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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化媒体用户评论行为的属性推断

刘　云
１）

　孙宇清
１），２）

　李明珠
１）

１）（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字媒体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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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用户网络行为进行属性推断，在个性化推荐、市场营销和提升平台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现有工作主要针对浏览行为、社交行为等可追踪用户身份的网络行为进行属性推断，而评论性网站用户多为匿

名身份，其网络评论行为数据具有碎片化、信息价值含量低和不平衡的特点，且用户群体的属性分布严重不均衡，

这些问题给用户属性推断带来挑战．文中引入客体信息、环境信息和语义知识库，辅助用户特征建模，增加了用户

评论行为的语义内涵，缓解了用户行为数据量不平衡性和稀疏性问题；基于信息增益度量特征，提出了面向概率性

特征选择的两种代表性算法的改进策略：概率包裹式特征选择和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在解决特征空间高维问题，

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数据噪音影响；提出了面向小比例类型数据的差异性特征选择和迭代式增强学习算法，集

成多个特征相关的分类器，既保留了重要特征信息，也给低价值特征提供了小概率选择机会．分别使用真实的中文

和英文数据集验证该文方法，包括不同的行为建模方式和特征筛选方法，以及不同参数和用户属性分布不平衡问

题对属性推断的影响，并和其他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该文方法更为有效．

关键词　社会化媒体；属性推断；语义分析；用户行为；概率特征选择；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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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ｕｓｅ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　引　言

社会化媒体平台是指为用户提供诸如评论、投

票、反馈、分享等功能的在线媒体，像凤凰网等新闻

网站、亚马逊和淘宝等电商网站、豆瓣等电影评论网

站．用户网络评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

公开性和可用性特点，群体意见为其他用户在决定

购买产品或使用服务时提供了参考，形成一种动态

的群体协同环境．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希望通过

这些信息理解用户行为，分析用户属性分布和偏好，

为其产品设计、管理决策和营销活动提供参考，为第

三方机构、其他商家或者政府的服务水平提升、公众

舆论细粒度评估提供帮助，也为侦查网络犯罪、锁定

目标人群提供辅助分析．这些工作近期也引起了国

际学术界的关注，在ＡＡＡＩ、ＩＣＤＥ等人工智能和数

据挖掘方面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均有工作

讨论用户行为和属性推断［１５］．因此，基于社会化媒体

用户评论行为进行属性推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大多数用户出于对隐私

安全的考虑，倾向于隐瞒个人信息，而使用匿名身

份．现有针对社交网络用户行为进行属性推断的相

关工作不再适用，如Ｋｏｓｉｎｓｋｉ等人根据电话和短信

记录并结合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关注信息来推断个人属

性［６］；Ｓｈａｎｅ等人依据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用户评

论、网络结构、用户关系等信息进行属性推断［７８］，上

述工作均是基于社交网络中稳定的用户关系数据的

分析方法．在更为宽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用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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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没有明确关系，许多学者研究直接利用用户网络

行为推断属性［９１０］，如Ｈｏｌｂｒｏｏｋ等人研究用户年龄

和性别等因素对网络行为偏好的影响，发现娱乐新

闻更吸引女性，而男性更喜欢浏览体育新闻［１１］；

Ｔｏｒｒｅｓ等人通过用户的网页浏览记录如点击行为

或者查询日志推断用户的人口统计特征［９１２］．这类

工作仅从用户访问行为本身进行分析，不适用于具

有用户评论数据碎片化、价值含量低等特点的社会

化媒体平台．社会化媒体用户通常以匿名身份进行

评论，用词较为随意，评论行为数量统计也呈现长尾

分布，并且用户属性分布严重不均衡，为属性推断工

作带来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析了社会化媒体用户评

论行为数据的特点，引入客体信息和环境信息，辅助

用户特征建模，降低评论行为不均衡性带来的影响；

针对评论数据的噪音和碎片化问题，借助分词工具

和语义知识库提取语义特征，挖掘用户行为的语义

关联关系，并提取了评论的样式特征；针对建模后的

用户特征维度大、碎片化数据价值含量低的问题，提

出了面向概率性特征选择的两种代表性算法的改进

策略：概率包裹式特征选择算法和启发式概率特征

搜索算法，提高了学习效率；针对用户属性不均衡问

题，提出了面向小比例类型数据的差异性特征选择

和迭代式增强学习算法，集成多个特征相关的分类

器，既保留了重要特征信息，也给低价值特征提供小

概率选择机会，提高了小比例类型数据的分类准

确率．

本文第２节对现有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分析；

第３节给出问题描述与分析框架；第４节讨论用户

行为建模方法；第５节基于信息增益度量特征重要

性，提出两种代表性概率性特征选择的改进策略；第

６节提出面向不平衡属性分布的增强学习算法；第７

节在实际数据集合上针对本文方法进行多层面的验

证和相关工作对比实验；第８节总结全文和讨论未

来工作．

２　相关工作

与本文最为相关的工作是基于用户网络评论行

为推断用户属性，例如，Ｏｔｔｅｒｂａｃｈｅｒ等人使用发布

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ＩＭＤｂ）中的用户评论数据，分

析评论风格、评论内容和相应的补充信息（例如打

分），使用逻辑回归模型推断用户性别，结果表明男

性和女性在写作风格和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１３］．

Ｙａｎｇ等人运用在线消费者的评论，提出了用户情绪

识别主题模型（ＵＳＴＭ），结合人口统计信息，探索

评论内容和用户属性之间的关系，改进商品推

荐［１４］．上述工作单纯从用户的评论信息出发，没有

挖掘用户评论蕴含的内在语义关系．为此，Ｂｅｒｇｓｍａ

等人和 Ａｒｄｅｈａｌｙ等人分析用户行为的语义特

征［７，１５１６］，使用概念类特征来预测用户属性，例如从姓

氏和称谓分析女性的婚姻状况．Ｇａｒｅｒａ等人结合社

会语言学特征，使用线性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属性推

断，适用于各种口语会话记录和正式的邮件语料

库［１７］．Ｒａｏ等人使用社会语言学的混合特性以及语

法模型对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进行属性推断
［１８］．以上工作

虽然使用了评论中的某些特定语义信息，但是没有考

虑语义之间的层次关系和碎片化信息中隐藏的含

义，不适用于解决社会化网络用户评论行为数据的

碎片化和噪音问题．

另一类非常相关的工作是基于用户的搜索或浏

览行为进行属性推断．Ｔｏｒｒｅｓ等人通过学习儿童和

青少年的搜索记录和页面点击行为，建立了用户查

询行为和用户属性之间的关联关系，依据查询记录

进行年龄属性推断，从而限制推荐的页面［９］．Ｈｕ等

人学习了网页浏览记录和人群属性分布之间的关联

模型，识别用户的人口统计属性［２］．还有一些工作是

根据购买数据推断用户属性，例如，Ｗａｎｇ等人提出

一种结构化嵌入表示学习模型，根据零售市场中用

户的购买行为数据提取特征，推断人口统计属

性［１９］．然而这类用户行为数据一般具有结构化格

式，信息含量较为丰富，而社会化媒体匿名用户的评

论用词常常比较随意，带来数据噪音和不均衡问题，

上述工作不能完全适用本文属性推断问题．

基于社交网络进行属性推断也和本文工作相

关［３７］，一类工作是基于用户好友关系和网络拓扑结

构推断用户特征和兴趣爱好，例如，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等

人和Ｄｏｎｇ等人提出同质性的概念，利用好友关系

和部分用户的公开特征推断其他用户属性，揭示了

具有好友关系的用户更可能拥有相似兴趣［８，２０２１］．

也有工作根据社区关系进行推断，认为同一社区的

用户常常具有相似特性．例如，Ｍｉｓｌｏｖｅ等人发现具

有相同用户资料的用户更有可能形成一个紧密的社

区［２２］．Ｙｉｎ等人利用社团用户的公开数据和成员信

息推断目标用户属性［２］，Ｌａｍｂａ等人分析同一社交

圈内的用户兴趣相似，从而进行个性化推荐［２３２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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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工作考虑了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的关注行为，例如，

Ｃｕｌｏｔｔａ等人通过收集网站上的网民统计数据（例如

浏览 ｇｉｚｍｏｄｏ．ｃｏｍ网站上的用户５０％有学士学

位），结合每个网站的Ｔｗｉｔｔｅｒ账号的关注者信息，

训练回归模型预测一组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的群体属性统

计分布［１］．这些工作的基础是使用社交网络上的用

户关系，但是社会化媒体用户之间并没有明确关系，

所以基于社交网络结构进行属性推断的方法不适用

于分析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用户评论数据．

３　问题描述与分析框架

３１　问题描述及挑战

针对社会化媒体用户的评论行为进行属性推

断，相对于以往工作有两方面困难：数据方面，用户

行为数据具有噪音和碎片化的特点，用户行为数量

分布也严重不均衡；分析对象方面，在不同类型的网

站，用户属性分布差异非常大且不均衡．

首先，社会化媒体用户行为数据具有噪音和碎

片化特点．用户发表评论时用词较为随意，用户评论

的长度大多比较短小，据统计用户评论的平均长度只

有３１个字，蕴含价值信息有限，从而为用户行为建

模带来困难．

用户行为数据的分布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用户评论数量和用户评论长度均具有长尾特

征．如图１所示，对爬取的新浪新闻８０００多个用户

在２００７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８月发表的评论数据进行

统计，结果显示用户发表的评论数量呈长尾分布，其

中大多数人的评论数量分布在０～５００条之间，呈现

了用户评论数量极不均衡的特性．用户评论长度方

面，根据统计，用户评论最少的只有３个字，最多的

有四百多个字，体现了用户评论长度的不均衡性．这

些特点为用户建模带来困难，尤其是评论数量小的

用户，很难学习到属性分布规律．

图１　用户评论分布

再者，不同社会化媒体网站的用户属性差异很

大，分布不均衡．悉尼大学的ＦｉｏｎａＭａｒｔｉｎ的研究指

出，新闻网站通常更吸引男性用户，如《赫芬顿邮报》

网站上７９％的评论是男性留下的，女性只占２０％；

《纽约时报》网站上７２％的评论是男性留下的①．上

述研究指出了社会化媒体评论性网站特别是新闻评

论网站上用户属性分布不均衡问题．本文爬取的真

实数据集同样也具有属性不均衡的问题，如性别属

性中女性样本只占总体样本的１／１２．

３２　分析框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融合客体信息、环境

信息和语义知识库的用户建模和分析框架，如图２

所示，具体内容自下而上包括４个部分：

图２　基于用户网络评论行为的属性推断框架

首先，针对用户行为数据分布不均衡性，引入客

体信息和上下文信息作为对评论数量较少用户的行

为数据补充，丰富用户行为特征，例如，更多的男性

用户关注国际新闻，而关注娱乐新闻的用户女生居

多；学生有可能在深夜浏览新闻，而工作人员则更多

在上班路上浏览新闻．针对用户数据碎片化和评论

用词随意性问题，本文结合语义知识库分析用户评

论的语义信息和行为偏好．

然后，从不同层面抽取用户特征．例如，从用户

行为的时间分布、地理位置、访问通道类型等提取上

下文特征；基于用户行为涉及的新闻关键词、标题、

类型等提取能够反映用户行为偏好的客体特征；基

于评论信息，提取评论长度、表情符号、语气词等能

够表明用户书写习惯的外在特征，以及结合语义知

识库挖掘用户评论中的隐式特征．

再次，针对用户特征分布的高维和数据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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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基于信息增益度量特征重要性，提出两种代表

性概率特征筛选算法的改进策略：概率包裹式特征

选择算法和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算法，分别在分类

学习前和迭代式学习过程中进行概率特征选择，既

保留了重要特征信息，也给低价值特征提供小概率

选择机会，筛选密切相关特征，以降低搜索空间，提

高收敛速度和学习效果．

最后，针对用户群体属性分布严重不均衡带来

的分类学习偏差问题，提出了面向小比例类型数据

的迭代式增强学习算法，集成多个特征敏感的分类

器，考虑不同特征组合和分类器适用性的同时，提高

了小比例类型数据分类准确率．

４　用户行为建模

针对社会化媒体用户评论行为进行属性推断面

临的挑战，本文从数据和分析方法两个角度对用户

行为数据建模．首先，数据方面，增加和用户评论行

为相关的上下文信息、客体信息等数据，作为用户评

论行为数据的补充，解决社会化媒体用户行为数量

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其次，分析方法方面，在提取用

户评论外在特征的同时，结合层次化语义知识库深

度挖掘用户评论的内在语义特征，以解决评论数据

的噪音、碎片化问题．

４１　用户评论样式特征

样式特征是基于统计的用户评论的显式特征，

包括评论长度、使用表情符号和标点符号情况等．这

些特征可以反映用户偏好和书写风格，例如，年轻人

喜欢使用表情符号，而中老年人偏好使用标点符号．

４２　上下文特征

上下文信息是指用户评论行为相关的环境信

息，包括评论时间、所在地、用户ＩＰ、访问渠道类型、

评论时间和客体发布时间差等信息，可以表示用户

对新闻或者话题的关注频率和程度，反映用户行为

轨迹和属性特点．例如，上班族可能喜欢在上下班的

路上登录网站，而周末时学生在社会化媒体网站上

的行为才变得活跃．

４３　基于客体的用户偏好特征

对不同类型的客体进行评论反映了用户的偏

好，例如，男生对国际新闻和国际局势更为关注，就

会对相关信息进行点赞或是留言；而女生对美容化

妆内容更感兴趣．所以，借助客体内容丰富用户行为

特征，能够解决用户行为信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评

论行为少的用户建模．本文借助用户关注的客体内

容、客体类型、发布时间、发布单位、新闻事件发生地

和用户所在地之间的关联关系等特征辅助用户行为

建模．

４４　基于知识库的行为语义特征

为了提取用户评论数据更为丰富的语义内

涵，本文引入语义知识库，将用户评论内容映射到

知识库上，抽取可理解的层次化语义特征，解决用

户评论数据信息含量低、有噪声和数据碎片化的

问题．

语义知识库是把词语的相关知识进行总结和概

括，并依照一定的思想和结构组织成的一种便于理

解的层次知识库［２６］，包括上下位关系、同反义关系、

整体与部分等关系，在句法分析、分词系统、词义消

歧等方面有成功应用．语义知识库中的每个义原节

点表示一个基本的词汇概念，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

构成语义层次结构，不同层次的结点对应的语义粒

度不同，层数越低，语义描述越详细．本文选用

ＨｏｗＮｅｔ和 ＷｏｒｄＮｅｔ分别进行中英文数据集的用

户语义特征分析．

基于知识库的用户评论建模包括评论分词、基

于知识库的词汇映射、层次化用户描述三个步骤．中

文评论分词采用ＩＣＴＣＬＡＳ汉语词法分析系统，英

文评论基于空格进行分词；然后查找每个单词对应

的语义层次结构中的义原节点；针对每个用户评

论数据集，统计其对应的语义层次结构的节点匹

配次数．

现有工作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提取用户的层次化

语义特征，一种是均衡节点权重原则［２７］，就是直接

将所有语义层次节点的统计分布记为用户的行为向

量；另一种是统一层次描述原则［２８］，把用户评论映

射的节点和节点对应的匹配次数投影到选定的语义

层次上，选择的层次越高，语义越抽象和宏观，可以

降低特征维度；而选择的层次越低，粒度越细致．

上述方法没有考虑语义路径，不能分析评论数

据的多层面关联含义．本文提出了用户语义特征表

示的改进方案，增加考虑用户评论词语在语义树中

的匹配路径和层次关系，作为用户评论的语义特征

向量．这种方法的代价是语义特征维度高，针对这一

问题下一节将基于信息增益度量特征重要性，并作

为特征选择的概率，目的在于挖掘内在语义特征

并提高学习效率．

上述建模方式产生的特征数量共有两千多维，

表１列出了部分关键特征，包括样式特征、层次化语

义树特征、上下文特征、客体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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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部分关键特征说明

特征分类 特征 定义

样式特征

表情 用户各类表情符号的使用频率．

语气词 用户在不同语气词类别的使用频率．

符号 标点符号、空格、回车的使用频率．

评论长度 用户发表评论的平均长度．

评论次数 用户回复／评论的条数．

评论评价 发表的评论被点赞、被踩的次数．

上下文特征

评论时间 用户发表评论的时间．

用户所在地 用户所在地区．

用户类型 区分是客户端浏览，还是网页浏览．

时间分布 评论样式在时间上的分布．

客体特征

信息类型 如发布新闻的类型．

发布时间 信息发布的时间．

发布单位 信息是由那个单位发布，如新华社．

标题 用户浏览信息的标题．

语义树特征 用户评论 结合语义知识库的层次化语义特征．

５　基于特征重要性的概率选择

用户建模过程中，引入上下文特征、客体关联特

征和语义特征等信息虽然可以消除评论数据的噪音

和碎片化的影响，但是会导致特征维度非常大，用户

行为的不平衡性也使得特征数据稀疏，为了降低由

此带来的学习代价、过度拟合等问题，需要对高维特

征降维，增加分类准确性．

现有特征选择有两种代表性策略［２９３０］，一是独

立于分类学习的包裹式特征选择，从候选特征集合

中随机选择子集，根据其分类学习结果判断特征子

集的优劣，这种选择策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初

始特征很多，门限不变的前提下，迭代次数将会快速

增多．二是融合于分类学习过程的启发式特征搜索

策略，将特征子集的评价和学习过程相结合，这种策

略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为此，本文引入基于信息增

益的特征重要性概念，并转化为特征选择的概率，改

进上述两种代表性算法的特征选择策略，提出了概

率包式特征选算法和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算法．

５１　定　义

给定数据集犇＝（犝，犞，犅），其中，用户集合犝＝

｛狌１，狌２，…，狌犿｝，犿 表示总的用户数量，犞 是客体集

合，犅是用户在客体上的评论行为．用户特征包括样

式特征、上下文特征、客体特征和语义树特征，特征

集合表示为犉＝｛犳１，犳２，…，犳狀｝，狀表示特征数量，

用户狌犻∈犝 的行为向量为狓犻＝（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狀）∈

犚
狀
．所有用户的特征向量矩阵为犡＝（狓１，…，狓犿）

Ｔ
∈

犚
犿×狀
．学习目标是依据用户的评论行为，推断用户

在该属性上的类别，采用犆＝｛犆１，犆２，…，犆α｝表示用

户在该属性上的标签集合，α∈犖
＋是类别数量，则

推断目标为犢
Ｔ
∈犆

犿，即推断用户狌犻∈犝 的属性类

别狔犼∈犆．例如，性别属性，α＝２，犆＝｛犉，犕｝．

５２　特征重要性度量

特征重要性是指不同特征取值对于属性推断结

果置信度的影响，反映了使用该特征对于属性分类

学习带来的信息含量．信息论中采用熵度量随机变

量的不确定性，而增加一个特征后用户属性这一随

机变量不确定性的变化即为信息增益，表示这个特

征带来的信息量，这个差值越大，反映了该特征区分

不同属性用户的能力越强．本文基于信息增益度量

特征重要性．

对于给定的用户集合犝，属性取值为犆犻的用户

比例为犘（犆犻），信息熵犎（犆）表示用户属性取值的

不确定性，犎（犆）＝－∑
犺

犻＝１

犘（犆犻）ｌｏｇ２犘（犆犻）．

针对特征犳犼∈犉，设犉犼＝｛犳犼１，犳犼２，…，犳犼｜犉犼｜｝

表示特征犳犼的有界离散取值空间．犝
狋

犼
表示取值空

间为犳犼狋∈犉犼的用户集合，｜犝
狋

犼｜为该集合用户数量，

犘（犆犻｜犳犼狋）表示特征为犳犼狋的用户集合中属性为犆犻的

用户所占比例，条件熵犎（犆｜犳犼狋）表示在特征取值为

犳犼狋的条件下用户属性推断的不确定性，如式（１）所

示．因此，特征犳犼整体上对于属性推断带来的不确

定性度量为犎（犆｜犳犼），如式（２）所示．

犎（犆｜犳犼狋）＝－∑
犺

犻＝１

犘（犆犻｜犳犼狋）ｌｏｇ犘（犆犻｜犳犼狋）（１）

犎（犆｜犳犼）＝∑

狘犉
犼
狘

狋＝１

｜犝
狋

犼｜

犿
犎（犆｜犳犼狋） （２）

条件熵犎（犆｜犳犼）反映了在已知特征犳犼的情况

下，用户属性取值的不确定性．相比于原有属性推断

的不确定性，犎（犆）与犎（犆｜犳犼）的差值越大，说明特

征犳犼整体上对于属性推断带来的信息量越大，即犳犼

带来的信息增益犵犼＝犎（犆）－犎（犆｜犳犼）．

由此得到所有特征的信息增益集合犐犌＝｛犵１，

犵２，…，犵狀｝，其中狀为特征总数．信息增益越大，特征

对于属性推断就越重要，分类学习过程中就应更多

考虑．为此，本文基于特征的信息增益进行概率特征

选择，重要性越大的特征被选择的概率越大，特征

犳犼被选择到的概率为狆犼＝
犵犼

∑
狀

犻＝１

犵犻

．以此提出了面向

概率性特征选择的两种代表性算法的改进策略：概

率包裹式特征选择和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既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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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特征，又使得价值含量小的特征也有被选择

到的机会，避免了因使用单一门限，遗漏相关特征的

问题，提高了学习效率．

５３　基于信息增益的概率包裹式特征筛选

基于信息增益的概率包裹式特征选择算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ｒａｐ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ＷＦＳ），

整体思路如下：首先，依据特征选择概率，选择包

含犖犽个特征的特征集合犛犽，并从候选分类器中如

逻辑回归、随机森林等，选择一个分类器犺犽．然后，

通过分类结果犕犽评价犛犽和犺犽组合，评价指标犕犽根

据不同的需要，可以选取精度、准确率、召回率等．最

后，通过犓 轮上述工作的迭代选择和评价，选择其

中犜 个分类效果好的特征集合和分类器的组合

｛（犛狋，犺狋）｝
犜

狋＝１．输出的犜 个特征集合和分类器的组

合将用于第６节面向不均衡分类样本的增强学习．

具体算法如下．

算法１（ＰＷＦＳ）．　概率包裹式特征选择算法．

输入：数据集合｛犡，犢｝，特征集合犉，特征选择概率集合

｛狆１，…，狆狀｝，迭代选择次数犓，选择特征集合数

犜，候选分类器集合犎

输出：犜 个特征子集和对应的分类器组合的集合

｛（犛狋，犺狋）｜犛狋犉，犺狋∈犎｝

１．犛犘０＝０；

２．ＦＯＲ犼＝１：狀

３．犛犘犼＝犛犘犼－１＋狆犼／／Ｓｅ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犛犘犼

４．ＥＮＤＦＯＲ

５．ＦＯＲ犽＝１：犓 　／／犓ｔｉｍｅｓ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６．犖犽＝狉犪狀犱（１，狀）；

７．　ＦＯＲ犻＝１：犖犽／／Ｓｅｌｅｃｔｆｅａｔｕｒｅ犳犼

８．　狉＝狉犪狀犱（０，１）；

９．　ＩＦ（犛犘犼－１＜狉犛犘犼）犛犽＝犛犽∪｛犳犼｝

１０．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１．　Ｓｅｌｅｃｔｏ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犺犽ｆｒｏｍ犎；

１２．Ｔｒａｉｎ犺犽（犡，犢，犛犽）；

１３． 犕犽＝ｔｅｓｔ犺犽（犡，犢，犛犽）；

１４．｛（犛狋，犺狋）｝
犜
狋＝１＝犜狅狆犜｛（犛犽，犺犽）｜犽＝１．．犓｝；

／／Ｓｅｌｅｃｔ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犜狅狆犜 ｍａｐ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犕犽

１５．ＥＮＤＦＯＲ

１６．ｒｅｔｕｒｎ｛（犛狋，犺狋）｝
犜
狋＝１
；

上述算法的整体时间复杂度为犗（犓狀），狀为全

部特征的个数，其中分类器学习过程的时间复杂度

独立考虑，没有计算在内．迭代次数犓 的选择直接

影响特征选择的效果和选择效率等竞争性指标，犓

取值小则迭代次数少，但选取的分类器和特征集合

的质量受限，考虑到需要筛选犜 个分类器，犓 至少

取值为犜；如果迭代次数犓 大则效率受影响，但是

考虑到特征选择集合的空间为２狀的规模，犓 的取值

还是远小于２狀，如实验中特征数量狀＞２０００，而迭代

次数达到１００时分类结果就能趋于稳定，效率提升

非常显著．所以本文提出的基于信息增益的特征筛

选算法可以有效地在多项式时间内筛选特征．概率

包裹式特征选择算法能够得到基于学习器的最优特

征子集，解决由于随机选择特征子集带来的不确定

性以及迭代次数过大的问题．

５４　基于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算法

另一类特征选择方法采用了融合于分类学习过

程的启发式特征搜索策略，其代表性算法为粒子群

算法，该算法将特征子集评价和优化目标相结合，并

用多个搜索粒子同时搜索多个特征子集，根据搜索

粒子之间的交流搜索目标［３１］．现有工作有许多对粒

子群算法的改进，如广义粒子群优化算法［３２］、简化

粒子群优化算法［３３］等，分别解决离散及组合优化问

题和使用更小的种群数和进化次数获得更好的优化

效果．本文在上述策略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启发式概

率特征搜索算法（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ＰＦＳ），使用基于重要性的特

征概率初始化多个搜索粒子的特征子集，并在学习

过程中把搜索粒子速度归一化，概率性地选择特征

子集．

基于上述思想，算法分为两部分，首先基于特征

重要性概率初始化搜索粒子的值，然后在迭代过程

中将搜索粒子的速度归一化，概率性地筛选特征，并

通过粒子群体协作和信息共享来寻找最优解．在狀

维特征空间中，犪个粒子组成一个搜索群，每个粒子

为二进制的空间，其中第犻个粒子在空间的位置表

示为一个狀维向量，犫犻＝（犫犻１，犫犻２，…，犫犻狀）
Ｔ
∈｛０，１｝

狀．

每个粒子的位置就是一个潜在的特征筛选的解，基

于选到的特征子集犫犻使用分类器对相应的样本集

进行分类，得到的分类准确率作为衡量犫犻优劣的依

据．并且第犻个粒子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优特征组

合记为狆犻＝（狆犻１，狆犻２，…，狆犻狀）
Ｔ
∈｛０，１｝

狀．整个粒子

群体发现的全局最优特征组合记为狆犵＝（狆犵１，

狆犵２，…，狆犵狀）
Ｔ
∈｛０，１｝

狀．第犻个粒子的搜索速度也是

一个狀 维的向量，记为狏犻＝（狏犻１，狏犻２，…，狏犻狀）
Ｔ
∈

［０，１］狀．第犾＋１轮粒子位置速度更新公式如下

所示：

狏
犾＋１

犻犱 ＝狏
犾

犻犱＋ψ（狆
犾

犻犱－犫
犾

犻犱
）＋ψ（狆

犾

犵犱－犫
犾

犻犱
） （３）

犫
犾＋１

犻犱 ＝
１，狉犪狀犱（）＜狊犻犵（狏犻犱）

０，｛ 其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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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犱＝１，２，…，狀；犻＝１，２，…，犪，犪为种群规模，ψ

是常数，称为学习因子，犾为迭代次数，狉犪狀犱（）函数

随机产生取值区间为［０，１］的随机数，

狊犻犵（狏犻犱）＝
１

（１＋ｅｘｐ（－狏犻犱））
．

根据上述迭代公式和适应值对粒子的最优特征

集合和全局最优集合进行更新，得到筛选的特征子

集和对应的分类器．这种基于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

算法是一个全局搜索，通过在迭代过程中概率性地

选择特征可以防止陷入局部最优解．

６　用户属性推断学习

６１　基于分类学习的属性推断

用户数据表示为｛狓犻，狔犻｝
犿

犻＝１
，犿 为用户数量，用

户属性推断问题可以描述为以下形式，考虑额外隐

藏变量即噪声ε，希望找到分类函数狔^＝犳（狓，ε），使

得狔和狔^之间的差异最小．用户属性取值有两种情

况：一种为枚举类型，如性别、种族．另一种属性取值

属于有界的离散区间，例如年龄，需要对整个离散区

间按照用户属性分布情况和实际需求分成多个区

间．对于选定的多个属性区间，每段属性的推断任务

被视为一个单独的推断问题，目标函数是这些任务

的总和．本文级联多个分类模型组合成为一个多分

类模型，用于预测具有多个分类的用户属性．参数θ

为一个矩阵，矩阵的行数对应分类的类别数量，每一

行元素为一个参数向量，向量的大小和特征维度相

同．多分类的公式如下：

狆（狔犻犼＝犆犼｜狓犻；θ）＝
ｅｘｐ（θ犼狓

Ｔ

犻
）

∑
α

犾＝１

ｅｘｐ（θ犾狓
Ｔ

犻
）

（５）

犑（θ）＝

－
１
熿

燀

犿 ∑
犿

犻＝１
∑
α

犼＝１

１｛狔犻犼＝犆犼｝ｌｏｇ
ｅｘｐ（θ犼狓

Ｔ

犻
）

∑
α

犾＝１

ｅｘｐ（θ犾狓
Ｔ

犻

燄

燅
）

＋λθ
２

２

（６）

其中犆犼表示用户属性类别，犼∈｛１，…，α｝，α为类别

属性数量，式（５）表示预测的属性等于犆犼时的概率．

式（６）前一项中１｛·｝是一个指示性函数，即当大括

号中的值为真时，该函数的结果就为１，否则其结果

就为０；后一项为规则项，参数λ为规则项的系数，

λ＞０，加入规则项的目的是使得损失函数变为严格

的凸函数，得到唯一的解并可以惩罚过大的参数

值．使用梯度下降法最小化损失函数，最终得到多

分类器．

６２　面向不均衡属性分布的增强学习

解决样本属性分布严重不均衡性问题，通常有

两种方法，一是有条件采样策略．有条件采样是通过

改变训练数据的样本分布来消除或减小数据的不平

衡性［３４］，但是此方法容易造成信息缺失或者过拟合

问题．二是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集成策略
［３５］，现有

工作中或是特征选择过程和集成学习相互独立［３６］，

当训练数据由于交叉验证而改变时，所选择的结果

可能会遗失相关特征；或是独立讨论分类器在每一

个特征上的显著度［３５］，忽略了特征之间的相互影

响．为此，本文集成多个特征相关的分类器，综合考

虑分类器在不同特征群组上的分类表现，能够兼顾

不同特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分类器在小比例类型数

据上的分类效果，在不均衡属性推断问题方面更具

优势．

基于上述改进策略，本文提出了面向小比例类

型数据的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ａｔ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ＵＤＥＬ），算法包含两

部分，首先根据算法１中优选的特征集合和分类器

的组合｛（犛狋，犺狋）｝，观察对小比例类型数据分类的表

现，使用犆ｍｉｎ表示小比例类型数据标签值，根据小比

例类型数据正确分类的情况，更新分类器权重狑狋．

然后集成和特征相关的多个分类器，所有的集成分

类器分类结果加权之和大于集成分类器的平均权重

时，则把当前样本分为小比例类型数据，保证更多的

小比例类型数据被正确识别．对于多分类的情况，如

果存在用户属性不平衡情况，可以迭代选择出小比

例类型数据，分类结果取决于犜个分类器最终的投

票结果．

算法２（ＵＤＥＬ）．　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

输入：数据集合｛犡，犢｝，分类器集成数量犜，犜个特征子

集和对应的分类器的组合｛（犛狋，犺狋）｝

输出：分类结果犳（犡）

１．ＦＯＲ狋＝１：犜

２．犘狉犲犱犻犮狋＿犾犪犫犲犾＝犺狋（犛狋，犡，犢）；

３．　ＦＯＲ犼＝１：｜犡｜

４．　　ＩＦ（狔（犼）＝＝犆ｍｉｎ）＆＆（犘狉犲犱犻犮狋＿犾犪犫犲犾（犼）＝＝

狔（犼））

５．　　狑狋＝狑狋＋１；

６． ＥＮＤＦＯＲ

７．ＥＮＤ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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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狑狋＝
狑狋

∑
犜

狋＝１

狑狋

；

９．犳（狓）＝
１， ∑

犜

狋＝１

狑狋犺狋（狓［ ］）  １
２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１０．ｒｅｔｕｒｎ犳（犡）；

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注重更容易分错的小

比例类型数据的学习，通过集成多个特征相关的分

类器，并对小比例类型数据分类效果好的分类器加

以更大的权重，从而使集成分类器不仅全局性能更

优，而且小比例类型数据的学习误差减少．

７　实　验

７１　数据集和预处理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对中文和英文数据的适用性，

分别验证了一个中文数据集和两个英文数据集．中文

数据集为新闻评论数据集，我们使用 ＷｅｂＭａｇｉｃ爬

虫工具爬取了新浪新闻从２００７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

８月发表的５００万条评论和对应的新闻信息，共计

一万余人．考虑到需要对用户属性进行验证，本文

根据用户对应的新浪微博账号个人信息得到属性真

实值，去掉噪音数据后，共有７５６２个用户，其中

７４８３个含有性别信息的用户，１８８７个含有年龄信息

的用户．男性发表的评论数量最多近３万条，最少

３０条，平均６００多条．女性发表的评论最多１万多

条，最少近５０条，平均近７００条．平均发表的评论数

量为６６１条．基于新浪新闻数据集提取了四种不同

类型的特征：样式特征、上下文特征、客体相关特征、

层次化语义树特征．四类特征集合中，样式特征包含

１９８维，上下文特征包含２４２维，客体相关特征包含

２１９维，语义树特征１５８４维．

图３　评论数量在年龄上的分布

鉴于用户年龄属于有界的离散区间，所以依据

对用户的采样结果得到对年龄的划分．图３描述了

数据集中不同年龄的人发表的评论数量，其中，横轴

为用户的年龄，纵轴为发布的评论数量．根据用户年

龄分布，将年龄分为４个区间：０～２３、２４～３７、３８～

４９、５０岁以上．

英文数据集有两个，一个为“Ｄａｔａ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公开数据，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

发表的评论数据集，包括近２万个用户发表的２万

多条评论．数据集包括用户名、随机的一条微博、账

户资料、图片、位置等信息．共６０２２个男性用户，

６５２１个女性用户，５８００个商家用户．对数据进行预

处理，仅保留了具有性别信息的用户，共１万２千多

用户．并基于 ＷｏｒｄＮｅｔ从评论中提取了用户的层次

语义特征，共包含８层，每一层的特征维度为１万维

左右．

另一个英文数据集为Ｒｅｄｄｉｔ发布的公开数据，

Ｒｅｄｄｉｔ是一个社会化媒体新闻站点，用户能够浏览

或者提交帖子，其他用户可以对发表的帖子投票和

评论．本文使用的数据集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Ｒｅｄｄｉｔ用

户发表的评论数据集，共有五千多万条评论．数据集

包括用户名、评论点赞数量、评论主题所在子版块、

用户属性信息、当前评论的父评论等．经过数据预处

理，得到了共１０２９６名具有有效性别的用户，其中

男性６１４３名，女性４１５３名，共１４３２２０条评论．

７２　性能度量指标

对于给定的用户集犝＝｛（狓１，狔１），…，（狓犿，狔犿）｝，

可将样例根据其真实类别和学习器预测类别的组合

划分为四种情形，犜犘 指预测为正例并且真实也为

正例即为真正例，犉犘、犜犖、犉犖 分别表示假正例、真

反例、假反例．本文采用分类学习常用的度量标准评

价算法的属性推断结果，具体如下：

精度定义为每类分类正确的样本数占样本总数

的比例，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犝）＝
１

犿∑
犿

犻＝１

犳（狓犻）＝狔犻 ．准确率

定义为犘＝
犜犘

犜犘＋犉犘
，表示在所有预测为正例的样

本中分类正确的比例．召回率定义为犚＝
犜犘

犜犘＋犉犖
，

表示在所有正例样本中分类正确的比例．为了综合

考虑准确率和召回率，本文采用了犉１度量，犉１＝

２×犘×犚

犘＋犚
．

对于不平衡数据集合，数据比例严重失衡时，如

果所有的测试集都被分为大比例类型数据，用精度、

准确率、召回率评价得到的结果也可以很好．例如

男女比例为１２∶１，精度也可以达到０．９２．所以单纯

使用精度、准确率、召回率这些静态指标评价分类器

性能是不合适的．为此，对于类别不平衡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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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犘犚和犜犘犚 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的犚犗犆 测量标

准则更为合适．本文采用了犚犗犆曲线下面积犃犝犆．

其中，犉犘犚：假阳性率，即犉犘／（犉犘＋犜犖），犜犘犚：真

阳性率，即犜犘／（犜犘＋犉犖）．例如，当男性为正类女

性为负类时，所有女性被错分为男性那一部分的比

例则为犉犘犚，所有男性被正确分类的那一部分的比

例则为犜犘犚．

７３　实验结果

７．３．１　属性推断方法对比

针对中英文共三个数据集，比较本文方法和三

类代表性分类算法ＫＮＮ、随机森林和逻辑回归，其

中数据集合中男女比例为３∶１．分析结果如表２所

示，在新浪数据集上，本文方法 ＵＤＥＬ整体分类结

果都最好，在Ｔｗｉｔｔｅｒ数据集上，分类结果整体表现

也最好，其中ＫＮＮ的召回率高，是因为其对大比例

类型数据的预测都正确，但是ＫＮＮ的犃犝犆结果并

不高说明小比例类型数据的预测结果并不好．对于

Ｒｅｄｄｉｔ数据集，ＵＤＥＬ分类结果整体最好，犃犝犆值

远大于其余的对比方法，其中随机森林的召回率高，

但是其余的评价指标远没有ＵＤＥＬ好，说明其只是

对大比例类型数据的分类结果较好．所以在比例失

衡背景下，本文提出的方法总体表现都最好．

表２　不同方法对属性推断性能对比

数据集 方法 准确率 召回率 犉１ 犃犝犆

新浪

新闻

ＫＮＮ ０．８３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５５

ＲＦ ０．８６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６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０．８４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５５

ＵＤＥＬ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９１ ０６４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ＫＮＮ ０．７０ １００ ０．８２ ０．５０

ＲＦ ０．７１ ０．８４ ０．７７ ０．５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０．７０ ０．７６ ０．７３ ０．５０

ＵＤＥＬ ０７５ ０．９３ ０８３ ０５４

Ｒｅｄｄｉｔ

ＫＮＮ ０．７４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５４

ＲＦ ０．７３ ０９９ ０．８４ ０．５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０．７３ ０．５３ ０．６１ ０．５１

ＵＤＥＬ ０８２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６８

７．３．２　用户行为建模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用户行为建模是否能够解

决用户行为数据的噪音、碎片化和分布不均衡问题，

本节分析融合了上下文信息、客体相关信息、评论样

式信息和语义知识库之后的特征对分类结果的影

响．采用从新浪新闻数据集中提取的四种类型特征

推断用户性别和年龄．表３是４种类型特征之间的

属性推断结果对比，ＵＬ表示样式特征，ＵＣ表示上

下文特征，ＵＲ表示客体特征，ＵＴ表示层次语义特

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性别预测，上下文特征和

语义特征的准确率和犃犝犆值相对较高．对于年龄

预测，样式特征和上下文特征更能区别用户的年龄．

表４为４种类型特征相结合的属性推断结果对比，

显示语义树特征和样式特征相结合的性别分类和年

龄分类的效果都最好，其次为语义树特征和上下文

特征的结合．语义树特征和其余特征结合的分类效

果有明显提升．对于年龄预测除了语义树特征和样

式特征、语义树特征和上下文特征结合预测精度较

高外，还有语义树特征、样式特征和上下文特征三者

相结合的效果较好．说明针对用户评论噪音和碎片

化问题，本文引入上下文信息、客体相关信息和语义

知识库，相对于没有引入语义知识库和环境信息的

情况来说可以有效地提升属性分类的效果．

表３不同类型特征的属性推断结果对比

特征

类型

性别

精度 准确率 召回率 犉１ 犃犝犆

年龄

精度

ＵＬ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９２ ０８６ ０．６２ ０．７７

ＵＣ ０．７６ ０８３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６７ ０．７４

ＵＲ ０．７１ ０．７９ ０．８２ ０．８１ ０．６０ ０．７４

ＵＴ ０８０ ０８３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６９ ０７８

表４　不同类型特征相结合的属性推断结果对比

特征类型
性别

精度 准确率 召回率 犉１ 犃犝犆

年龄

精度

ＵＬ＋ＵＲ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８９ ０７７ ０．６５ ０．７４

ＵＬ＋ＵＴ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７８

ＵＣ＋ＵＴ ０．６５ ０８３ ０．５３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７８

ＵＲ＋ＵＴ ０．６５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７１ ０．６３ ０．７７

ＵＬ＋ＵＴ＋ＵＣ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７８

另外，对比了基于知识库的３种用户评论建模

方案：均衡节点权重原则、统一层次描述原则、全语

义路径原则．如表５所示，其中统一层次描述中语义

树层次共有１２层，第７层实验结果较好，所以表５

中基于统一层次原则的实验结果使用的是映射到第

７层的语义特征．由表５可以看出本文使用的基于

全语义路径原则的方案整体表现较好．因为保留语

义路径可以挖掘出用户评论行为潜在的语义关系，

获得更多的有价值信息．

表５　基于知识库的用户评论建模方法对比

方案 精度 准确率 召回率 犉１ 犃犝犆

均衡节点权重 ０．６８ ０．８３ ０．５９ ０．６９ ０．６９

统一层次 ０．６５ ０．７８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６６

全语义路径 ０７１ ０８６ ０６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７．３．３　特征筛选算法对比及参数分析

本节包括三部分：首先是不同特征算法对比；其

次是使用了特征选择算法和没有使用特征选择算法

的对比；最后讨论了不同迭代次数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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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对概率包裹式特征筛选算法（ＰＷＦＳ）

和随机包裹式特征选择算法（ＬＶＷ）进行对比，对基

于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算法（ＨＰＦＳ）和启发式的粒

子群算法（ＰＳＯ）进行对比．实验选取了新浪新闻数

据集中男女比例为１∶１的层次语义特征用于算法

对比，分别根据ＰＷＦＳ和ＨＰＦＳ两个算法达到稳定

时的迭代次数１００和１５０进行实验．由表６可知，针

对独立于分类学习的包裹式特征选择策略，ＰＷＦＳ

在整体上的表现都比ＬＶＷ 要好．针对融合于分类

学习过程的启发式搜索策略，本文改进后的 ＨＰＦＳ

算法相比于ＰＳＯ算法来说总体的表现也较好．从两

类代表性策略的对比来看，ＰＷＦＳ在精度、准确率

表６　特征选择算法对比

代表性策略 算法 精度 准确率 召回率 犉１

包裹式
ＰＷＦＳ ０７１ ０８６ ０６２ ０７２

ＬＶＷ ０．６８ ０．７６ ０．６０ ０．６７

启发式
ＨＰＦＳ ０６８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８１

ＰＳＯ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５６ ０．６３

的表现要好，而 ＨＰＦＳ的召回率和犉１值较高，说明

ＨＰＦＳ把男性误判为女性的数量比把女性误判为男

性的数量少，有可能是因为男性的评论行为数量比

女性多造成的．

第二部分的实验对比使用ＰＷＦＳ算法和没有

使用特征筛选算法在不同特征组合上对分类结果的

影响．使用新浪新闻数据集，其中男女比例为１∶１．

特征选择使用逻辑回归分类器，实验结果如图４所

示，和相关工作中使用的评论结合逻辑回归方法［１３］

对比，使用了特征筛选算法之后的分类结果有明显

提升．并且和具有特征筛选功能的随机森林算法对

比，分类结果也较好．对于不同的特征类型组合，本

文的算法对于性别预测的准确率和犃犝犆都平均提

升了约１０％，在年龄预测方面，对于使用了上下文

特征和客体关联特征的预测精度也有很大提升．说

明了本文提出的特征筛选算法，可以有效选取有价

值的信息，降低数据噪音的影响．

图４　算法分类效果度量

最后基于新浪新闻数据集，分析特征筛选中参

数的选取对于属性推断结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５所

示，犓 表示特征筛选算法迭代次数，随着犓 的增加，

ＰＷＦＳ和 ＨＰＦＳ整体性能成上升趋势，当 犓 大于

一定门限时，分类结果趋于稳定．如前面对于算法

ＰＷＦＳ的复杂度分析，与指数规模的特征空间相比，

迭代次数非常少，实验表明特征数量＞２０００时，迭

代次数接近１００次，分类结果就能趋于稳定达到

最优，说明本文提出的特征筛选算法非常高效．其

中，ＰＷＦＳ算法的收敛速度整体较快，并且稳定后的

图５　不同迭代次数下的特征筛选算法度量

犃犝犆值比 ＨＰＦＳ算法要好．但是，ＨＰＦＳ算法在迭

代次数犓 等于１０次到３０次之间时其犃犝犆要比

ＰＷＦＳ算法好．可能是因为 ＨＰＦＳ算法中搜索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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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可以根据当前的局部最优解和全局最优解进行

相互交流，所以在迭代初期可以快速逼近搜索目标，

而到了迭代后期，由于学习因子等超参数的设置使

得粒子速度有偏差最终导致搜索到的最优解在搜索

目标周围震荡．

７．３．４　不平衡数据处理方法对比及参数分析

为了解决样本比例不均衡的问题，本节首先进

行有条件采样，选取属性比例不同的样本进行实验

对比；其次，对于不同比例的样本，讨论不平衡数据

增强学习中级联分类器数量对结果的影响．最后，观

察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在不同比例样本下的分

类表现．

对于有条件采样方法的对比，使用中文数据集，

参数狓ｎｅｇ是指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比例，取值为

狓ｎｅｇ∈｛１，２，３｝，狓ｎｅｇ值越大表示用户属性越不平衡．

从图６可以看出，随着狓ｎｅｇ取值逐渐增加，分类的准

确率、召回率和犉１都有明显增加，但是犃犝犆值却

呈减少的趋势．说明随着女性样本的减少女性被

正确分类的比例也随之下降．通过不同特征集合

的表现，我们发现随着样本逐渐的不平衡语义树

特征和其余特征的两两结合有较为稳定的表现．

根据男女样本比例不同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不同

的样本比例，在狓ｎｅｇ＝３时，准确率和犉１最高，在

狓ｎｅｇ＝１时犃犝犆最高．上述有条件采样的方法可以

用于样本数量很大的情况，但如果样本数量有限

则会导致有条件采样得到的学习样本不足以得到

好的预测结果．所以本文又提出了集成多个特征

相关分类器的方法：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使得在

样本比例差异很大的情况之下，也能取得较好的

分类性能．

图６　基于有条件采样属性推断与分析

对于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的算法实验我们选

取了男女样本比例狓ｎｅｇ∈｛２，４，８，１２｝，分类器级联

的个数犜∈｛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从图７（ａ）可以

看出，随着分类器级联数量的增加，犃犝犆呈逐渐减

少的趋势，这是因为分类器数量越多，后面的分类

器在小比例类型数据上的表现并没有很好，所以

影响了整体的性能．犃犝犆在狓ｎｅｇ＝２，４，１２时级联

３０个分类器可以取得最好的性能．狓ｎｅｇ＝８时，级联

４０个分类器犃犝犆达到最好．为了进一步验证两种

特征筛选算法对于不平衡数据学习的适用性，图７

（ｂ）对结合ＰＷＦＳ和 ＨＰＦＳ两种特征筛选算法的

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与７．３．１节中表现最好

的具有特征选择功能的对比算法随机森林（ＲＦ）的

犃犝犆结果进行对比．ＵＤＥＬ使用了逻辑回归进行

分类，在不同比例类型样本下，随着男女样本比例

的增大，整体上犃犝犆乘下降的趋势，但是结合不

同特征筛选算法的不平衡学习要比随机森林性能

要好，并且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算法下降的趋势

最慢．其中，结合ＰＷＦＳ算法的不平衡数据增强学

习要比结合 ＨＰＦＳ算 法 的 犃犝犆 值 要 高，根 据

７．３．３节实验可知是由于ＰＷＦＳ算法得到的犃犝犆

值比 ＨＰＦＳ高导致的．综上，本文提出的不平衡数

据增强学习的算法在数据比例失衡时可以达到较

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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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平衡数据增强学习差异分析

７．３．５　用户行为不均衡性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由于评论性网站上用户评论数量分布不均衡，

本文探索了用户评论数量和预测结果之间的关系，

把用户评论数量分为０～５０，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以上６个区间，然后分

析每个区间上用户属性预测性能，如表７所示，从中

可以看出随着评论数目的增多，分类的精度和犃犝犆

逐渐增加，在５００～１０００时达到最高．结合用户数量

分析，虽然在评论数量为２００～５００之间时用户数量

最多，但是评论数目比５００～１０００的评论数量要少，

所以在样本数量较多的情况下信息不足导致预测性

能下降．在评论数目高于１０００时，用户数量比５００～

１０００区间的数量要多但是有可能会因为评论数目

过多导致噪声增加，也会影响预测精度．

表７　不同用户评论数和预测性能之间的关系

评论数 用户数 精度 犃犝犆

０～５０ ５２ ０．２５ 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７６ ０．５２ ０．４９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７０ ０．５６ ０．５２

２００～５００ ３０９ ０．５９ ０．５９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８０ ０６５ ０６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７ ０．６１ ０．５４

８　总　结

针对社会化媒体用户网络行为进行属性推断，

在市场营销和个性化推荐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较之现有的基于社交网络或交易行为的属性推

断问题更具挑战性．本文主要贡献为：引入客体信

息、环境信息和语义知识库，辅助用户特征建模，为

碎片化的用户评论行为增加了语义内涵，降低了用

户行为数据量不平衡性和稀疏性带来的困难性；基

于信息增益度量特征重要性，提出了面向概率性特

征选择的两种代表性算法的改进策略：概率包裹式

特征选择和启发式概率特征搜索，在解决特征空间

高维问题、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数据噪音的影

响；提出了面向小比例类型数据的差异性特征选择

和迭代式增强学习算法，集成多个特征相关的分类

器，既保留了重要特征信息，也给低价值特征提供小

概率选择机会．最后，选择中文和英文共三个真实数

据集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比现有方法更优．

未来工作将探索多平台用户行为关联分析和属

性推断，更好地理解用户行为和提供个性化服务．鉴

于不同类型的网站定位有差异，用户在不同平台上

的行为也有很大不同，以及数据来源复杂性等问题，

将为属性推断带来更多挑战．我们将尝试平台依赖

的领域知识学习，进行跨平台用户建模和属性关联

性分析，增加情感因素等．不平衡数据分类问题是另

一个未来工作，将尝试引入不同的学习规则如代价

敏感方法、目标函数优化方法等，提高属性推断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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