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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全面地考量服务质量（ＱｏＳ）属性对服务最优选择的影响，进而提高服务组合的效率，该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的多维ＱｏＳ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模型首先定义了以ＱｏＳ的真实度属性作为分量

之一的多维ＱｏＳ向量，并将ＱｏＳ的真实度属性值作为赋权计算的依据，以使权重结果更合理、可信；之后，建立了

包含双重质量属性（客观属性和主观评价）的模糊层次结构，以全面考量主客观ＱｏＳ属性对服务最优选择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可根据决策者的偏好与侧重动态调整权重分辨率的ＦＡＨＰ赋权模式，该赋权模式与传统的赋

权模式不同，该赋权模式下的权向量不是唯一的（但权重的排序唯一），而是一个包含可调参数的函数，通过参数的

调整，可保留（或剔除）决策者偏好（或放弃）的候选服务，一方面使服务使用者在选择服务时更理智，另一方面也促

使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完善服务质量；最后，利用组合权向量及序数效用函数值得到了局部最优服务．与文献中已有

赋权模式的对比实验（包括候选服务效用值的对比、相关ＱｏＳ属性值的对比等）及参数的敏感性分析说明了模型的

有效性，其决策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局部最优服务选择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关键词　服务质量（ＱｏＳ）；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模糊层次结构；ＦＡＨＰ赋权模式；序数效用函数；服务计算

中图法分类号 ＴＰ３９３　　　犇犗犐号 １０．１１８９７／ＳＰ．Ｊ．１０１６．２０１５．０１９９７

犃犔狅犮犪犾犗狆狋犻犿犪犾犕狅犱犲犾狅犳犛犲狉狏犻犮犲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犕狌狋犻犙狅犛犫犪狊犲犱狅狀犉犃犎犘

ＬＩＬｉｎｇ
１），２）
　ＬＩＵＭｉｎ

１）
　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

２）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犜狅狀犵犼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１８０４）

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犑犻狀犵犱犲狕犺犲狀犆犲狉犪犿犻犮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犑犻狀犵犱犲狕犺犲狀，犑犻犪狀犵狓犻　３３３４０３）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Ｑｏ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

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ｔｉＱｏ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ＡＨＰ）．Ｆｉｒｓｔ，ｉ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ｈｅＭｕｔｉＱｏＳｖｅ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ｏｆＱｏＳａｓｏ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ｕｔｉＱｏＳ

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ｕｓｅｄ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ｏｆＱｏＳ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

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Ｔｈｅｎ，ｉ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ｆｕｚｚ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ｕ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

Ｑｏ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Ｑｏ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ＦＡＨＰｂａｓ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ａｎｂ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ｉ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ｖｅｃｔｏｒｂｅｎｏｎｕｎｉｑｕ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ｓ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ｂｅ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ａｎ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ｙ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ｃ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ｄｉｓｌｉｋｅ）．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ｅｌ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ｓ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ｕｔｉ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Ｑｏ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ｅｔｃ．）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ｏＳ）；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ｕｚｚ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ＨＰ；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ｕｔｉ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１　引　言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 Ｗｅｂ服务技术的逐

步成熟，使传统的面向组件和系统的架构模式逐渐

演变成面向服务的计算模式，为企业（或组织）之间

进行的无缝业务集成提供了可能［１２］，它构成了联结

商业服务与信息服务的桥梁，带来了商业模式与计

算模式的转型．如何对服务计算的系统进行优化，选

择最佳的服务解决方案，以满足服务使用者和服务

提供者的需求，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３５］．一般来

讲，单个的 Ｗｅｂ服务只具有简单的功能，为了满足

多变的用户需求，可以将数个 Ｗｅｂ服务组合成带有

增值功能的服务组合．例如，当用户计划外出旅行

时，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的 Ｗｅｂ服务，如查询

天气、规划旅游线路、预定国内外机票、预定酒店以

及汽车租赁等．随着部署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可被公共访

问和集成的 Ｗｅｂ服务越来越多，这些 Ｗｅｂ服务构

成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标准组件库．但是，当用户面

对这些服务功能相似、非功能特性不同的服务时，他

们往往在服务选择上表现得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他

们对服务质量的特殊要求也很难被识别［６］．由此看

来，一味地降低执行代价或响应时间并不是满足用

户偏好需求的最佳途径，因此，根据用户的偏好来为

其定制个性化的服务很重要．

由多个 Ｗｅｂ服务按照一定的组合逻辑组合出

的新服务称为组合服务，这个组合中包含的 Ｗｅｂ服

务称为原子服务［７８］．与其它软件系统一样，Ｗｅｂ服

务的特征也包含功能属性和非功能属性两个方面，

前者描述了 Ｗｅｂ服务所提供的功能，后者则描述了

Ｗｅｂ服务在完成相应功能时表现出来的执行特性，

例如执行时间、执行代价、可用性、可靠性等，这些执

行特性的取值直接影响该服务完成相应功能时的服

务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ｏＳ）
［９１０］，ＱｏＳ已成为

计算机网络和实时计算领域的研究热点［１，１１１９］．

基于ＱｏＳ的 Ｗｅｂ服务选择一般包括全局最优

和局部最优．对于全局最优选择问题，目前学术界普

遍将其转换为组合优化问题来求解，常用的几种方法

有约束规划［２０］、线性规划［２０２２］、启发式算法［１，２３２６］、

智能算法［３４，１２１４，２７］等，这些方法构造的服务组合大

都是满足约束条件的目标最优单解而不是可接受的

多解，决策者（服务使用者或提供者）无法根据各自

的偏好和侧重来选择组合服务，因此很难充分体现

服务个性和激励服务提供者优化其服务质量．

基于ＱｏＳ的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方法是从每个

任务节点的候选原子服务集中，依据ＱｏＳ约束选出

最优的一个或较优的几个原子服务．由于局部最优

对全局最优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 Ｗｅｂ服务的局

部最优选择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１５１７，２１，２８２９］．

局部最优选择为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其核心问题

是属性值的获取以及相应属性权重的确定，属性值

的获取主要通过３种方式：服务提供者对外公布的

数据、服务使用者使用服务后进行评价的数据、第三

方监测的数据；确定权重的主要方法有：模糊集的模

糊矩阵运算及合成、分离重叠源法、修正权重法等．

近年来基于ＱｏＳ的 Ｗｅｂ服务选择的相关研究

大部分着眼于全局最优［１，３４，１２１４，２０２７］，而局部最优则

研究得较少［１５１７，２１，２８２９］．当然，也有学者在全局最优

选择的决策过程中先进行局部最优，以提高聚合服

务的成功率．正是因为局部最优对于全局最优有这

种积极影响，而相对于全局最优服务选择方法的研

究热度，局部最优选择方法的研究则较少．

文献［１５］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维服务质量的局部

最优服务选择模型，一方面将用户对服务各质量属

性的评价作为原子服务的一个附加属性———真实

度，以体现其模型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用

８９９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３种赋权模式确定各服务质量属性的权重，最后以

序数效用函数值作为候选服务的排序尺度，其模型

表现出了很好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该模型体

现了用户需求的偏好及服务质量的客观性，另一方

面，它有助于快速地生成聚合服务链．文献［１６］通过

局部服务质量优化缩小 Ｗｅｂ服务组合的候选服务

空间，以聚合效用值和用户提出的服务质量约束分

别作为整数规划问题的最大化目标函数和约束条

件，求解得到一个近似服务质量最优方案，并通过仿

真实验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其他局部最优选择方

法的研究可参见文献［２８２９］．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局部最优选择为一个多属

性决策问题，它的核心问题是属性值的获取及权重

的确定，而后者是局部最优选择方法研究的热点．为

了更全面的考量服务质量属性对服务最优选择的影

响，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ＦＡＨＰ的多维 ＱｏＳ局部

最优服务选择模型（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ｔｉＱｏ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ＨＰ）．模型将真

实度属性也作为 ＱｏＳ向量的一个分量，以 ＱｏＳ的

多种属性及其相应的真实度建立模糊层次结构，并

在计算层次权向量和组合权向量时，全面考量双重

属性值数据（包括客观数据和主观数据），最终得到

较为科学、合理的候选服务排序，并且可以通过调整

决策参数来改变各候选服务的权重分辨率．据我们

所知，目前还没有关于局部最优选择的文献研究过

通过调整决策参数来改变权重分辨率的ＦＡＨＰ赋

权方法，因此，我们提出了这种决策模式，它有以下

几个特点：

（１）将多维ＱｏＳ向量的一个分量———真实度属

性也作为ＦＡＨＰ赋权计算的依据，使权重结果更合

理、可信；

（２）在以ＦＡＨＰ为基础的赋权模式中，权向量

不是唯一的（但权重的排序唯一），而是一个以β为

参数的函数，决策者（服务使用者或提供者）可根据

自己的偏好和侧重，调整β的取值，以调整权向量中

各分量的权重分辨率（各分量值之间的差距），从而

保留（或剔除）决策者偏好（或放弃）的候选服务，使

服务使用者在选择服务时更理智，促使服务提供者

完善服务质量；

（３）局部最优对全局最优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ＦＡＨＰ为基础的局部最优服务选择可动态调整

各属性的权重值大小，为后续的全局最优服务选择

提供更多的决策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全局最

优聚合服务的合理性和成功率．

本文第２节在介绍服务质量属性指标定义、度

量方法、去模糊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建立基于

ＦＡＨＰ的多维ＱｏＳ模型，并构造包含双重属性的模

糊层次结构；第３节通过层次权向量、组合权向量及

序数效用函数值的计算求解模型；第４节进行对比

分析实验及参数β的敏感性分析，实验结果说明模

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讨论局部最优对全局最优

产生的积极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及对下一步

工作的展望．

２　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

２１　问题描述与分析

如图１所示为一般旅游服务集成的业务流

程［１，３０］，其中犜狊和犜犳分别表示起始状态和最终状

态．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旅游服务有旅游路线（犛１）、

国内机票预定（犛２）、国际机票预定（犛３）、旅游景点

（犛４）、汽车租赁（犛５）及自行车租赁（犛６）等子服务．

图１　旅游服务组合工作流示例

在服务组合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子服务模块

都存在一些功能相似，ＱｏＳ各异的候选服务可供选

择．在旅游服务实例中，服务使用者可能对旅游服务

中每个子服务的需求不同，则系统会根据该用户需

求来选择相应的候选服务．基于ＱｏＳ的服务选择目

标就是从每个子服务的候选服务集合中选出满足局

部ＱｏＳ要求的服务，如图２所示
［１８］，并使得全局

ＱｏＳ也能满足用户的要求，并且尽可能地出色．

可以看到，通过全局最优服务选择模式构造的

服务组合大都是满足约束条件的目标最优单解而不

是可接受的多解，决策者（服务使用者或提供者）无

法根据各自的偏好和侧重来选择组合服务，因此很

难充分体现服务个性和激励服务提供者优化其服务

质量．

如图３所示，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旨在从这些功能

相似，ＱｏＳ各异的候选服务中，根据决策者的偏好

或侧重，制定相应的决策模式，得到满足决策者需求

的一个或多个候选服务，使服务使用者在选择服务

时更理智，同时促使服务提供者更加完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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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ＱｏＳ的服务选择

图３　基于决策者需求的局部最优服务选择

２２　服务质量属性指标的定义及其度量方法

ＱｏＳ对于 Ｗｅｂ服务在相关领域的成功应用非

常关键，一些面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Ｗｅｂ服务应用，例如

信息门户、电子商务应用、实时网格计算等，都越来

越关注为服务使用者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在许多研

究工作中，学者们都提出了有关 Ｗｅｂ服务 ＱｏＳ的

思想，并且强调 ＱｏＳ的重要性，以下是几个典型的

有关ＱｏＳ属性指标的研究．

Ｒａｎ
［１９］是较早对 Ｗｅｂ服务ＱｏＳ展开研究的学

者之一，他认为 Ｗｅｂ服务的 ＱｏＳ可划分成以下五

大类：与成本有关的ＱｏＳ、与执行时间有关的ＱｏＳ、

与配置管理有关的ＱｏＳ、与事务有关的ＱｏＳ及与安

全有关的ＱｏＳ．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等人在文献［３１］中提出了一个 ＱｏＳ

模板的概念，在这个模版中，ＱｏＳ属性包括费用、时

间等．同时，这个模板能支持用户按需设置各种属性

的权值，因此具有良好的个性化和可扩展性．

从用户可感知的公用属性角度出发，Ｚｅｎｇ等

人［２１］提出了一种 Ｗｅｂ服务质量模型，该模型主要

包括服务价格、执行时间、信誉度、可用性及可靠性．

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中，该模型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

认可并被大量引用．

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列举几个常用的属性指

标，其定义和度量方法如下：

（１）执行代价狇ｃｏｓｔ（狊）．定义为用户调用服务需要

支付给服务提供者的费用，其值由服务提供者发布．

（２）执行时间狇ｔｉｍｅ（狊）．定义为从用户发出服务

请求到获得服务结果这一过程的时间延迟，包括传

输时间犜ｔｒａｎｓ（狊）和运行时间犜ｐｒｏｃｅｓｓ（狊），即狇ｔｉｍｅ（狊）＝

犜ｔｒａｎｓ（狊）＋犜ｐｒｏｃｅｓｓ（狊）．

（３）可靠性狇ｒｅｌ（狊）．定义为在一个相应的期望时

间内服务能正确响应用户请求的概率，即狇ｒｅｌ（狊）＝

犖犮（狊）／狀，这里犖犮（狊）表示在这一期望时间内服务正

确响应的次数，狀表示总的调用次数．

（４）可用性狇ａｖ（狊）．定义为一个服务被正常调用

的概率，即狇ａｖ（狊）＝∑
狀

犻＝１

λ（狊）犻／狀，其中λ（狊）犻＝１表示

该服务第犻次被正常调用，否则λ（狊）犻＝０．狀代表该

服务总的被调用次数．

（５）安全性狇ｓｅｃ（狊）．存在于扩展ＵＤＤＩ中随服务

提供商在服务注册时一起发布，只需从 ＵＤＤＩ中读

取其值即可，它具有模糊不确定性．

尽管基于上述常用 ＱｏＳ属性的服务选择的相

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些成果为 Ｗｅｂ组

合服务的成功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

们大都没有考虑到ＱｏＳ内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

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５，２０］：

（１）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服务提供者可能会

发布与自己实际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ＱｏＳ数据，以

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

（２）在开放的面向服务的体系构架中，由于多

种网络的存在（如Ａｄｈｏｃ，Ｐ２Ｐ，ＷＬＡＮ等）、市场竞

争的利益化以及 Ｗｅｂ服务的逻辑流程和资源管理

的对外封闭性，不能保证服务提供者发布的服务数

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在本文的模型中引入

ＱｏＳ的真实度属性，通过计算用户使用服务后给出

的反馈信息，得到相应服务质量属性的信誉度，即真

实度，旨在全面考量原子服务的服务质量，它的定义

如下：

ＱｏＳ真实度狇ｆｉｄ（狊）．定义为用户对相应 ＱｏＳ属

性的评价［１５］，即狇ｆｉｄ（狊）＝（犳犻犱１（狊），犳犻犱２（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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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犻犱狀（狊）），其中犳犻犱犻（狊）＝∑

犿犻

犻＝１

狆犻犼（狊）／犿犻表示用户对第

犻个ＱｏＳ属性的评价，狉犻犼（狊）表示第犻个ＱｏＳ属性被

犼次访问给出的评价值，犿犻表示第犻个ＱｏＳ属性被

评价的总次数．

２３　犙狅犛属性数据的去模糊化及规范化处理

２．３．１　基于模糊集理论的去模糊化处理

由于一些ＱｏＳ属性指标具有模糊性，如安全性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信誉度（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等，往往采用等级

来简单描述，但在具体的ＱｏＳ模型中，需要先将这

些指标的数据量化———去模糊化．一般采用模糊集

理论中的αｃｕｔ和隶属函数
［３２］来处理模糊型的ＱｏＳ

指标，将模糊型ＱｏＳ指标映射到［０，１］区间上．

例如，安全性取值的５个级别１，２，３，４，５分别

对应于０．２ｃｕｔ、０．４ｃｕｔ、０．６ｃｕｔ、０．８ｃｕｔ及１ｃｕｔ，

即将安全性分别映射到［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４，

０．６］、（０．６，０．８］、（０．８，１］上．这里就１ｃｕｔ举例说

明，假设０＜η＜α＜０．２，且安全性相应取值集合犡

上的模糊集犃 的隶属函数为犳犃（狓）．

情形１．如果１－α＜犳犃（狓）１，那么安全性取

值狓对应的安全级别为５；

情形２．如果０．８＜犳犃（狓）０．８＋η，那么安全

性取值狓对应的安全级别不为５；

情形３．如果０．８＋η＜犳犃（狓）１－α，那么安全

性取值狓与安全级别５之间存在一种隶属关系，这

种隶属关系可以用隶属度来刻画，如式（１）所示：

犵犃（狓）＝
犳犃（狓）－（０．８＋η）

（１－α）－（０．８＋η）
（１）

２．３．２　基于最小最大理论的规范化处理

由于ＱｏＳ属性值可以为正向属性，如可用性、可

靠性，其值越大，表示质量越高；也可以为负向属性，

如执行代价、执行时间，其值越大表示质量越低．因

此，需要进行规范化处理以使属性值在同一范围内操

作［３３］，其规范化处理过程如式（２）和（３）表示：

狇′犻犽＝

狇犻犽－狇
ｍｉｎ
犻犽

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若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０

１， 若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

烅

烄

烆 ０

（正向属性）

（２）

狇′犻犽＝

狇
ｍａｘ
犻犽 －狇犻犽

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若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０

１， 若狇
ｍａｘ
犻犽 －狇

ｍｉｎ
犻犽 ＝

烅

烄

烆 ０

（负向属性）

（３）

其中狇犻犽表示原子服务狊犻在第犽个ＱｏＳ属性上的值，

狇
ｍｉｎ
犻犽 ＝ｍｉｎ

狊犻∈犜

（狇犻犽）表示任务犜中所有原子服务在第犽个

ＱｏＳ属性上的最小值，狇
ｍａｘ
犻犽 ＝ｍａｘ

狊犻∈犜

（狇犻犽）表示任务犜中

所有原子服务在第犽个ＱｏＳ属性上的最大值．

２４　基于犉犃犎犘的多维犙狅犛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

２．４．１　基本概念及命题

基于文献［１５，３４］，给出以下基本概念及命题．

（１）原子服务集合．犛＝ 狊１，狊２，…，狊｛ ｝犿 ，其中狊犻

（１犻犿）表示第犻个原子服务，犿∈!

＋表示该集

合中原子服务的个数．

（２）弱序关系“·”．设犛＝｛狊１，狊２，…，狊犿｝是一个

原子服务集合，定义弱序关系·为犛上的一个二元

关系，则对于犛中的任意两个原子服务狊犻和狊犼满足：

①连通性．狊犻，狊犼∈犛，狊犻·狊犼或狊犼·狊犻或两者都

满足；

②传递性．狊犻，狊犼，狊犽∈犛，若狊犻·狊犼且狊犼·狊犽，则

狊犻·狊犽；

③无差异性．狊犻狊犼当且仅当狊犻·狊犼且狊犼·狊犻．

（３）设“·”是犛上的弱序关系，则存在实值的序

数效用函数犳，对狊犻，狊犼∈犛，有犳（狊犻）犳（狊犼）

狊犻·狊犼；且

①若狋是犳 的严格单增函数，则有狋（犳（狊犻））

狋（犳（狊犼））狊犻·狊犼；

②若犵＝犳１＋犳２，其中犳犻（犻＝１，２）是序数效用

函数，则有犵（狊犻）犵（狊犼）狊犻·狊犼．

２．４．２　多维ＱｏＳ向量及犛上的序数效用函数

定义１（多维ＱｏＳ向量）．　定义一个２狀维可扩

充的向量：犙狅犛＝（狇１，狇２，…，狇狀，犳犻犱狇１，犳犻犱狇２，…，

犳犻犱狇狀）为多维ＱｏＳ向量，其中前狀个分量狇犻（犻＝１，

２，…，狀）为狀个 ＱｏＳ客观属性值（其数据为服务提

供者公布或第３方监测得到），后狀个分量犳犻犱狇犻
（犻＝１，２，…，狀）为其相应 ＱｏＳ属性的主观评价值

（其数据来自服务使用者的评价）．

定义２（犛上的序数效用函数）．设犳１（狇１（狊犻）），

犳２（狇２（狊犻）），…，犳狀（狇狀（狊犻））分别是原子服务集犛＝

｛狊１，狊２，…，狊犿｝上满足弱序关系“·”的实值序数效用

函数，则单调递增复合函数犳（狊）＝犳（犳１（狇１（狊犻）），

犳２（狇２（狊犻）），…，犳狀（狇狀（狊犻）））是犛上的序数效用函数．

２．４．３　原子服务局部最优的排序原则

定义３． 设有犛，犙狅犛，犳犽（狇犽（狊犻）），犽＝１，２，…，狀，

则狊１，狊２，…，狊犿以犳（狊）的值为排序数值尺度．为简便

起见，可选取严格单调递增的线性函数作为每个ＱｏＳ

属性的序数效用函数，即犳犽（狇犽（狊犻））＝ω犽·狇犽（狊犻），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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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狀．

定义４．　设犎＝［犺犻犼］犿×狀表示ＱｏＳ属性矩阵，

其中犺犻犼＝狇犻（狊犼）是服务狊犼∈犛 在 ＱｏＳ属性狇犻∈

｛狇１，狇２，…，狇狀｝的取值，设犔是犎 经过去模糊化及规

范化后的标准矩阵，将犔 进行行分块，得到犔＝

［犔１，犔２，…，犔犿］
Ｔ，取犳（狊犻）＝∑

狀

犼＝１

ω犼·狇犼（狊犻）＝犔犻·ω，

则狊犻·狊犼犔犻·ω犔犼·ω，ω＝（ω１，ω２，…，ω狀）
Ｔ，犻，犼＝

１，２，…，犿．

２．４．４　建立多维ＱｏＳ的ＦＡＨＰ层次结构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美国运筹学家Ｓａｔｔｙ创立

的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３５］，该方法将定性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既能有效地分析目标评价准则相关体系

层次之间的非序列关系，又能有效地综合度量决策

者的比较和判断．ＦＡＨＰ
［３２］是对传统 ＡＨＰ的一种

改进，它提出了一种更为合理、科学的权向量计算方

法，并且可以根据参数的选择来调整决策者对权重

的分辨能力．下面给出多维 ＱｏＳ的ＦＡＨＰ层次结

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多维ＱｏＳ的ＦＡＨＰ层次结构

３　模型求解

求解步骤如（１）～（５）．

（１）构造各层次的成对比较矩阵．记Ｂ层对 Ａ

层的成对比较矩阵为犘＝
狆１１，狆１２

狆２１，狆
［ ］

２２ ２×２

，其中狆１２表

示客观属性值相对于主观评价值的重要程度，狆２１则

相反；在大部分情况下，可取狆１２＝狆２１＝１，即它们在

局部最优的服务选择模型中同等重要．狇层对Ｂ层

的成对比较矩阵为

犙
１
＝

狇
１

１１ 狇
１

１２
… 狇

１

１狀

狇
１

２１ 狇
１

２２
… 狇

１

２狀



狇
１
狀１ 狇

１
狀２

… 狇
１

熿

燀

燄

燅狀狀 狀×狀

和

犙
２
＝

狇
２

１１ 狇
２

１２
… 狇

２

１狀

狇
２

２１ 狇
２

２２
… 狇

２

２狀



狇
２
狀１ 狇

２
狀２

… 狇
２

熿

燀

燄

燅狀狀 狀×狀

，

其中狇
１

犻犼＝
狇′犻

狇′犼
，狇′犻和狇′犼分别是狇犻和狇犼标准化后的均

值；狇
２

犻犼＝
犳犻犱′狇犻

犳犻犱′狇犼
，犳犻犱′狇犻和犳犻犱′狇犼分别是犳犻犱狇犻和犳犻犱狇犼标

准化后的均值．

（２）判断以上各成对比较矩阵的一致性．

定义５（一致性矩阵）．　如果一个成对比较矩

阵犃＝［犪犻犼］狀×狀满足

犪犻犼·犪犼犽 ＝犪犻犽，犻，犼，犽＝１，２，…，狀 （４）

则犃称为一致性矩阵，简称一致阵
［３５］．

对于二阶成对比较矩阵犘，因为狆１２＝
１

狆２１
，狆２１＝

１

狆１２
，故有狆１２·狆２１＝１＝狆１１，狆２１·狆１２＝１＝狆２２，满足

式（４），即犘为一致阵．

对于犙
１，犙

２，因狇
１
犻犽＝

狇′犻

狇′犽
＝
狇′犻

狇′犼
·
狇′犼

狇′犽
＝狇

１
犻犼
·狇

１
犼犽
，

狇
２
犻犽＝
犳犻犱′狇犻

犳犻犱′狇犽
＝
犳犻犱′狇犻

犳犻犱′狇犼
·
犳犻犱′狇犼

犳犻犱′狇犽
＝狇

２
犻犼
·狇

２
犼犽
，均满足式（４），

故犙
１，犙

２也是一致阵．

（３）将犘、犙
１、犙

２转化为模糊一致阵．

定理１．　若犃＝［犪犻犼］狀×狀是一致的成对比较矩

阵，则犚＝［狉犻犼（α）］狀×狀，（α８１）是模糊一致判断矩

阵．这里狉犻犼（α）＝ｌｏｇα犪犻犼＋０．５，α８１
［３６］．

定理１提供了一种将一致阵转化为模糊一致阵

的方法，这里要求α８１是为了保证０狉犻犼（α）１；

在本文的计算中，我们取α＝２４３．

模糊标度值的大小依赖于决策者对α（α８１）取

值的选择，特别地，ｌｉｍ
α→∞
ｌｏｇα狓＝０，１／９狓９；这样，

一个一致阵犃＝［犪犻犼］狀×狀对应一族模糊一致阵犚＝

［狉犻犼（α）］狀×狀，其中狉犻犼（α）＝ｌｏｇα犪犻犼＋０．５，α８１．

由定理１，犘、犙
１、犙

２对应的模糊一致阵分别为

犚犘＝［ｌｏｇα狆犻犼＋０．５］２×２，犚犙１ ＝［ｌｏｇα狇
１
犻犼＋０．５］狀×狀，

犚犙２＝［ｌｏｇα狇
２
犻犼＋０．５］狀×狀．

（４）计算各层次模糊权向量及组合模糊权向量．

定义６（层次模糊权向量的确定）．

设犚＝［狉犻犼］狀×狀为模糊一致阵，则其权向量ω＝

（ω１，ω２，…，ω狀）
Ｔ可由下面约束规划问题确定［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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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

ｍｉｎ狕＝∑
狀

犻＝１
∑
狀

犼＝１

（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
２

ｓ．ｔ．∑
狀

犼＝１

ω犼＝１，ω犼＞０，犼＝１，２，…，

烅

烄

烆 狀

（５）
这里β＞１．

为求解权向量ω＝（ω１，ω２，…，ω狀）
Ｔ，可将约束

规划问题（Ｐ１）应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转化为下述无约

束规划问题（Ｐ２）：

ｍｉｎ犔（ω，λ）＝∑
狀

犻＝１
∑
狀

犼＝１

（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
２
＋

２λ ∑
狀

犼＝１

ω犼－（ ）１ ，

令犔
（ω，λ）

ω犻
＝０，可得

４∑
狀

犼＝１

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

ω犻ｌｎβ
＋２λ＝０，

整理得

２∑
狀

犼＝１

（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λω犻ｌｎβ＝０，

犻＝１，２，…，狀，

于是有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２（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λω犻ｌｎ［ ］β ＝０．

　　由于模糊成对比较矩阵的所有元素之和为

狀２／２
［３６］及∑

狀

犼＝１

ω犼＝１，可得λｌｎβ＝０，而β＞１，从而λ＝０．

于是可由下列方程组

∑
狀

犼＝１

（ｌｏｇβω犻－ｌｏｇβω犼＋０．５－狉犻犼）
２
＝０

∑
狀

犻＝１

ω犻 ＝１， ω犻＞

烅

烄

烆 ０

解得

ω犻 ＝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犻犼

∑
狀

犽＝１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犽犼

，犻＝１，２，…，狀 （６）

　　权重ω犻 ＝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犻犼

∑
狀

犽＝１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犽犼

，犻＝１，２，…，狀是底数β

（β＞１）的函数，因而对于犚＝［狉犻犼］狀×狀，有一族权重

向量：

犠＝｛（ω１（β），ω２（β），…，ω狀（β））
Ｔ
狘ω犻（β）＝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犻犼

∑
狀

犽＝１
β

１
狀∑
狀

犼＝１

狉犽犼

，

β＞１，犻＝１，２，…，狀｝ （７）

　　
ω犻（β）

ω犼（β）
是关于β的严格增函数，且ｌｉｍ

β→∞

ω犻（β）

ω犼（β）
＝

∞，ｌｉｍ
β→１

ω犻（β）

ω犼（β）
＝１，这也说明可以通过增大β的值来

提高各权重大小的分辨率，当β很大时，某些权重值

会趋于零，这样会不利于计算机处理．因此β的取值

可根据决策者的偏好而定．

权重向量的分量排序与β的取值无关，但可以

通过调整β的取值来调整各权重大小的分辨率．下

面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设犚＝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７３８ ０．４０７０

０．４２７１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２

熿

燀

燄

燅０．５９３３ ０．６６６８ ０．５０００

为一个模

糊一致阵，分别取β＝ｅ，β＝ｅ
１０，β＝ｅ

２０，则可求得对

应的权向量分别为

ω（ｅ）＝ （０．３３０４，０．３０７０，０．３６２６），

ω（ｅ
１０）＝ （０．２４９０，０．１１９４，０．６３１６），

ω（ｅ
２０）＝ （０．１３０５，０．０３０，０．８３９５）．

　　可以看出：一方面，权向量的分量排序（第３个

分量、第１个分量、第２个分量）与β的取值无关；另

一方面，随着β取值的增大，各分量值的差距（分辨

率）越来越大，最大的分量值会接近于１，而最小的

分量值则会接近于０．

具体来说，在局部最优服务选择的决策模型

中，由于权向量各分量值代表着各 ＱｏＳ属性的权

重，则决策者（服务提供者或服务使用者）可根据

自己的偏好和侧重来调整β的取值，以使决策方案

更符合自己的需要．例如，若在ＱｏＳ属性的权向量

中，其可靠性、可用性权重较大，而执行代价、执行

时间权重较小，此时，决策者可根据后续计算或决

策（原子服务筛选，组合服务全局最优等）的需要，

若更注重服务的可靠性及可用性，则可增大β的取

值来放大相应属性的权重，而同时减小其他属性的

权重．

定义７（组合模糊权向量的确定）．

设犚犘的权向量为（ω
犚犘
１
，ω

犚犘
２
）Ｔ，犚犙

１
的权向量为

（ω
犚犙
１

１
，ω
犚犙
１

２
，…，ω

犚犙
１

狀
）Ｔ，犚犙

２
的权向量为（ω

犚犙
２

１
，ω
犚犙
２

２
，…，

ω
犚犙
２

狀
）Ｔ，则组合模糊权向量为ω＝（ω１，ω


２，…，ω


狀），

ω

犻＝ω

犚犙
１

犻
·ω

犚犘
１ ＋ω

犚犙
２

犻
·ω

犚犘
２
，犻＝１，２，…，狀．

表１给出了各层次权向量和组合权向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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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层次权向量和组合权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权向量（犅对犃） ω
犚
犘
１ ω

犚
犘
２

权向量

（狇对犅）

犅层
狇层

客观数据（犅１） 主观数据（犅２）
组合权向量（狇对犃）

属性狇１ ω
犚
犙
１１ ω

犚
犙
２１ ω１＝ω

犚
犙
１１
·ω

犚
犘
１ ＋ω

犚
犙
２１
·ω

犚
犘
２

属性狇２ ω
犚
犙
１２ ω

犚
犙
２２ ω２＝ω

犚
犙
１２
·ω

犚
犘
１ ＋ω

犚
犙
２２
·ω

犚
犘
２

… … … …

属性狇狀 ω
犚
犙
１狀 ω

犚
犙
２狀 ω狀＝ω

犚
犙
１狀
·ω

犚
犘
１ ＋ω

犚
犙
２狀
·ω

犚
犘
２

　　（５）计算各候选服务的序数效用函数并排序．

由定义４，计算每个候选服务的序数效用函数

犳（狊犻）＝∑
狀

犼＝１

ω犼·狇犼（狊犻）＝犔犻·ω，按其值大小进行排序，

即可得到局部最优的候选服务．

４　实验分析

旅游业务集成是服务消费的一种典型场景，它通

过集成分布在互联网上的服务为出行规划提供支持，

因此可构建旅游业务集成的有向无环图犌（犈，犞），

包括以下几种活动：旅游路线选择 ＷＳ１、国内飞机

预定 ＷＳ２、国际飞机预定 ＷＳ３、旅游胜地选取 ＷＳ４

和汽车租赁 ＷＳ５
［３７］．我们将以 ＷＳ４为例，生成满足

服务功能需求的１０个候选服务作为原子服务，采

用基于ＦＡＨＰ的多维ＱｏＳ模型求出局部最优的候

选服务．实验环境是ＣＰＵ 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５４２００ｕ，

１．６ＧＨｚ，内存为４ＧＢ的ＡＳＵＳＹ４８１Ｌ，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并利用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数学软件．

４１　基于犉犃犎犘的多维犙狅犛局部最优选择

为了直观地与文献［１５］中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方

法进行比较，我们采用４个ＱｏＳ属性狇ｃｏｓｔ、狇ｔｉｍｅ、狇ｒｅｌ

及狇ａｖ组成八维ＱｏＳ向量：犙狅犛＝（狇ｃｏｓｔ，狇ｔｉｍｅ，狇ｒｅｌ，狇ａｖ，

犳犻犱狇ｃｏｓｔ，犳犻犱狇ｔｉｍｅ，犳犻犱狇ｒｅｌ，犳犻犱狇ａｖ），随机生成的１０个候

选 Ｗｅｂ服务的服务质量信息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０个候选 犠犲犫服务的服务质量信息

狇ｃｏｓｔ 狇ｔｉｍｅ 狇ｒｅｌ 狇ａｖ 狇ｆｉｄ

狊１ ０．１４ １７５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９０ ０．９５

狊２ ０．２０ １５０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９３ ０．９２

狊３ ０．１０ １５８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９１

狊４ ０．１５ １５２ ０．８５ ０．９５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８

狊５ ０．１８ １６５ ０．９２ ０．９８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５

狊６ ０．２０ １７５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０

狊７ ０．１５ １９０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９５

狊８ ０．１６ １５５ ０．８８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８８ ０．９５ ０．９５

狊９ ０．１８ １５０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９５

狊１０ ０．１５ １４５ ０．９２ ０．８８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９０

　　将服务质量信息数据作规范化处理，如表３所示．

表３　经过规范化处理后的１０个候选 犠犲犫
服务的服务质量信息

狇ｃｏｓｔ 狇ｔｉｍｅ 狇ｒｅｌ 狇ａｖ 狇ｆｉｄ

狊１ ０．６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 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０００

狊２ ０ ０．８８８９ １．０ １．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５７１４

狊３ １．００ ０．７１１１ ０．７ ０．３ ０．７１４３ ０ ０ ０．４２８６

狊４ ０．５０ ０．８４４４ ０ ０．７ ０．２１４３ ０．５０ ０ ０

狊５ ０．２０ ０．５５５６ ０．７ １．０ 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狊６ 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 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 ０．４０ ０．２５８７

狊７ ０．５０ ０ ０．９ ０．４ ０．７１４３ １．０ 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狊８ ０．４０ ０．７７７８ ０．３ ０．８ ０．７１４３ ０．３０ １．００ ０．２５８７

狊９ ０．２０ ０．８８８９ ０．７ ０．４ ０．５０００ ０．７０ ０ １．００００

狊１０ ０．５０ １ ０．７ 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５８７

Ａｖ ０．３９ ０．６３３３ ０．６ ０．５ ０．６０７１ ０．５７ ０．３８ ０．５８５７

（１）建立ＦＡＨＰ层次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八维服务质量的ＦＡＨＰ层次结构

（２）构造各层次成对比较矩阵并计算其模糊一

致阵．

犘＝
１ １［ ］
１ １

，

犙１ ＝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５８ ０．６５００ ０．７８００

１．６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５ １．２６６６

１．５３８５ ０．９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熿

燀

燄

燅１．２８２１ ０．７８９５ ０．８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

犙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５１ １．５９７６ １．０３６５

０．９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０．９７３２

０．６２５９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４８８

熿

燀

燄

燅０．９６４８ １．０２７５ １．５４１３ １．００００

，

犚犘 ＝
０．５ ０．５［ ］
０．５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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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犙
１
＝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１１７ ０．４２１６ ０．４５４８

０．５８８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９８ ０．５４３０

０．５７８４ ０．４９０２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３３２

熿

燀

燄

燅０．５４５２ ０．４５７０ ０．４６６８ ０．５０００

，

犚犙
２
＝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１１５ ０．５８５３ ０．５０６５

０．４８８５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７３８ ０．４９５０

０．４１４７ ０．４２６２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２１２

熿

燀

燄

燅０．４９３４ ０．５０４９ ０．５７８８ ０．５０００

．

　　（３）利用式（６）计算犚犘，犚犙
１
，犚犙

２
的权向量及组

合权向量，这里取β＝ｅ
１０（β的值可根据决策者的偏

好和侧重调整），则有

ω犚
狆
＝ （０．５，０．５），

ω犚犙
１
＝ （０．１３９３，０．３３６７，０．３０５１，０．２１８９），

ω犚犙
２
＝ （０．３０８２，０．２７１７，０．１３１４，０．２８８７），

ω

＝ （０．２２３８，０．３０４２，０．２１８３，０．２５３８）．

　　（４）根据定义４计算各候选服务的序数效用函

数值并排序，得到局部最优原子服务．

由犳（狊犻）＝犔犻·ω
，可得各个服务的效用函数

值为

犳（狊１）＝０．４４６３，犳（狊２）＝０．７４２４，犳（狊３）＝０．６６９０，

犳（狊４）＝０．５４６４，犳（狊５）＝０．６２０３，犳（狊６）＝０．２１０５，

犳（狊７）＝０．４０９８，犳（狊８）＝０．５９４６，犳（狊９）＝０．５６９４，

犳（狊１０）＝０．５６８８．

　　可得服务排序是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

狊１·狊７·狊６．

４２　决策结果的对比分析、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４．２．１　不同赋权模式下决策结果的对比分析

由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在ＦＡＨＰ赋权模式下，

候选服务狊２是最优的选择，从表２也可以看出，狊２的

可靠性和可用性是最高的，而且执行时间也较少，进

一步可以看到，这３个属性的相应评价也较高，故其

客观数据的真实性也较高；另一方面，狊６的序数效用

函数值最低，是最差的候选服务，原因在于它的执行

时间最长，可用性最低，而且可靠性也不高．在文献

［１５］的３种赋权模式下，狊２和狊６也分别是最优和最

差的服务，可见在本文ＦＡＨＰ赋权模式下狊２的最优

性与狊６的最差性与文献［１５］是一致的，这说明了本

文模型的有效性．但是，在文献［１５］的赋权模式下，

狊５优于狊３，这与本文的结果有所不同．虽然从表２的

前几列数据来看，狊３的可用性最低，执行时间及可靠

性也不是最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表２的后几列

数据看到，这几个属性相应的真实度也不高，而且其

中有两个是最低的，由于文献［１５］的赋权模式均只

使用了客观数据（表２的第２列至第５列数据）进行

排序计算，未考虑到客观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数据如

果不是来自于第３方监测，则 ＱｏＳ数据的真实性就

难以保证），这样一来，仅以客观数据为排序依据得

到的候选服务排序还有待进一步确定，而以综合考

虑了两种数据的ＦＡＨＰ赋权模式计算得到的候选

服务排序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为了便于直观的比较，现将由几种不同赋权

模式得到的候选 Ｗｅｂ服务效用值用表４及图６表

示出来，如下（其中前３种赋权模式的数据来自于文

献［１５］）．

表４　几种不同赋权模式下的候选 犠犲犫服务效用值

效用值

主客观

赋权模式

客观

赋权模式

主观

赋权模式
ＦＡＨＰ
赋权模式

狊１ ０．３３８８ ０．４１０５ ０．３８１９ ０．４４６３

狊２ ０．７７６６ ０．７４００ ０．７８６９ ０．７４２４

狊３ ０．４９０８ ０．６０１２ ０．５７１９ ０．６６９０

狊４ ０．４９３０ ０．４４９０ ０．５２３２ ０．５４６４

狊５ ０．５９０８ ０．５８７２ ０．６０３２ ０．６２０３

狊６ ０．２５５８ ０．２５２３ ０．２６０８ ０．２１０５

狊７ ０．３０８１ ０．４００１ ０．３１２７ ０．４０９８

狊８ ０．５１９４ ０．５２１７ ０．５７１３ ０．５９４６

狊９ ０．５９５２ ０．５８１３ ０．６３４５ ０．５６９４

狊１０ ０．５５６５ ０．５８３６ ０．６２３４ ０．５６８８

图６　不同赋权模式下的候选 Ｗｅｂ服务的比较

从图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赋权模式下，狊２的表

现都是最突出的，狊３和狊５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某些情

况下，若并不严苛地要求选择局部最优的一个候选

服务，而是较优的几个候选服务，则由上图便可直观

地从中选择较优的几个，例如狊２，狊３和狊５．另一方面，

在不同的赋权模式下，狊１，狊６和狊７的表现都是比较差

的，由表２可以看出这也是较符合实际的，狊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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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最大，狊７的执行时间最长，狊１的执行时间较长，

可靠性和可用性较低，而且其各项指标的真实性也

较高．在全局最优服务选择的模型中，可以先将局部

ＱｏＳ最差的几个候选服务剔除，这样一来，可以大

大减少服务聚合的求解空间，提高求解效率和服务

聚合的成功率．

图７给出了各候选服务的服务质量属性及其相

应真实度之间的比较，图表中的第２个纵轴坐标为

真实度，可以直观地看出，狊２的可靠性及可用性最

高，且相应真实度较高；执行时间中等，但相应真实

度不高．由此可见，基于ＦＡＨＰ赋权模式得到的狊２

的局部最优性是比较复合实际的．

图７　各服务的ＱｏＳ属性及其相应真实度的比较

选取在４种不同赋权模式下排序在前４位的候

选服务，分别计算执行代价、执行时间、可靠性和可

用性的平均值来比较不同决策模式的优劣，具体计

算结果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与前３种赋权模式相

比，ＦＡＨＰ赋权模式在可用性上达到最优，执行代

价较优，在执行时间及可靠性上与前３种赋权模式

基本持平，既体现了服务质量的客观特性，又反映了

用户对其相应服务质量属性的主观评价，可见，该模

式展示了良好的中间特性，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图８　４种赋权模式比较

４．２．２　参数β对决策结果的敏感性分析

下面分析参数β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现分别计

算在不同β取值下的层次权向量、组合权向量、各候

选服务效用函数值及排序，其结果列于表５、表６、

表７及图９．

　　从表５及表６可以看出，随着β取值的增大，一

方面，层次权向量及组合权向量各分量间的数值差

距越来越大，通俗地说，就是数值大的变得更大，数

值小的变得跟小，即“优劣”更明显化；另一方面，β
的取值对候选服务排序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微小，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狊９和狊１０的排序上．从表２也可

６００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表５　层次权向量随β取值的变化

β
ω犚犙

１
ω犚犙

２

ｅ （０．２３７０，０．２５８８，０．２５６３，０．２４７９） （０．２５６５，０．２５３２，０．２３５５，０．２５４８）

ｅ２ （０．２２４３，０．２６７６，０．２６２４，０．２４５６） （０．２６２８，０．２５６２，０．２２１６，０．２５９４）

ｅ３ （０．２１２２，０．２７６５，０．２６８４，０．２４３０） （０．２６９０，０．２５９０，０．２０８３，０．２６３８）

ｅ４ （０．２００４，０．２８５２，０．２７４２，０．２４０１） （０．２７５０，０．２６１５，０．１９５５，０．２６７９）

ｅ５ （０．１８９１，０．２９４０，０．２７９９，０．２３７１） （０．２８０９，０．２６３８，０．１８３４，０．２７１９）

ｅ６ （０．１７８２，０．３０２６，０．２８５３，０．２３３８） （０．２８６７，０．２６５８，０．１７１９，０．２７５７）

ｅ７ （０．１６７８，０．３１１３，０．２９０６，０．２３０３） （０．２９２３，０．２６７６，０．１６０９，０．２７９２）

ｅ８ （０．１５７９，０．３１９８，０．２９５６，０．２２６７） （０．２９７８，０．２６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８２６）

ｅ９ （０．１４８４，０．３２８３，０．３００５，０．２２２９） （０．３０３１，０．２７０５，０．１４０７，０．２８５７）

ｅ１０ （０．１３９３，０．３３６６，０．３０５１，０．２１８９） （０．３０８２，０．２７１７，０．１３１４，０．２８８７）

ｅ１１ （０．１３０７，０．３３３９，０．３０９６，０．２１４９） （０．３１３３，０．２７２７，０．１２２６，０．２９１５）

ｅ１２ （０．１２２５，０．３５３１，０．３１３８，０．２１０７） （０．３１８１，０．２７３４，０．１１４３，０．２９４１）

ｅ１３ （０．１１４７，０．３６１１，０．３１７８，０．２０６４） （０．３２２９，０．２７４０，０．１０６５，０．２９６５）

ｅ１４ （０．１０７３，０．３６９０，０．３２１６，０．２０２１） （０．３２７５，０．２７４４，０．０９９２，０．２９８８）

ｅ１５ （０．１００３，０．３７６８，０．３２５２，０．１９７７） （０．３３２０，０．２７４７，０．０９２４，０．３００９）

ｅ１６ （０．０９３７，０．３８４５，０．３２８６，０．１９３２） （０．３３６４，０．２７４８，０．０８５９，０．３０２９）

ｅ１７ （０．０８７５，０．３９２１，０．３３１８，０．１８８７） （０．３４０６，０．２７４８，０．０７９９，０．３０４７）

ｅ１８ （０．０８１６，０．３９９５，０．３３４７，０．１８４２） （０．３４４７，０．２７４６，０．０７４３，０．３０６４）

ｅ１９ （０．０７６１，０．４０６８，０．３３７５，０．１７９６） （０．３４８７，０．２７４４，０．０６９０，０．３０７９）

ｅ２０ （０．０７０９，０．４１３９，０．３４０１，０．１７５１） （０．３５２６，０．２７４０，０．０６４０，０．３０９３）

表６　组合权向量及服务排序随β取值的变化

β ω 候选服务排序

ｅ （０．２４６７，０．２５６０，０．２４５９，０．２５１４）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２ （０．２４３６，０．２６１９，０．２４２０，０．２５２５）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３ （０．２４０６，０．２６７７，０．２３８３，０．２５３４）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４ （０．２３７７，０．２７３４，０．２３４９，０．２５４０）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５ （０．２３５０，０．２７８９，０．２３１６，０．２５４５）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６ （０．２３２５，０．２８４２，０．２２８６，０．２５４７）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７ （０．２３００，０．２８９４，０．２２５７，０．２５４８）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８ （０．２２７８，０．２９４５，０．２２３１，０．２５４６）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９ （０．２２５７，０．２９９４，０．２２０８，０．２５４３）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０ （０．２２３８，０．３０４２，０．２１８３，０．２５３８）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１ （０．２２２０，０．３０８８，０．２１６１，０．２５３２）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２ （０．２２０３，０．３１３２，０．２１４１，０．２５３４）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９·狊１０·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３ （０．２１８８，０．３１７６，０．２１２２，０．２５１５）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４ （０．２１７４，０．３２１７，０．２１０４，０．２５０４）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５ （０．２１６１，０．３２５８，０．２０８８，０．２４９３）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６ （０．２１５０，０．３２９７，０．２０７３，０．２４８０）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７ （０．２１４０，０．３３３４，０．２０５８，０．２４６７）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８ （０．２１３２，０．３３７１，０．２０４５，０．２４５３）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１９ （０．２１２４，０．３４０６，０．２０３２，０．２４３８）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ｅ２０ （０．２１１８，０．３４３９，０．２０２１，０．２４２２） 狊２·狊３·狊５·狊８·狊１０·狊９·狊４·狊１·狊７·狊６

表７　候选服务效用函数值随β取值的变化

β
候选服务效用函数值

狊１ 狊２ 狊３ 狊４ 狊５ 狊６ 狊７ 狊８ 狊９ 狊１０

ｅ ０．４６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５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５５

ｅ２ ０．４６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５

ｅ３ ０．４５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５６

ｅ４ ０．４５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５６

ｅ５ ０．４５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５５

ｅ６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５９ ０．５６ ０．５５

ｅ７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５９ ０．５６ ０．５５

ｅ８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５９ ０．５６ ０．５５

ｅ９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６

ｅ１０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６

ｅ１１ 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５６

ｅ１２ ０．４４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５６

ｅ１３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５８

ｅ１４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５８

ｅ１５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５８

ｅ１６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９

ｅ１７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９

ｅ１８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５９

ｅ１９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２２ ０．３９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５９

ｅ２０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７ ０．６２ ０．２２ ０．３８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５９

７００２１０期 李　玲等：一种基于ＦＡＨＰ的多维ＱｏＳ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



图９　候选服务效用函数值随β取值的变化

以看出，狊９和狊１０的各项数据十分接近，狊９的可用性及

其相应真实度高于狊１０，但狊１０的执行代价优于狊９，所

以当β的取值变化导致可用性属性的权重增加时，

狊９就优于狊１０；类似地，当β的取值变化导致执行代价

属性的权重增加时，狊１０就优于狊９．由此可见，参数β
取值的变化不会影响候选服务中较优及较差服务的

排序，但会影响中间服务的排序，其效用函数值也会

随β取值的变化明显波动，如图９所示．

在局部最优服务选择的决策过程中，若决策者

（服务使用者或提供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侧重

选取或剔除某些候选服务，就可通过调整β的取值

来改变相应属性的权重，从而改变相应服务的效用

函数值及排序，为后续全局最优服务选择提供动态

的决策模式．

４３　局部最优服务选择对全局最优服务选择的影响

假设 Ｗｅｂ组合服务规划中包含犖 项任务，而

每项任务存在犕 个原子服务可供选择，那么总共有

犕犖个组合方案，从中选出最优方案是一个ＮＰ难问

题．通过局部服务质量优化一方面可以缩小 Ｗｅｂ服

务组合的候选服务空间，提高 Ｗｅｂ服务组合效率，

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需要保留质量较优的候选 Ｗｅｂ

服务参与后续的服务组合评估或提前剔除质量较差

的 Ｗｅｂ服务，以此更好地促进服务组合的整体优化．

ＬＯＩＰ是一种基于局部质量优化的 Ｗｅｂ服务

组合方法［１６］，先通过局部优化找出每个任务节点的

优秀 Ｗｅｂ服务犺个（犺＜犕）作为相应任务节点的新

候选服务空间，将服务组合问题转化为一个等价的整

数规划问题，根据整数规划理论［３８］，此时该问题的时

间复杂度为犗（２犖×犺），远低于没经过局部优化的全

局优化问题的时间复杂度犗（２犖×犕）．与Ｇｌｏｂａｌ
［１９］方

法和 Ｈｙｂｒｉｄ
［３９］方法相比，ＬＯＩＰ方法在服务聚合

成功率和时间代价上都略占优势［１６］．本文提出的基

于ＦＡＨＰ的服务质量局部最优选择模型为以局部最

优为基础的全局最优选择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局部

优化方法，该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并且

能更好地体现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双方的偏好和

侧重．

５　结束语

本文针对基于ＱｏＳ的 Ｗｅｂ服务局部最优选择

问题，旨在更全面地考量ＱｏＳ属性对服务最优选择

的影响，进而提高服务组合效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ＦＡＨＰ的多维ＱｏＳ局部最优服务选择模型，其主要

创新点有：（１）构造了以 ＱｏＳ属性和其相应的真实

度属性作为双重属性的模糊层次结构，较为全面地

考量ＱｏＳ的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２）建立了以

ＦＡＨＰ赋权的动态决策模式，使决策者可根据各自

的偏好和侧重调整 ＱｏＳ属性的权重；（３）通过权向

量分辨率的调整，可为后续全局最优服务选择模型

提供更多的决策模式，进而提高聚合服务的成功率．

下一步，我们将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各ＱｏＳ属

性的不确定性及其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改进决策模

式，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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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２，６（６）：７２７５

［１０］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Ｊ，ＥｄｍｏｎｄＤ，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ＡＴ．Ｗｈａｔ’ｓｉｎ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０２，１２（２）：１１７１３３

［１１］ ＡｌｒｉｆａｉＭ，ＳｋｏｕｔａｓＤ，Ｒｉｓｓｅ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ｓｋｙｌｉ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

ＱｏＳｂａｓｅ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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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Ｑ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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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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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ＡｒｄａｇｎａＤ，ＰｅｒｎｉｃｉＢ．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ｅｘｉ

ｂ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３３（６）：３６９３８４

［２３］ ＰａｒｅｊｏＪＡ，Ｓｅｇｕｒａ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Ｐ，ＲｕｉｚＣｏｒｔéｓＡ．ＱｏＳ

ａｗａｒｅ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ＳＰ ｗｉｔｈｐ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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