或与用户相关的信息，将与用
户相关度高的信息加入用户兴趣构成，从而实现搜过结果的个性化。这种方法由于所用
资源仍然是与用户间接相关，所以效果往往很难达到一个很理想的水平。
随着社会化网络的兴起，由用户直接主动给出的社会化标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
注。社会化标注拥有良好的特性：一方面，其由用户直接给出，是与用户直接相关的信
息；另一方面，其在网络中相对叫易于获取，且很少包含用户的隐私，所以使用的时候
相对较为方便。因此，许多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都围绕社会化标注展开。
Xu 等人[21]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化标注与文档相似度的个性化检索方法，将用
户主动给出的社会化标注看作用户兴趣的直接表达，一个用户给出的全部标注和一篇文
档得到的全部标注被看作其各自的用户属性及文档属性，之后在计算传统的查询与文档
的相似度之外，加上用户和文档属性的相似度，最终达到个性化的目的。之后为了将其
扩展到没有文档的网络视频等资源上，使方法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得以应用，Bouadjenek
等人在原来的检索模型中加入了查询与文档属性的相似度，以使非社会化部分的得分更
加准确[38]。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依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这主要是由于网络中文档
的数量相当庞大，而每个用户能浏览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就造成了社会化标注具有
很大的稀疏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Xu 等人[22]提出了基于社会化标注计算用户相似度
并扩展标注的个性化检索方法。其通过用户属性相似度判断出相似用户，之后使用相似
用户的标注对目标用户进行扩展，最后使用扩展后的用户标注计算文档得分进而得到个
性化检索结果。本文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对其判断相似用户的方法进行改进，进而改
进个性化检索结果的效果。

2.2 相关知识
2.3.1 社会化标注
随着社会化网络的兴起，网络资源日趋丰富，社会化标注系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
真实的网络环境中，社会化标注不仅仅为网页文档服务，同时其还可以附加在音乐、视
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上。在这一方面，最为著名的当属 Flikr 和 Del.icio.us，前者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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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片的标注及检索功能，而后者则让用户可以对各种网站进行收录和标注。另外还
有一种也广为人知，那就是视频网站，用户在网站中可以浏览感兴趣的视频，并对其留
下评论、收藏或分享。这些社会化标注平台已经深入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在其上人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于海量的在线资源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用户的共同作用下，网络
便拥有了充足的社会化标注，由于这些社会化标注是由用户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自由
为资源标注的，所以这些标注中包含了丰富的与用户个人相关的信息。而这些标注无形
中也形成了对于网络资源的概括，这些概括也形成了一种对于资源的分类，这称为大众
分类法(folksonomy) [4-5]。
表 2.1 社会化标注示例
Tab. 2.1 Example of social annotations
用户名

文档 d1 的标注

文档 d2 的标注

文档 d3 的标注

文档 d4 的标注

文档 d5 的标注

Alice

English
Comedy
Interesting

Boring

Chinese
Comedy
Interesting

English

(null)

Bob

(null)

Action
Interesting

Boring

Interesting

(null)

Carl

Comedy
Interesting

(null)

Interesting

Boring

(null)

(null)

Chinese
Comedy
Interesting

Action
Boring

Chinese
Interesting

David

(null)

社会化标注由于来源于用户，所以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与用户相关的信息可供挖掘。
用户的标注可以反映出其对于网络资源的喜好或态度，以及对于其中内容的思考和评
价。同时用户和用户、用户和网页之间也因为社会化标注而产生了丰富的联系[47]。例如，
表 2.1 中列出了部分用户对于与电影相关的部分文档的社会化标注。从表中可以看出：：
1、Alice、Carl 和 David 偏好喜剧电影而不喜欢动作电影，而 Bob 喜欢动作电影而不喜
欢喜剧电影。2、d1、d3 与喜剧电影相关，而 d2、d4 与动作电影相关。这就是社会化标
注中待发掘的信息。正因为这其中丰富的语义信息，越来越多的研究着力于使用社会化
标注，希望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随着其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社会化标注所涉及
的面也越来越广，其已渗入包含语义检索[28-29] 、网页检索[30-31] 、标签推荐[32-33] 、资
源分类[34-35]及查询扩展[36-37]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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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网页文档的检索，所以使用的社会化标注信息全都来源于
Del.icio.us，因此本文所介绍的标注的结构和特点，都以 Del.icio.us 上的标注为例。
在 Del.icio.us 中，用户可以对互联网中的网页进行收藏，并在其后附加标签。网站
会将这些标注行为收集记录，形成如下形式的社会化标注：
<用户，标注网页，标注标签>
为了下文叙述方便，我们用 U 表示用户集合、D 表示文档集合，T 表示标签集合，

则每一个标注信息就对应一个三元组 u ,t ,d   U  T  D ，代表用户 u 使用了标签 t

标注了网页 d。而标注信息集合就是 U  T  D 的子集 F(U、T、D)。在表 2.1 所示例子
中，用户集 U={Alice,Bob,Carl,David}，而网页集合 D={d1, d2, d3, d4，d5}，标注集合 T
={English, Comedy,Interesting,Boring,Chinese,Action}。对这样的记录进行挖掘，可以从
中得到很多对信息检索有价值的内容。
社会化标注之所以能在信息检索中起到良好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其所具有的一些特
性：
（1）关键词特性：由于用户通常给出的网页标注都只包含简单几个词，所以通常
都为用户理解的高度概括、文档内容的精炼表达。所以标签可以看做是文档内容的关键
信息，在文档中起着关键词的作用。因此将标注纳入信息检索领域考虑可以很好地改善
检索效果。
（2）结构性：社会化标注由用户自由在网络中给出，所以用户是根据自己对网页
的喜好程度选择性地标注网页，这种标注关系使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而
这海量的用户共同的标注行为也带来了海量的用户和网页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事信息
检索的有利资源。
（3）多样性：社会化标注来源于网络中不同的用户，而不同用户看网页的侧重点
也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对统一资源的理解不同。所以一个网页上多个用户的标注就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网页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总结，可以得到多个角度的概括和总结。
社会化标注的以上特点，使其能良好辅助信息检索，改善检索的准确性。但需要注
意的是，在使用社会化标注时，其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首先，由于标注都有用户独
立给出，所以其往往都遵循用户个人的语言，这就使在研究时对于标注信息的理解出现
了困难。甚至有用户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对词语进行组合，造成标注信息不是原有词语的
现象。其次，用户在给出标注时都倾向于简单明了的词语，有不少标注词是其对网页喜
好的表达，这就使标注中存在一些“泛用词”，比如“funny”、“Interesting”等，这
些词语虽然也属于标注，但包含的有效信息很少，对于信息检索而言，价值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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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互联网中每个用户能浏览的网页总是有限的，所以其能标注的网页也是有限
的，这就是标注的分布相对较散，出现了稀疏性的问题。如何降低稀疏性对社会化标注
研究带来的局限性也就成了重点之一。
2.2.2 交互增强理论与算法
社会化标注系统主要包含资源、用户、标签这样三种类型的实体，这三种实体之间
出了表面上的结构化关系上，还存在着相互增强的关系[50]，这样的关系可以通过下面两
个规则进行描述：
（1）使用高质量标签标注高质量资源的用户称之为高质量用户；高质量用户使用
高质量标签标注的资源称之为高质量资源；高质量用户标注高质量资源使用的标签称之
为高质量标签。
（2）相似的标签通常被具有相似兴趣的用户分配给相似的网页资源。在社会化标
注系统中，不同形态的相似标签能够通过这些用户标注的相同网页获得。
这种相互增强的关系称为交互增强理论(Mutual Reinforcement Principle)。交互增强
理论显示出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用户、资源以及标签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关系，其彼
此之间正向相关。Social PageRank 算法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提出的。
Social PageRank(SPR)算法[37]由 Bao 等人提出，该算法使用迭代的方法估计社会化
标注系统中资源的质量。与其他基于交互增强理论算法不同的是，SPR 算法的基础在于
构建资源到用户，用户到标签，标签到资源的转移矩阵，并根据三者间的两两关系将矩
阵作为权重迭代计算三者的质量。假设有 NT 个标签，NR 个网页资源，NU 个用户，令 MRU
表示资源到用户的关联矩阵，为 NR*NU 维；令 MTR 表示标签到资源的关联矩阵，为 NT*NR
维；令 MTU 表示标签到用户的关联矩阵，为 NT*NU 维。关联矩阵中的每一个权重的初始
值为相应两个实体之间关联的数量，比如 MRU(ri,uj)的值为用户 uj 标注资源 rj 的标签数。
另外，为了保证迭代的顺利进行，需要为每个资源定义一个初始的质量，本文利用 P0
来表示。具体公式如（2.11）所示：
T
U i  M RU
 Ri

T
Ti  M UT
 Ui

R 'i  M TRT  Ti

T 'i  M TR  R 'i

U 'i  M UT  T 'i

Pi 1  M RU  U 'i

（2.11）

其中，Ri, Ui, Ti 分别表示在第 i 次迭代后资源、用户以及标签的质量向量，而 Ri’, Ui’,
Ti’表示计算过程中三种实体的结果中间值。上述公式指出，用户的质量与资源的质量直
接相关，可以通过资源质量乘以资源到用户的关联矩阵的转置得到。而标签质量也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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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质量、资源质量与标签质量也存在类似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对该公式进行训话你
迭代，就可以得到三种实体的向量收敛值，即表达了三种实体的质量。
算法的收敛性已经由 Bao 等人证明，同时他们也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为基于社
会化标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模式，并使标注、用户和资源变成了可以有效评价的
实体，为后续其他研究提供了方便。

2.3 相关方法
2008 年，Xu 等人[21]提出了一种在指定用户 u 提出查询 q 时，计算文档 d 的得分的
公式（UP-PR）。其认为公式应该包含两个部分：
（1）基于文本匹配分数的部分 Score(q,d)，
反映了文档 d 与查询 q 在文本统计上的相似程度；（2）基于属性的相似度 Sim(pu, pd)，
反映了用户 u 对于文档 d 的兴趣，通过计算用户属性和文档属性的相似度得到。所以公
式为：

R d ,q ,u     Sim pu , pd   1     Score q ,d 

（2.12）

其中 pu 为用户属性，代表用户对于网页的兴趣和偏好；为 pd 文档属性，表示所
有用户对于这篇文档的理解和观点。这两种属性都使用 VSM 模型，分别对于用户给出
的标注和文档获得标注进行统计得到，向量的权值即为标签出现的次数。
用户在进行检索时，往往会碰到一些包含文本内容较少的资源，如视频、图片等，
对于这类资源，其 Score(q,d)得分往往较低，所以导致排序得分也会较低。所以上述排
序公式是偏向文本内容的，会给文档图片的混合检索带来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Bouadjenek 等人[38]在 2013 年提出了一种社会化个性排序方法（SoPRa），对于 UP-PR
进行了扩展。其引入了一个新的非个性化的匹配分数：计算查询 q 与文档的社会化总
结的相似度的匹配得分 Sim(q, pd)。这一分数说明了查询与文档的社会化总结的相关程
度，而引入的理由是因为社会化标注是网页资源的很好总结并且这能在排序时给包含
较少文本内容的社会化资源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公式中与查询相关的分数变成了
两个：

R d ,q ,u     Sim pu , pd   1       Simq , pd   1     Score q ,d  （2.13）
然而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不同用户的标注对于网页内容的贡献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查询时的价值也会是不一样的。同时由于标注具有的稀疏性，导致对于用户的衡量也
是无法完全的，因为存在大量用户没有看过的网页。这两个问题共同限制了 SoPRa 的准
确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Xu 等人[22]在 2014 年对其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双重个性
化排序方法（D-PR）。该方法定义了两种新的属性：扩展用户属性及个性化文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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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对待不同用户的标注，以更好的获得用户的兴趣以及总结用户对于文档的个性化的
观点。这是因为对比于用所有用户的标注来作为文档的概述，显然使用用户的个性化观
点更为合适。对于用户 u，其扩展属性 p’u 的定义为其所有个性化文档属性的总和。所
以该方法的公式为：

R d ,q ,u     Sim p 'u , pu ,d   1       Simq , pd   1     Score q ,d （2.14）
公式中 pu,d 就代表了文档 d 对于用户 u 的个性化文档属性，根据方法，其计算公式

为：
D

p 'u 

pu d

i
,

1

（2.15）

i

为了区别对待不同用户的标注，得到文档对于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该方法采用
了基于用户属性的相似度作为加和系数。因为用户给出的标注都来源于用户的思考，所
以其属性也就代表了他全部的想法，于是通过计算用户属性相似度可以很好区别用户应
该被重视的程度。在计算出用户之间相似度之后，在每一篇文档上，将用户相似度乘以
相应用户给出的标注并求和，就可以得到文档对于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自身的相似
度相当于 1）。计算用户相似度及使用相似度计算个性化文档属性的公式如下所示：

PerSim u ',u   Sim pu ', pu 
p u ,d 

U d U T

v u

i
1

i ,d



 Persim ui ,u 

（2.16）
（2.17）

其中 Ud 为标注过文档 d 的用户，UT 为用户 u 的相似用户。在上述公式中，VSM
模型依然被大量采用，这主要是因为其使用起来简单方便并且有效[42]。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基础知识，包括信息检索相关概念以及两
种常用且效果较好的检索模型，同时简要介绍了个性化检索技术的意义，并简单介绍了
目前基于查询历史和基于外部资源的个性化检索技术。同时，本章还介绍了社会化标注
的相关概念和特点等，并进一步介绍了交互增强理论和一系列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
排序方法。本章介绍的内容主要是为后面章节中由本文提出的两种以社会化标注为基
础，计算用户相似度并使用相似用户进行个性化检索的技术作铺垫，提供一定的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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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术准备。后面将重点介绍这两种以社会化标注为基础，计算用户相似度并使用相
似用户进行个性化检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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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用户相似网络的个性化检索方法
3.1 问题描述
在文献[22]中，Xu 等人提出了使用用户相似度扩展用户标注，形成文档对用户的个
性化文档属性及扩展用户属性的方法，并证明了扩展后的属性在个性化检索计算文档得
分时具有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用户都倾向于给
出简单明了的标注，所以标签往往都比较简短，这就导致反映用户情感的标签在不同文
档上容易出现重复的现象，例如“funny”、“Interesting”等。所以当使用社会化标注
计算用户相似度时需要避免这一点对用户相似度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在使用相似用户
计算查询用户的扩展用户属性时，只是简单根据相似度将其他用户的标签加入进来。这
虽然很好的解决了标注的稀疏性问题，但却也会将其他用户兴趣中不相关的部分带入，
对真实兴趣的构架产生影响。
还需要注意的是，扩展社会化标注需要反复对数据进行扫描。这是因为计算用户相
似度、扩展标注及检索排序这三个过程都与文档相关，导致需要反复调用用户、文档、
标注及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计算文档对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时，就需要扫描全部用
户和其标注过的文档，之后计算扩展用户属性，又需要再次扫描一遍扩展后用户标注的
文档。另外在计算过程中，还会生成一些额外的中间文件需要被存储，又要额外占用存
储空间，造成多余开销。在真实网络中，存在着繁多的网页、用户，上述问题的弊端会
更加明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在仅使用社会化标注的情况下，提出一种能在计算用户
相似度时突出用户特性，检索时又能在包含到更多网页的情况下不过度增加算法开销的
方法，从而提升个性化质量。同时，用户在同一文档上给出类似标注也应该成为用户相
似性的重要参考。
本文以使用社会化标注更好地判断用户相似度以及使用更简单的方法使个性化检
索覆盖到用户标注过以外的更多文档为目标，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相似网络的个性化检
索算法（SUR-PR）。算法将用户给出的全部标注类比于传统信息检索中一篇文档，通
过使用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文档表示形式对标签进行处理以突出用户特性，并引入了用户
在共同标注过的文档上的相似性这一概念。在进行文档得分计算时，将用户之间的相似
关系看作网状关系，并考虑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以相似用户对文档的兴趣扩充查询用
户对文档的兴趣，从而减少查询开销、提升检索质量。该方法包括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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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文档表示方法表示用户给出的标注并融入用户在相同网页上的相似度对
用户相似度进行计算；
（2）将相似用户对文档的兴趣得分加入查询用户对文档的兴趣得分中后融入文档
得分计算公式中，从而使用户对文档的兴趣得到扩展。
下面的章节将详细介绍算法的流程及效果。

3.2 基于社会化标注的用户相似度计算
本文认为，在表示用户属性时，单纯使用用户给出标签的频率当作权重无法准确表
达用户在想法上的特性。这是因为文档中会存在一些感情化的标签，虽然出现次数较多
但与文档内容关系很小，其会将真正能代表用户特色、出现次数较少的标签掩盖掉。所
以本节从用户属性表达上出发，寻找更准确地计算用户相似度的方法。
3.2.1 用户属性表达
在传统信息检索领域，已经有不少文档的表示方式被证明为是简单有效的。TF-IDF
就是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其通过 TF 表示词语在文档中起到的作用，为文档频率；IDF
表示词语在所有文档中所起的作用，为逆文档频率。两者相乘就能很好地表达词语对于
区分文档的作用。这是因为只有文档频率高，而逆文档频率低的词语能具有较高的分值，
这样的词语不仅对于文档具有代表性，同时也能在区分文档时起到较大的作用。TF-IDF
的文档表示方式因其有效性在信息检索中被广泛地采用，简单的思想也使其可以较容易
被扩展到其他资源之上。
假设将用户给出的全部标签看作一个文档集合，则 TF-IDF 模型可以在其上得到很
好的应用。标签对于用户的重要程度通常可以使用其在用户全部标注中出现的比例来表
示。对于同一用户而言，其给出频率越高的标签越能代表用户的兴趣。所以基于这个比
例计算的 TF 值能很好的代表标签与用户的关系，其中 nuj 表示用户 u 给出标签 j 的次数：

tfu ,j 

n uj
k nk ,j

（3.1）

仅考虑标签对于用户的重要程度无法完全代表相应标签对于区分用户之间兴趣不
同的能力，这是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被多个用户使用过，从而导致因为部分标签相同而
具有较高的用户相似度。因此，本文以 IDF 为基础，加入根据使用标签的用户数决定大
小的逆用户频率 IUF：

iufi  log

j

U

: ti  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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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 为网络中的用户总数， j : ti  u j  为使用过标签 t i 的用户数目。可以看
到，使用某一标签的用户数越多，则标签对于区分用户兴趣不同的贡献也就越小，计算
所得值也越小，反之则越大。
将两者相乘，就得到了 TF-IUF 公式，利用此公式（3.3），用户属性中越属于用户
特性的标签将具有越大的权重，而那些共性的标签将具有较小的权重，用户之间将得到
更好的区分。

tfiufu ,j  tf ujiufi

（3.3）

3.2.2 用户相似度计算
在上述处理后，用户属性对于用户兴趣的代表程度得到了增强，因为共性标签的权
重经过计算下降，而特性标签权重上升。此时使用改良后的用户属性计算用户相似度，
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但仅如此依然不够，这是因为用户在标注网页时比较自由，
不同用户浏览并标注过的文档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同，所以其标签也必然因为浏览的文档
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实际上，用户之间的相似度会受到用户浏览过文档的影响，单纯
考察其给出的所有标签的相似度只能较好的标识出在标签上类似的用户，而无法做到对
看过同样文档但总体属性具有较大差异性的用户进行识别和判断。
基于这个考虑，本文认为，除了考虑用户在整体标签上的相似度以外，还应该考察
用户在浏览过的相同文档上标签的相近程度。由于文档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在考察
用户在文档上的相似度时，应该在每一个文档上独立考虑。所以，本文认为，两个用户
在文档的相似度应按照公式（3.4）计算：





DSim u ,u ' 

1
Du  Du'

Du  D

 Sim v u d
u'

,

i 1

i

,v u ',d

i



（3.4）

其中v u ,d i 表示用户 u 对文档 di 给出的标注，v u ',d 表示用户 u’对文档 di 给出的标注，
i

D u  D u 表示两个用户标注过的文档的交集。为了更准确的表达用户之间相似的情况，
'

应该把其与两个用户的用户属性相似度进行融合。比较简单又实用的想法是，两个用户
共同标注过的文档越多，其在文档上的相似度对总体相似度的贡献应该越大，这是因为
两个用户在越多文档上相似，则其越可能相似。基于这个原因，本文选择将两种相似度
进行差值求和，差值的权重取决于两个用户标注过的文档中相同的比例，计算方法如公
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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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m u ,u ' 

Du  Du
Du

'


Du  Du' 
  Sim p , p  （3.5）
 Dsim u ,u '  1 
u
u'


D
u







根据上式进行计算时，系数能较好地控制两种相似度在融合时的权重，注意到分母
使用了 D u 而不是 D u  D u ' ，这是因为本文认为计算目标用户相似度时，使用与目标用
户标注相同文档的比例更能合理地表达两种相似度对用户相似度的贡献程度。计算之
后，只要用户在标注过的相同文档上具有较高相似度，其整体相似度也会得到提升，可
以解决用户的相似度被整体掩盖的情况。
在相似度计算完成之后，为了保证后续检索的质量，需要舍弃一些相似度较小的用
户。所以需要设置一个阈值 T，只有相似度大于 T 的用户才会被判断为相似用户，从而
提升整体质量。

3.3 融合相似用户推荐的文档排序方法
在个性化检索中进行文档打分和排序时，通常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查询与
文档内容的相关程度，另一个方面是文档与用户兴趣的相关程度。所以本文的得分计算
公式以 Bouadjenek 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对非社会化部分保持不变，而社会化部分进行改
良扩展。
本文将用户之间的相似关系看作网状结构，用户和文档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
系网，这样的网可以用一个无向图来表示，图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为用户，而边则为两个
用户之间的相似关系，边的权重可以即是两个用户的相似度。这样形成的一个无向图
<G,E>（其中 G∈U）对于扩展用户对文档的兴趣很好的价值，计算文档和用户的相似
度也可以从这个无向图出发，进行计算。
对于每一个用户而言，都对一定的文档存在兴趣，这种兴趣可以用文档被标注的标
签与用户兴趣的相似度进行表示，即每一个用户节点都附着一些用户感兴趣的文档。由
于用户之间的相似度代表用户兴趣的相近程度，所以越相近的用户其对于文档的兴趣也
可能越相似，这就说明可以使用相似用户对文档的兴趣来对目标用户的进行扩充。所以
在个性化检索时，文档与用户之间的兴趣实际上是文档与用户和其相似用户共同作用的
结果。同时与用户和相似用户兴趣相关的文档能得到更高的分数，这一做法会使排序时
对用户兴趣的考量更为准确。同时注意到，相似用户可能标注过目标用户未标注的文档，
这一做法也使目标用户未看过的文档与其产生了兴趣关联，使用户有兴趣的文档范围得
到了扩展。具体计算公式如（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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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m u ,u '  Sim pu , pd 
u U


 1       Sim q , pd   1     Score q ,d 

R d ,q ,u     Sim p u , pd  

’

‘



（3.6）

T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两个用户之间如果相似度越高，其对于文档的反馈的权重也越
高，而由于通过设置阈值控制了相似用户的相似度，所以可以认为社会化部分的得分相
对是合理的。对于目标用户而言，相似用户的意见有助于其更好地找到与自己兴趣相关
的文档。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采用此文档得分计算公式时，由于避免了社会化标注扩展的
步骤，使用户对于文档的标注仅需在得分计算时扫描一次，并且不会有额外的中间信息
生成，所以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有节省。

3.4 实验设计
本节主要评价了本章算法的表现，并将其与最相近的 D-PR 进行比较。因为本章的
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两者在个性化得分部分上的不同对整体搜索结果的提升，所以令β=1
以去除 Score(q,d)进行简化，从而去除基于网页内容的非个性化得分部分的影响。
3.4.1 数据集
本文实验所用数据集中的数据都来自 Del.icio.us 网站，与文献[51]所使用的数据集
相同，都为 CABS120k08。数据集中不仅包含有网页 URL 及其上标注过的用户和使用
的标签，每个 URL 还有一个网页分类信息。数据集的具体参数见表 3.1 所示：
表 3.1 CABS120k08 全部统计数据
Tab. 3.1 Overall statistics of CABS120k08
统计内容

分类信息

总文档数

117434

总类别数

84663

总用户数

388963

总标签数

4673134

唯一标签：35.4%

被分类文档数

117434

100%

被标记文档数

59126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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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中可以知道，数据集中的文档都进行了专业的分类，并且大部分网页都存在至
少 1 个标签。虽然对比于真实环境、该数据集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大，但根据其统计数据，
可以认为其适用于本章的实验。
为了保证实验质量，本文去除了所有未标注过任何文档的用户以及未被任何标签标
注过的文档。筛选后的数据集共包含 388963 个用户，59126 个文档和 3647266 个标签。
之后所有的数据再经过两步处理：（1）对所有标签词进行词干化处理，保证有相同意
义的标签能够聚集在一起；（2）对标注进行切词：一些标签可能由多个常用词语组成，
例如“java&programming”、“java_programming”等，这些标签虽然计算机无法识别，但
往往也包含一定的语义信息，因此将这些词语切分开来有助于后续对于标签的处理。
3.4.2 评价方法
在现今个性化检索的研究中，还未存在一种通用的、被普遍认可的评价方法。这是
因为对比于传统信息检索仅需考察文档排序的先后关系，个性化检索的结果评价往往还
与提出查询的用户相关，即结果的评价是需要用户参与的。而在实验中，真实用户的参
与往往是受条件限制的，所以达不到很好评价结果的水平，故对于个性化检索结果的评
价是困难的。
基于上述考虑，一些研究从同样是检索资源的社会化标注出发，寻找可能的评价方
式。事实上，用户在网络中的标注行为与其在网络中的检索行为正好可以看作互逆的关
系[52-53]，两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由于查询与标注都来源于用户，选择标注文档和选择
查询结果也为类似过程，所以如果一个用户在一篇文档上给出了标注，则当该用户用同
样的标注作为查询且检索的结果中包含这篇文档时，用户有很大可能会浏览。所以在判
定检索结果时，可以将用户用查询标签标注过的文档认定为相关文档。
所以，本文与前人一样，选择使用用户的标注作为查询以检验个性化的效果。在选
择查询时采用从数据集所有的三元组(u,t,d)中随机选择的方法。为了与实际情况相符，
只选择标签 t 项长度为 2-4 个单词的三元组。每组实验选择 100 个三元组作为查询，对
于一组中的每一三元组(u,t,d)，看作是用户 u 使用标签 t 作为查询，目的是搜索到文档 d。
实验中，每次共进行 10 组，每组实验在选择完 100 个三元组后将这些三元组剔除，使
用剔除后的数据集作为后续个性化检索的基础，以减小实验结果受到的影响。将 10 次
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方法的最终检索性能，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由于对于每个检索而言，仅有一篇文档会被认定为相关文档，而其他文档的相关性
无从判断，所以在评价检索效果时，采用平均排序倒数值（MRR），该指标对于一组实
验中每一个文档排序的得分结果为 1/r，并在一组实验的全部结果上取平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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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 

1

n

1


n i r
1

（3.7）

i

其中 ri 为在第 i 个查询中，相关文档在个性化检索结果中的位次，n 为一组实验中的查询总数。

3.5 实验结果及分析
3.5.1 阈值选择
为了保证个性化检索的质量，在进行计算时只希望选用相似度较高的用户，为此设
置了阈值 T 对用户相似度进行筛选，以确保用户质量。由于阈值 T 的设置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因此首先同样讨论其大小问题。对阈值取不同的值进行计算，得到结果随着
阈值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而阈值在 0.2 附近的结果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不同阈值下的个性化检索结果
Fig. 3.1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threshold

从图中可以看到，阈值为 0.2 时，个性化检索取得了最好的效果，所以后续与
Baseline 作比较时取阈值 T=0.2。经过分析，阈值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在计算用户相似度
时降低了用户的共性而提升了个性，所以相似度计算的结果普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同时应该注意到，不论阈值多少，结果都随着α的增大先上升后下降，并且降至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这说明单纯考虑社会化得分或非社会化得分对于个性化检索都无法获
得一个较好的结果，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改善个性化检索的结果。而α等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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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0.3 时，取到最大值，可见即使是进行个性化检索，文档和查询的相似程度依然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对于信息检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在α等于 1 时的结
果得到证实。而随着 T 的降低，α等于 1 时的结果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阈值越低，
低相似度的相似用户人数就越多，则进行文档得分计算时，所出现的干扰和噪音也可能
越多。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阈值，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3.5.2 结果对比及分析
在确定阈值之后，为了检验本章所提出的算法的效果，将其与最近的 D-PR 及 SoPRa
作比较，比较时筛选相似用户的阈值 T 选定为 0.2。实验对比结果如图 3.2 所示：

图 3.2 三种方法实验结果的对比
Fig. 3.2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

从图中可以看到，本章的方法相较于 D-PR 表现出了更有优势的结果。其中在α=0.2
时取到本章实验的最大值 0.1653，比 D-PR 在同一个α时的最大值 0.1546 提升了 6.92%，
这说明本文提出的基于相似用户推荐的个性化检索算法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本文经过分
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更好的方式表示用户属性，在计算相似度时也采用了更为合
理的方法，以致相似用户的判断更加准确，从而提升扩展效果。同时在α大于 0.5 时，
本章方法与 D-PR 所得结果差不多，这进一步说明查询与文档的相似程度对于个性化检
索而言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两种对用户兴趣进行扩展的方法对比于不扩展的 SoPRa
都有一定的提升，说明用户标注过的网页总是较少的，并不完全能表达用户兴趣，扩展
后能将兴趣延伸到更多网页上，对于个性化检索的提升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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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在完成用户的相似度计算后，本章的方法仅在查询时需要扫描一遍文
档，对比于 D-PR 在扩展社会化标注及检索时各需扫描一遍文档的做法，在时间上会有
缩短。实验结果表明，本章方法对比于 D-PR 在相似度计算完成后计算一篇文档的文档
得分上，大约能节省 27.4%的时间。考虑到由于数据集较小、文档数较少，所以节省时
间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随着文档数量的增多，在时间开销上的优势将更好。同时由于
不需要额外空间存储用户的扩展属性及文档对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所以在存储空间
上也有一定的节省。

3.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探索了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基于用户相似网络的个性化检索方法。本章在
前人对用户属性的总结上，提出引入信息检索中文档的表示方式，以突出不同用户之间
的特性，消减带来不利影响的共性。同时引入了用户在共同标注过的文档上的相似度这
一概念，将其融入相似度计算，使得仅使用社会化标注时也能获得较准确的用户相似度。
在此基础上，本章从用户之间的相似关系出发，提出将用户看作网络中的节点，相似度
为网络中的边，并将网络中节点互相的影响引入文档得分计算公式中，融合目标用户和
相似用户的影响共同计算目标用户对文档的兴趣，从而使计算结果能够以较简单的方式
覆盖到更多潜在相关的文档，进而提升个性化检索的效果。
本章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对于改善个性化检索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效果，能
够较好地提升信息检索的满意度。同时经分析和验证，该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也存在一
定的优势。这说明仅使用社会化标注，只要能够用合理的模型表示用户的兴趣、用户之
间的关系及用户和文档的关系，个性化检索也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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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个性化检索方法
4.1 问题描述
基于社会化标注计算用户相似度并扩展标注的方法确实为个性化检索带来了一定
的提升。但受限于社会化标注本身具有的问题，单纯使用社会化标注的方法很难达到较
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互联网中，用户总是自由地对资源进行标注，所以不
同用户的标注往往处于不同的层次，部分专家用户的标注准确可靠，而部分用户的标注
意义不大，在扩展时不考虑标注的质量会给扩展的用户属性带来噪音。另一方面，用户
在网络中浏览的文档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时单纯只考虑其在标注上的相似程度并
不完全，因为可能出现用户因为兴趣不同而在不同类型网页上给出相同标注的情况，所
以单纯的用户属性相似度并不能满足扩展要求。这些都会对个性化检索的结果产生负面
影响，需要在计算时予以避免。
以表 2.1 所示社会化标注为例，假定 Carl 提出了查询 q=“Interesting Film”，首先
统计各个用户的用户属性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用户属性向量

Tab. 4.1 User profile
用户

English

Comedy

Interesting

Boring

Chinese

Action

Alice

2

2

2

1

1

0

Bob

0

0

2

1

0

1

Carl

0

1

2

1

0

0

David

0

1

2

1

2

1

按照公式（2.15）计算 Carl 与其余三位用户的相似度：

Persim Alice,Carl  
Persim Bob ,Carl  

Persim David ,Carl  

7

 0.764

14  6
5
6 6

 0.833

6
11  6

（4.1）

 0.738

可以看到，与 Carl 相似度最高的用户为 Bob，假定将筛选相似用户的阈值设定为
T=0.8，则只有 Bob 被选择为相似用户，这与前面分析得出的事实不符。

- 25 -

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检索方法研究

事实上，这是因为单纯使用标签相似度并不能准确代表用户之间相似的程度。Bob
与 Carl 的兴趣其实正好相反，相似的仅仅是给出过的标注。将其用于后续计算时，会
因为偏好不同而引入错误的信息，所以对用户标注的扩展也会出现偏差，而最后的个性
化排序也必然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基于用户相似性的个性化检索方法中，需要提出一种能够更
好地判断相似用户，更好地扩展社会化标注的方法，用来提升用户扩展属性的准确度，
提高个性化检索的效果。因此，本文在文献[22]的基础上，对基于用户相似度的个性化
检索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更准确地判断用户相似程度以及提高扩展标注的质量为目标，从用户标签本
身以及用户标注 w 的行为中进行分析，将用户的兴趣和质量与其对于文档的选择及对文
档的想法进行关联，认为只有选择和想法都相同的用户才是相似用户，而扩展标注时不
同用户的质量会影响扩展的准确度。也就是说，看过类似网页并且个给出类似标注的用
户才应该为相似用户，而相似的高质量用户的标签对于扩展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在计算
用户相似度时，应该同时考虑用户属性相似度及用户标注过的文档类别相似度，在扩展
时应该同时考虑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及用户的质量。于是，本文综合考虑用户标注过的网
页的分类及给出的标签，提出了一种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个性化检索方法
（PRuFaC）。
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个性化检索方法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计算用户相似度：本文在使用用户属性计算相似度的基础上，加入了用户标
注过的网页类别的相似度，使相似度的计算不仅考虑用户在想法上的类同，也考虑用户
标注网页所属类别的相似性。该方法能够综合筛选出标注过类似网页并且有类似想法的
用户，以提升用户相似度判断的准确性。
（2）计算用户质量：本文受 Guo 等人[49]启发，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化标注和网页
分类的用户质量算法(User Quality Mining, UQM)。该算法能够根据用户标注的标签、文
档及文档所属类别等信息为用户计算一个相对合理的质量分数，以此确定用户给出的标
签所具有的可信性，方便后续对社会化标注等的扩展。
（2）扩展社会化标注并计算文档得分：将用户相似度与用户质量相结合，对用户
的标注进行较高质量的扩展，从而得到较好的文档对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及扩展用户
属性，从而更加准确地对文档计算得分并排序。
下面的章节将详细介绍算法的流程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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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页分类知识介绍
4.2.1 网页分类
为了使用户浏览网页更加方便快捷，网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对网页进行分类的方
法。其通过专人浏览网页之后，将网页分到预定的类别下，使互联网中的网页都拥有比
较准确的分类。现今网络存在很多种网页分类的方式，其中 ODP[48]（Open Directory
Project）是公开的人工网页分类记录中最大、最广泛的一种。其中的 590000 多个类别
涵盖了超过 4000000 个节点，并由超过 65000 名志愿者进行维护。由于这些分类是由专
人进行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样的分类信息本身就对网页进行了一个划分，所
以在其上进行检索时，可以使用分类缩小范围，这使信息检索变得更加容易，也能够提
升检索的效率。
网页分类信息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成来源于“专家”，其数量有限但相对可信度较高。
这种分类是对网页内容的高度概括，并将其与类似网页放在一起，将无序的网页组织成
了一个有序的层状结构，这就使网页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联系。例如，表 4.2 给出了表
2.1 所述的 5 个文档的分类信息，可以看到 5 篇文档都属于“Film”类别，都与电影相
关，但 d1、d3 与戏剧相关，d1、d3 与动作电影相关、d5 与恐怖电影相关。这样的分类说
明 5 篇文档当中存在共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专业化的分类对于信息检索而
言是非常有效的资源。
表 4.2 文档分类示例
Tab. 4.2 Example of document categories
文档

分类信息

d1
d2
d3
d4
d5

Film/Comedy
Film/Action
Film/Comedy
Film/Action
Film/Horrible

4.2.2 网页分类的结构和特性
由于本文部分工作使用了 ODP 的网页分类，所以介绍网页分类时，都以 ODP 为例。
ODP 为树状结构，其中有 16 种被广泛认可的顶级类别，每一种顶级类别下都按层
次分布着若干层类别，每一个层级都比上一层级的分类更加具体细致。比如某体育网页
的分类为“Sport\Ball\Basketball”就是一个具有三个层级的分类信息，其中 Sport 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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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比较笼统概括；Ball 为第二层级，将第一层级进行了细化；而 Basketball 为第三
层级，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类。ODP 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具有如上所示的分类信息，并且
大部分节点的分类信息的层级都超过 3 级，以便准确地对网页进行区分。
网页分类信息最大的好处在于其是由相对专业的用户完成的，所以其可信度超过一
般的社会化标注，并且对于收录的每一个网页，其都有一个所属的类别。这就使在进行
信息检索的研究时，分类信息可以作为一个普遍资源加入进去。而其专业化的分类又使
检索不用再在全网络中搜索，可以有目的地进行。用户与这些分类的网页之间的关系也
成为了待挖掘的一块资源，用户喜欢的网页分类通常能较好地反映用户的兴趣，是个性
化检索的有力根据。

4.3 基于社会化标注和网页分类计算用户相似度
本文认为，社会化标注来源于用户对文档的思考，是用户在浏览过网页后心中的想
法，所以事实上其并不能完全代表用户的兴趣。而用户在标注浏览的文档时，总是偏向
于标注其感兴趣的文档，所以可以认为用户选择标注的文档本身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用
户的偏好信息。而网页的分类信息因为其较好的专业度和较高的可信性，能较好地区分
不同用户选择文档的类别和习惯，所以网页分类也应该被纳入兴趣和偏好的构建中。将
每个用户标注过的网页类别按频率进行统计，就可以得到相应用户感兴趣的网页的类别
分布，本文将之称为用户类别属性。
但如果仅单独考虑用户类别向量的相似度显然也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用户只有在
浏览过后才会对文档有个准确的判断，所以看过相同文档的用户也可能给出不同甚至是
完全相反的标注，此时自然也不能判定两者为相似用户。所以本文认为，在利用 VSM
模型计算两个用户在标注和类别上的相似度之后，应将二者相乘，用来表示两者在兴趣
和偏好上的相似度。计算公式如（4.2）所示：





Persim u ,,u  Sim cu ,cu   Sim pu , pu 
'

'

（4.2）

其中，cu 代表目标用户的类别属性，由对用户 u 标注过的所有网页的类别进行频率
统计得到；cu’为用来计算相似度的其他用户的类别属性，同样是由对用户 u’标注过的所
有网页的类别进行频率统计得到。这样只有用户同时具有较高的属性相似度和较高的类
别相似度时，才会具有较高的用户相似度，也就是标注过越多类似文档并且具有越类似
标签的越是相似用户。
再看上面的例子，为了方便说明，统计用户类别向量时使用分类信息的第二层级，
用户的类别属性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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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用户类别属性向量
Tab. 4.3 User category profile
用户

Comedy

Action

Horrible

Alice
Bob
Carl
David

2
1
2
1

2
2
1
1

0
0
0
1

可以看到，Carl 与 Bob 所标注过的网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 Carl 与 Alice 标注过
的网页比较相似。此时结合用户属性及用户类别属性，按照公式（4.2）计算用户相似度：

Persim Alice,Carl  

Persim Bob ,Carl  
Persim David ,Carl  

6



8 5

4
5 5
3
3 5

7
14  6

5



6 6


 0.725

 0.667

6
11  6

（4.3）

 0.572

注意到与 Carl 相似度最高的用户从 Bob 变为了 Alice，而从前面对表 2.1 的分析中
我们也可以知道，Alice 与 Carl 同样喜欢喜剧，并且两者也标注过相似的网页，这说明
计算结果与真实情况是相符的。能获得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其不仅在与兴趣相关的标注文
档的选择上与 Carl 相似，也在代表想法的标签上反映出了与 Carl 的相通之处。这也说
明本文的方法确实能更准确地计算用户相似度并判断相似用户，为后续的扩展带来更好
的效果。
这里注意到用户的相似度普遍出现了下降，这是由于对比于仅使用用户属性的
D-PR，本文在计算相似度时乘上了两个用户的类别属性的夹角余弦值，而用户标注过的
网页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相似度的值会进一步下降。考虑到这一点，在设置筛选
相似用户的阈值 T 时，需要下调一定的水平，以保证相似用户筛选的质量。

4.4 基于社会化标注和网页分类的用户质量计算
4.4.1 用户质量定义
用户质量(User Quality)指用户在网络中的行为所具有的质量，通常可以用来代表用
户的专业性和可信性。由于用户质量与其在网络中的行为有密切关系，所以可利用该用
户在网络中所留下的记录的可靠性来衡量，也可以说是用户在网络中行为的准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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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通常使用交互增强理论来挖掘用户质量：交互增强理论的规
则表明用户、资源和标签三种实体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高质量标签和高质量资源能生
成高质量用户；高质量用户和高质量标签能生成高质量资源；而高质量用户和高质量资
源也能生成高质量标签。这就说明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三者有着明显的迭代关系，而通
过这种迭代关系进行计算，就可以挖掘得到各个用户的用户质量。
4.4.2 用户质量算法
本小节将主要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文档用户质量算法。由于交互增强理论在用户、文
档和标签三种实体上的迭代关系，使得用该理论计算用户质量是简便易行的。因为标签
可以融入文档和用户的关系之中，所以质量分数可以看作仅在用户和文档间进行转移。
基于 Guo 等人工作[49]的启发， SocialPageRank 算法中三种实体的转化关系可以简化为
用户和文档二者的关系，而标签则用来提供对于用户与文档的转移计算的支持。于是，
本文中用户和文档间的质量分数的迭代计算公式如（4.4）所示：

 U k  M T D k-1
DU
 k
T
 D
 M UD U k

（4.4）

在上述迭代公式中：Uk 和 Dk 分别表示经过第 k 次迭代后用户的质量分数和文档的
质量分数；MDU 和 MUD 分别表示文档到用户和用户到文档的转移矩阵，两种实体的质量
分数交替改变，最终将达到一个较稳定的收敛值。SocialPageRank 算法的收敛性在前人
工作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所以与其基于相同框架提出的简化算法也可以用类似方法证明
收敛，故而使用此简化方法计算用户质量是可行的。
与 Guo 等人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用户在标注文档时，其标注过越多同类别的文档，
越可能是该领域的专家。因为其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发掘，所以其在这一领
域的认知也更为专业。在初始计算时，这样的用户应该拥有高认知分数，对文档的标注
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因此，本文在计算用户质量的过程中，将用户标注文档的类别分布
也考虑在内，具体执行办法如下：
（1）对标注过文档的每一个用户提取出其用户类别属性；
（2）将对应用户标注过的与该文档相同类别的文档数量赋予该用户作为认知分数。
如果将用户标注同类文档的数量直接作为对于这类文档的认知分数，那么显然其会
随着标注同类文档数量的增加而直线上升，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这种用户的
认知分数应该会随着用户看过同类文档的数量上升而减慢上升的趋势，标注的文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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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减慢的趋势也越明显。所以本文使用公式(4.5)对用户的认知分数进行控制，从而反
映出上述趋势，而非无休止的上升。

d u ,d u

Rs(u,d ) 

 C d 

（4.5）

其中，du 表示用户 u 标注过的文档。公式中平方根的处理能有效抑制标注文档数量
偏多的用户带来过大的影响，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
与此同时，假设有 Nu 个用户和 Nd 个资源，令 MUD 表示从用户到文档的转移矩阵，
为 Nu Nd 维；MDU 表示从文档到用户的转移矩阵，为 Nd Nu 维。转移矩阵中的每个元素
MUD(ui,dj)和 MDU(ui,dj)由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1

M UD ui ,d j  

M DU u i ,d j 

 k
T u d  2

tk 

i,



 p tk d j



j



1
 p tk d j


k
u U d j  tk T u ,d j  2





1
 p t k ui
k
tk  i , j  2

1
 p t k ui


k
d  D ui  t k T ui ,d  2


T u d



（4.6）





（4.7）

其中, p(tk|dj)表示文档 dj 生成标签 tk 的概率，这一概率可以看做标签对文档描述的
可信程度；p(tk|ui)表示用户 ui 生成标签 tk 的概率，这一概率表示了用户给出标签的可信
程度。这两种生成概率都可以根据用户标注的行为按下面的公式计算得到：

 

ptd 

 Rsu ,d 
  Rsu ,d 
u U t ,d 

（4.8）

t x T d  u U t x ,d 

 

ptu 

 p t d 



d D u 



 p tx d j

tx T u  d j D u 



（4.9）

注意到在计算文档生成标签的概率时，各个用户给出的标注在求和时都乘以了用户
在这一类别上的认知分数，从而将用户标注过的文档类别情况及相应标签融合进了迭代
的过程中。
迭代之后，每个用户都将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质量分数来代表其标注行为所具有的
质量和可信程度，并用 QS(u)代表用户 u 的质量分数。获得所有用户的质量分数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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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似用户计算文档对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及扩展用户属性时，就可以将用户质量
加入进去从而提升扩展质量，最终达到提升个性化检索效果的目的。

4.5 社会化标注扩展及文档得分计算
4.5.1 社会化标注扩展
在前人的工作中，对社会化标注进行扩展以解决标注稀疏性，改善个性化检索效果
的方法已经得到了证明。这说明只要利用合理的形式使用户标签能够覆盖到更多的文
档，个性化检索的效果能得到很好的提升。
在扩展社会化标注时，前人工作中认为与查询用户兴趣越相似的用户对于扩展带来
的价值越大，所以其通过阈值筛选出相似用户后，使用基于相似度的权重进行扩展。这
与普遍的认知是一致的。
本文认为，在用户兴趣之外，用户质量也会对扩展的效果产生影响。在实际网络中，
用户总是偏向于相信专家的语言，认为其所说的话具有相对较高的可信度。在社会化标
注系统中，标注就可以看作用户的“语言”，这些“语言”的可信程度就取决于给出标
注的用户的质量。所以本文在扩展时，不仅考虑用户相似度，也将用户质量纳入扩展公
式中，提出了基于相似用户质量的扩展方式，如公式（4.10）所示：

pu ,d 

U d U T

v u

i
1

i ,d



 Persim ui ,u   QS ui 

（4.10）

考虑到用户更容易接受与自己近似的用户的标签，而不是单纯质量高的用户的标
签，所以在选择扩展用户时，依然设置一个阈值 T，只有相似度大于 T 的用户才会被用
来进行扩展，而小于 T 的用户即使有较高用户质量也直接舍弃。同时由于用户之间的相
似度以及用户的质量都与标签的可信度直接相关，都能影响标签被用户接受的可能性，
所以公式中将二者相乘，以保证二者的共同作用。
4.5.2 文档得分计算
传统的信息检索通常使用查询和文档的相似度作为文档得分，这种方法不考虑提出
查询的用户，在检索时总是返回相同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虽然在过去的时代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但随着用户对于信息检索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对个体的重视，搜索引擎也需要
根据不同用户的情况不同而返回更加准确的检索结果，这既是个性化搜索。
在个性化搜索中，通常为了根据用户的喜好返回不一样的检索结果，选择对用户的
兴趣和偏好进行挖掘后融入检索模型之中，从而使文档得分能受到用户兴趣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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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常用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将用户的兴趣因子直接加入文档打分公式中，使
文档得分直接受影响从而改变排序结果；另一种是在搜索引擎返回初始结果后，基于用
户兴趣对文档进行重排序，以达到检索结果根据用户兴趣进行反馈的目的。
在这一方面，本文与前人一样，认为文档得分应该由两部分组成：1、文档与用户
兴趣的相似程度；2、查询与文档的相似程度。前一部分代表与用户兴趣相关的社会化
得分，后者为与文本内容相关的非社会化得分。由于考虑到在对结果进行个性化重排序
时，查询与文档的相似程度依然时文档检索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两部分得分应该综
合进行文档得分的评定。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在计算基于社会化标注的文档得分时，采用了前人的计算公式：

R d ,q ,u     Sim p 'u , pu ,d   1       Simq , pd   1     Score q ,d （4.11）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社会化和非社会化两部分得分共同作用之下生成了文档的最终
得分，α的大小能够控制两部分的分数对于最终文档得分的贡献，可以通过调节其值的
大小改变得分最终得分中基于用户兴趣部分的重要程度。

4.6 实验设计
本章由于同样是研究社会化部分的得分改进情况，所以也令β=1 以简化公式。
4.6.1 数据集
本章所使用数据集与第三章相同，为来自 Del.icio.us 网站的 CABS120k08。同样为
了保证实验质量，去除了所有未标注过任何文档的用户以及未被任何标签标注过的文
档。处理后的数据情况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数据集概况
Tab. 4.4 Overall statistics of dataset
用户数

网页数

标注词

388963

59126

3647266

之后将所有的数据同样经过两步处理：（1）对所有标签词进行词干化处理，保证
有相同意义的标签能够聚集在一起；（2）对标注进行切词：一些标签可能由多个常用
词语组成，例如“java&programming”、“java_programming”等，这些标签虽然计算机无
法识别，但往往也包含一定的语义信息，因此将这些词语切分开来有助于后续对于标签
的处理。故最后本章使用的数据，实际上与上一章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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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评价方法
由于本章的工作最后实际上也反映在对文档检索结果的排序上，故要检验方法的效
果也只能从排序结果上下手。基于同样的考虑，本章使用跟上一章相同的评价方法。即：
如果一个用户在一篇文档上给出了标注，则当该用户用同样的标注作为查询检索的结果
中包含这篇文档时，用户有很大可能会浏览。所以同样使用上一章的评价方法对本章实
验结果进行评价。
同样从三元组(u,t,d)中采用随机选择的方法，选择标签 t 项长度为 2-4 个单词的三元
组。每组实验选择 100 个三元组作为查询。实验中，每次共进行 10 组，每组实验在选
择完 100 个三元组后将这些三元组剔除。最后将 10 次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方法的最
终检索性能，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评价指标依然采用平均排序倒数值（MRR）。

4.7 实验结果及分析
注意到对于数据集中每一个文档，其网页分类都存在若干个层级，而不同层级所具
有的数量和详细程度也各不相同。而这一不同会对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及用户质量产生影
响。为了验证分类信息的不同层级对检索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选择了第一层级的网页
分类（PRuFaC1）和第二层级的网页分类（PRuFaC2）分别进行实验。
4.7.1 阈值选择
对于阈值的选择，本文将两种分类层级的方法分开进行考察，对其在不同阈值 T 下
进行实验，得到的结果如图 4.1 所示：

图 4.1 PRuFaC 在不同分类层级下的阈值情况
Fig. 4.1

Different threshold of PRuFaC in different level of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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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不管使用哪一层级的类别，两种方法都在 T=0.2 时取得最好的效
果，并且 PRuFaC2 的最大值稍好于 PRuFaC1，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使用第二层级的分类
信息时，对用户的兴趣和质量的判断将会更加准确。同时由于加入前两级中的任一级分
类对检索结果的影响相差不大。因此，将 T=0.2 的 PRuFaC2 与一些较相近的方法进行比
较，其中包括 UP-PR[11]和 SoPRa[12]。比较时为了验证本文加入用户质量的效果，也将
其与仅计算用户相似度而不加入用户质量的结果进行比较。而不管使用哪一个层级的分
类信息，其随着α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同时在效果上，两个层级也相差不多。所以在
于 Baseline 进行比较时，仅使用 PRuFaC1 作为代表进行比较。
4.7.2 结果对比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章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将其与 D-PR 和 SoPRa 的效果进行对比，结
果如图 4.2 所示：

图 4.2 两种方法实验结果的对比
Fig. 4.2

The comparison of two method

可以看到，本文的方法相较于 Baseline 中最好的 D-PR 在最大值上表现出更好的结
果。其中 PRuFaC2 在α=0.2 时取到实验的最大值 0.1789，比 D-PR 在同一个α时的最大
值 0.1546 提升了 15.7%。同时，几种方法的对比也可以给出以下信息：（1）在不加入
用户质量时，本文的方法对比于 D-PR 仍然有一定量的提升，这说明了本文考察用户相
似度的方法比单纯使用社会化标注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而加入用户质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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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则说明用户质量对于检索质量有较大影响；（2）不加入用户质量时，α从 0 到 1
的结果都优于 Baseline，而加入用户质量后其在 0.5 开始比 D-PR 下降更快，最后的结果
也略差，这进一步说明用户质量对于扩展社会化标注的影响是较大的；（3）对比于
SoPRa，三种方法都有较大优势，这说明扩展社会化标注的方法对于改善个性化检索的
质量有一定的效果，而除 SoPRa 以外的三种方法在α从 0 到 0.2 的过程中都不断的上升，
说明扩展的方法能对文档排序带来正面的影响；（4）当α大于 0.2 时，三种方法都呈现
下降的趋势，这表示过度依赖个性化的部分会得到一个很不理想的结果，基于网页内容
的相似度在个性化检索里依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
基于社会化标注和网页分类信息计算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后扩展社会化标注的方法
对于改善个性化检索的结果有一定的优势。

4.8 本章小结
本章探索了综合使用网页分类信息和社会化标注进行个性化检索的可能性。首先提
出了一种结合两种资源计算用户相似度的方法，以确保准确判断出相似用户；之后使用
两种资源对于用户质量进行判断并计算出用户质量的得分；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化
标注的扩展及文档得分计算和排序。该方法不仅考虑了对用户潜在兴趣的挖掘，同时也
考虑了不同质量的用户带来的影响。
本章的实验证明了统筹用户两个方面进行个性化检索的效果，证明该方法对于总体
效果有较大的提升。这说明单独使用社会化标注进行个性化检索，对于用户兴趣的构建
层次比较低，而将其与其他资源联合，可能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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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个性化检索技术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使用的资源从内部到外
部，非常丰富。随着 Web2.0 的普及，使用社会化标注进行个性化检索研究已经得到了
很大的关注。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本文首先考察了在仅使用社会化标注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个性化检索的效果，。
本文将用户给出的标签与文档进行类比，提出了使用 VSM 模型的方法表示用户属性，
以消减共性，突出个性。并且引入用户在共同标注过的文档上的标签相似性，使相似用
户的判断更为准确。之后为了减小社会化标注的稀疏性造成的影响，同时降低查询时所
耗时间，将用户之间的相似关系看成网状结构，提出了节点间相互影响的文档兴趣得分
计算方法，使用户对于文档的兴趣能在相对简单的方式下较准确地覆盖到更多文档。本
文实验验证了这种方法对于个性化检索的效果有一定的提升，并同时说明了其在资源消
耗上的优势，这表明对用户标签的合理利用对于个性化检索效果的提升是有效的。
其次，为了更好地改进检索质量，本文还提出了一种融合用户相似度和用户质量的
个性化检索方法。该方法在使用社会化标注的基础上，加入了分类信息作为额外资源。
首先使用两种资源分别代表用户兴趣与偏好的一个侧面，结合起来计算不同用户之间的
相似度，以使相似用户的判断更为准确。之后基于两种资源对用户的质量进行计算，得
到用户质量分数，并基于相似用户及其质量对社会化标注进行扩展。最后使用扩展得到
的文档对用户的个性化文档属性及扩展用户属性计算文档得分并排序。本文实验表明，
使用分类信息的第一层级或第二层级，在个性化检索的结果上差异不大，都能较好地改
善个性化检索的效果。这说明，在扩展社会化标注时，准确考虑用户兴趣及用户的质量
对于扩展的效果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由于本文使用的方法相对简单，这一方法还存在
较大改进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个性化检索算法所涉及的思想都相对简单，引入分类信
息时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直观。在个性化检索中，还存在着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方法等待
挖掘，这也将是日后本文的研究方向。本文提出的两种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检索方
法对于结果均表现出了一定的提升，这表明社会化标注是个性化检索的良好资源，对于
其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利用将为个性化检索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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