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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媒体应用已成为Ｗｅｂ应用的主流，以用户为中心并且海量媒体数据由用户自生成是社会媒体Ｗｅｂ
应用的重要特征．应对目前社会媒体环境中信息过载的问题，信息的共享和推荐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中分析
了目前主流社会媒体网站基于用户自建组的信息共享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传统推荐技术在效率上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新的基于用户偏好自动分类的社会媒体数据共享和推荐方法．直观上讲，该方法的本质是把用户对具体媒
体对象的偏好转化成用户对媒体对象所蕴含兴趣元素的偏好，然后把具有相同偏好的用户，即对若干兴趣元素上
的兴趣度都相同，自动聚合成为一个“共同偏好组（ＣＰＧ）”．文中提出了基于ＣＰＧ的社会媒体信息共享和推荐的架
构，设计实现了ＣＰＧ的自动生成算法，通过随机生成模拟数据集实验详细分析了算法性能的影响因素，并与现有
类似功能算法进行了效率对比，实验结果表明算法可适用于具有海量用户的社会媒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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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由用户生成内容的社会媒体（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存

在信息过载的问题．社会媒体网站是以用户为中心，
具有海量、无序的用户产生的数据．一方面，媒体数
据和用户数据都十分庞大，而且不断有新用户加入
以及每天都会大量新的数据上传；另一方面，社会媒
体数据存在无序的特点，大多数社会媒体是无结构
化数据，如视频、图片、文本日志等，这类数据都具有
多语义的特点，即每个对象包含多种类别、多粒度的
语义信息．社会媒体和网页一样具备海量信息的规
模，但又无法直接应用现有成熟的网页信息检索技
术对其进行排序，这给Ｗｅｂ社会媒体数据的分类以
及检索带来困难．在线共享和推荐的方式是目前社
会媒体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

为了满足信息共享的需要，大多数社会媒体网
站提供了用户自建组的机制．文献［１］指出超过一半
的Ｆｌｉｃｋｒ用户把他们的图片放入了至少一个组中，
这表明了大量用户有参与组的行为和需要．用户建
立或加入组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信息共享，其二是
为了社交的目的，同一组里面的成员代表他们有着
跟组的主题相关的兴趣和爱好［２］．一般来说，一个组
代表了一个主题，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加
入组，成为组的成员并可以上传与主题相关媒体数
据到组里面．通过对Ｆｌｉｃｋｒ研究表明，向组中加入图
片是图片数据传播的主要原因［３４］．无疑，组机制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社会媒体信息共享和传播的机制．
但目前主流的社会媒体网站所支持的用户自建组机
制存在如下问题［５８］：

（１）多同主题的组．每个用户都能随意创建自
己想要的组，这使得和同一个主题相似的组的数目
很多．例如，Ｆｌｉｃｋｒ中有２８１０９个关于“ｃａｔ”的组，而
且数目不断增加。面对如此多同主体的组，用户如
何选择合适的组加入成为一个难题；同时由于一个
主题存在多个组，具有相同兴趣的用户必将分散到
不同的组里面，造成信息不能很好地共享的问题．

（２）媒体数据多语义性．一般来说，一个媒体对
象会和多个主题相匹配，而根据上条所描述的，一个
主题会和多个组相对应，因此，根据现有组共享机
制，一个用户若想充分地共享自己的数据就需要把
一个媒体数据人工地加入到不同主题下的不同组
里面．

（３）用户的无意识兴趣．用户本身是对某些主
题感兴趣，但其自身没有意识到已经存在这样的组
可以进行数据的共享和交互．即使用户自身愿意参
与到组里面进行信息共享的，仍然存在大量这种无
意识的用户错过信息共享的机会．

（４）数据噪音．我们把和组里面和组的主题不
相关的数据称为数据噪音．媒体对象是人工加入到
组里面的，用户加入数据的随意性使我们无法确保
对象是和组的主题相关的，事实上，对象和组的主题
不一致的现象很常见．

以上提到的问题给社会媒体信息的共享和传播
带来了阻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用户偏好的组自动生成方法．与用户手动创建的
组进行区分，我们把本文提出的基于用户偏好的系统
自动生成组称为“共同偏好组（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ＣＰＧ）”．本文研究基于以下假设：用户对一
个社会媒体对象感兴趣是因为用户对媒体对象所蕴
含的一些语义元素感兴趣．在这个假设下，我们把用
户对许多单一媒体对象的喜好转化为用户对某个语
义元素或语义元素的集合的兴趣．本文也把语义元
素称为兴趣元素．每个用户对每个语义元素都可以
有自身的喜好程度，我们把同一语义元素上的一种
喜好程度称为偏好．如果一系列用户对若干语义元
素上的每个元素都具有相同的喜好程度，则称这群
用户在这些语义元素上具有共同的偏好，把那些有
共同偏好的用户聚集成一个组，也就是共同偏好组
（ＣＰＧ）．社会媒体应用环境下，ＣＰＧ形成过程可简
要描述如下：在社会媒体环境下，用户会对某些媒体
对象感兴趣，一般来说，系统会提供某些功能让用户
来表达他们的喜好，如星级评分，或设置“喜欢”按
键．从每个媒体对象都可以抽取出多个语义元素，那
么一个用户对媒体对象感兴趣也就是说用户对蕴含
在这些媒体对象下的语义元素感兴趣．通过对每个
用户喜欢的媒体对象抽取语义并对语义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知道用户对哪些语义喜好以及喜好的程度．
直观上说，ＣＰＧ就是在某些语义元素上，具有相同
喜好程度的用户的集合．

无论是从媒体信息共享推荐的角度还是从用户
社交的角度来看，ＣＰＧ均与传统自创建组机制不
同，ＣＰＧ有如下优点：（１）一个ＣＰＧ和一组加权的
语义相对应，表明这个ＣＰＧ里面的用户在这些语义
上具有相同的兴趣度，因此通过ＣＰＧ，用户可以发现
自己的偏好以及和自己具备相同偏好的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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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ＰＧ是自动生成的，系统根据对用户行为分析
得到用户兴趣，把用户自动加入到相应的ＣＰＧ中；
（３）媒体对象也被自动加入到对应的ＣＰＧ中，而无
需手动加入．

本文的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分析了目前自建组机制在社会媒体共享方

面存在的问题．
（２）提出ＣＰＧ概念以及基于ＣＰＧ的数据共享

和推荐系统架构．
（３）设计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并提出了基于

ＣＰＧ协同兴趣发现的思想．
（４）实现了ＣＰＧ的自动生成算法，通过随机生

成模拟数据集实验详细分析了算法性能的影响因
素，并和已有类似的算法进行了性能对比．实验结果
表明了该算法可适用于具有海量用户的社会媒体
应用．

本文第２节给出ＣＰＧ相关问题和定义的描述；
第３节提出基于ＣＰＧ的社会媒体数据共享和推荐
的系统架构；第４节阐明ＣＰＧ的生成过程，设计并
实现一种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第５节通过大量的模
拟实验来分析各种参数对算法复杂度的影响，同时
还将与类似功能算法做性能比较；第６节对本文相
关工作进行讨论；第７节总结全文并给出后继工作
的想法．

２　概念定义
本节将给出相关的主要概念和形式化的定义．

对于传统推荐系统包括的主要概念有用户（犝狊犲狉）、
对象（犗犫犼犲犮狋）、评分（犚犪狋犻狀犵）、归档信息（犘狉狅犳犻犾犲）和
用户对象矩阵（Ｕｓ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ｒｉｘ，犝犗犕）．整个
推荐过程是通过用户对初始对象的评分建立用户的
犘狉狅犳犻犾犲来预测用户对其它对象的评分．系统根据
预测结果对待推荐对象进行排序并确定是否把对象
推荐给该用户．构建犝犗犕的过程是推荐系统的
基础．

定义１．　用户对象矩阵（犝犗犕）．用户对象矩
阵记录用户对对象的评分，表示用户对象的喜好程
度．犝犗犕可以表示成三元组〈犝狊犲狉，犗犫犼犲犮狋，犚犪狋犻狀犵〉，
其中，犝狊犲狉表示用户的集合；犗犫犼犲犮狋表示对象的集
合；犚犪狋犻狀犵表示用户对对象的评分的所有取值．
犝犗犕可以看成一个从用户和对象到评分值的函数．

犝犗犕：犝狊犲狉×犗犫犼犲犮狋→犚犪狋犻狀犵．

我们前面提到了目前社会媒体具有海量用户和
数据的特点，并且用户和数据的数量每天快速增长．
本文提出了基于共同偏好组（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ＣＰＧ）的信息共享和推荐方式，本文新增加
了几个概念：兴趣元素（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犈犾犲犿犲狀狋）、兴趣度
（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狀犲狊狊）和用户兴趣元素矩阵（Ｕｓ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犝犈犕），共同偏好组（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ＣＰＧ），组偏好关系对象矩阵
（ＰＧＲ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ｒｉｘ，犘犗犕）．通过对犝犈犕挖掘生
成ＣＰＧ，然后构建犘犗犕进行推荐．

定义２．　兴趣元素（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犈犾犲犿犲狀狋）．兴趣
元素是包含在对象里面的能够影响到用户对该对象
兴趣的特征或语义元素．不同兴趣元素之间可以有
组合关系和泛化关系．

定义３．　兴趣度（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狀犲狊狊）．兴趣度是
描述用户对每个兴趣元素感兴趣的程度的量化值．

定义４．　用户兴趣元素矩阵（犝犈犕）．用户兴
趣元素矩阵记录每个用户对每个兴趣元素的兴
趣度．犝犈犕可以表示成三元组〈犝狊犲狉，犐狀狋犲狉犲狊狋
犈犾犲犿犲狀狋，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狀犲狊狊〉，其中，犝狊犲狉表示用户
的集合；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犈犾犲犿犲狀狋表示兴趣元素的集合；
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狀犲狊狊表示用户兴趣度的有所取值．犝犈犕
可以看成一个从用户和兴趣元素到兴趣度的函数．
犝犈犕：犝狊犲狉×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犈犾犲犿犲狀狋→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狀犲狊狊．

定义５．　共同偏好组（犆犘犌）．一个共同偏好
组是犝犈犕中的子集，这个子集满足以下条件，同一
个犆犘犌里面的所有用户对这个犆犘犌里面的每个兴
趣元素都有相同的兴趣度．生成的犆犘犌包括两个关
系，组用户关系（ＵｓｅｒＧｒｏｕ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犝犌犚）表示
犆犘犌所包含的用户，组偏好关系（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犘犌犚）表示犆犘犌所包含的兴趣元素及其
兴趣度．

定义６．　共同偏好组对象矩阵（犌犗犕）．共
同偏好组对象矩阵记录共同偏好组和对象之间的
相似性．犌犗犕可以表示成三元组〈犆犘犌，犗犫犼犲犮狋，
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其中，犆犘犌表示共同偏好组的集合；
犗犫犼犲犮狋表示对象的集合；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表示犆犘犌的组
偏好关系和目标对象特征的相似性．犌犗犕可以看成
一个从ＣＰＧ和对象到相似度的函数．

犌犗犕：犆犘犌×犗犫犼犲犮狋→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
显然，共同偏好组的数量将远远少于用户数，即

和传统用户对象矩阵相比较，犌犗犕的计算复杂度
将会大大降低．这种推荐模式将适用于海量用户和
数据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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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犆犘犌的社会媒体共享和
推荐系统架构
为了弥补传统基于用户自建组的信息共享方式

和传统推荐系统的问题，本节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偏
好组的社会媒体数据共享和推荐的架构，如图１所示．

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媒体对象基本上都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个体，然而其所包含的让用户感兴趣的
兴趣元素却具有共同性．本研究基于的假设是用户
对一个社会媒体对象感兴趣是因为用户对媒体对象
所蕴含的兴趣元素感兴趣．在目前社会化网络环境
下，我们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很容易得到用户与对象

之间的喜好关系．通过前面所提到的假设，我们的目
标是把用户和对象之间的喜好关系转化为更具有一
般性的用户和兴趣元素之间的喜好关系，建立用户
兴趣元素矩阵（犝犈犕）．通过犝犈犕，可自动生成
ＣＰＧ．同一个ＣＰＧ里面的所有用户符合一个共同的
偏好，即对系列兴趣元素都具备同样的兴趣度．用户
通过社会化网络上的行为被自动分类到了一起，而
且知道之所以被聚到一起的原因，即具备什么样的
共同偏好．待推荐对象包括媒体对象和新加入系统
的用户．先通过提取媒体对象或新用户的兴趣特征，
推荐算法可以通过待推荐兴趣特征，同ＣＰＧ中的
犘犌犚做相似性比较，最后确定是否把待推荐信息加
入到相应的ＣＰＧ中．

图１　基于ＣＰＧ的信息共享和推荐系统架构

４　犆犘犌自动生成
ＣＰＧ自动生成的过程即从犝犈犕找出对应

犝犌犚和犘犌犚的过程．我们定义犿犻狀犝狊犲狉狊来表示构
成一个ＣＰＧ所要求的最少用户的数目．
４．１　建立用户兴趣元素矩阵

用户兴趣元素矩阵（犝犈犕）记录每个用户对每
个兴趣元素的兴趣度．从媒体数据对象中抽取蕴含
用户偏好的兴趣元素来构建犝犈犕是此方法的基
础．兴趣元素的抽取过程需要考虑两个方面：（１）兴
趣元素可以通过预定义或通过抽取媒体对象语义的
方式获得．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兴趣元素应该与用户

真实兴趣相符合；（２）媒体对象兴趣元素抽取的过
程要尽可能地准确．犐犈犛狆犪犮犲表示所有让用户感兴
趣的兴趣元素的集合，狅犲表示对象狅所蕴含的兴趣
元素．

狅犲犐犈犛狆犪犮犲 （１）
一个用户会和若干媒体对象交互．犗犫犼犲犮狋犛狆犪犮犲

表示所有的媒体对象，狌ｆａｖｏｒｉｔｅ表示用户喜好的对象
集合．

狌ｆａｖｏｒｉｔｅ犗犫犼犲犮狋犛狆犪犮犲 （２）
基于式（１）、（２），用户偏好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可以推导出

来，一个用户狌的偏好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指用户狌所感兴趣
的所有兴趣元素以及对每个兴趣元素兴趣度λ犻．

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犲犻，λ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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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式（３），我们可以建立用户偏好矩阵．
４．１．１　兴趣度的确定方法

为了区分不同用户对同一兴趣元素喜好的差异
性，本文提出了兴趣度的概念．兴趣度，即用户对兴
趣的偏爱喜好程度．完成用户的兴趣发现之后，针对
不同的兴趣，结合每个用户与所有推荐信息的交互
次数来衡量用户在该兴趣上的兴趣程度．兴趣程度
与兴趣度的关系是兴趣程度是一个绝对的数值，而
兴趣度是一个相对的兴趣等级．用户狌犻在兴趣元素
犲上的兴趣程度θ犲犻的计算公式为

θ犲犻＝犐犖
犲
犻

犐犉犻＋α （４）
其中，犐犖犲犻表示用户狌犻与兴趣元素犲的交互次数；犐犉犻
表示用户狌犻的交互频率；α用来避免出现除零情况．

犐犉犻＝狊狌犿犐犖犻犪狏犵犐犖 （５）
其中，狊狌犿犐犖犻表示用户狌犻的总交互次数；犪狏犵犐犖表
示平均每个用户的交互次数．交互频率是为了平衡
用户行为习惯对真实兴趣程度的影响．兴趣度λ由
量化式（４）中的用户对某个兴趣元素的兴趣程度θ
值得到．
４．２　犆犘犌生成算法

图２　一个ＣＰＧ挖掘的例子

本小结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直观地说明ＣＰＧ
生成的原理（如图２所示），并详细介绍算法的过程．
本例中定义用户集犝＝｛狌１，狌２，狌３，狌４，狌５｝，兴趣元
素集犈＝｛犲１，犲２，犲３，犲４，犲５｝，用户对兴趣元素的兴趣度
量化成为３种｛λ犡，λ犢，λ犣｝，本例给定犿犻狀犝狊犲狉狊＝２．
如图２（ａ）所示，用户对每个兴趣元素的兴趣度都记
录在犝犈犕中．下一步是挖掘ＣＰＧ集合，如图２（ｂ）
所示，不同形状的区域代表不同的ＣＰＧ，本例中有
３个ＣＰＧ．根据ＣＰＧ，组用户关系和组偏好关系将很

容易推导出来，分别如图２（ｃ）和图２（ｄ）所示．
本节给出了具体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并基于

图２详细描述算法过程．
第１步．把用户按照其偏好聚集，即把每种兴

趣元素下，不同兴趣度的用户都聚成一个单元．
通过用户兴趣元素矩阵犝犈犕，很容易可以得到

用户聚集表（如表１所示）．对于表中每个字段狆，如
果字段狆包含的用户数大于或等于犿犻狀犝狊犲狉狊，则把
狆加入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否则就从表中删除．最后
犻狀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字段可以看成满足条件的只包含单
个兴趣元素的ＣＰＧ．

表１　用户聚集表
犲１ 犲２ 犲３ 犲４ 犲５

λ犡 狌１，狌３ 狌１，狌３
λ犢 狌１，狌３ 狌２，狌３，狌５ 狌２，狌３，狌５
λ犣 狌４，狌５ 狌４，狌５

算法１．　Ｕｓ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输入：犝犈犕（用户兴趣元素矩阵）
输出：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
描述：把犝犈犕转化成用户聚集表，表里面每个字段狆

都表示在某一兴趣元素犲犻上有相同兴趣度λ犼的
用户的集合．

１．从犝犈犕中抽取用户集合犝，兴趣元素集合犈和兴
趣度集合Λ；

２．ｆｏｒ每个兴趣元素犲犻∈犈
３．　ｆｏｒ每个兴趣度λ犼∈Λ
４．　　ｉｆ（用户狌对犲犻的兴趣度为λ犼）
５．　　　把用户狌加入字段狆（犲犻λ犼）中；
６．　　ｅｎｄｉｆ
７．　ｅｎｄｆｏｒ
８． ｉｆ（狆（犲犻λ犼）中用户数目大于等于犿犻狀犝狊犲狉狊）
９． 　把狆（犲犻λ犼）加入到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
１０．ｅｎｄｉｆ
１１．ｅｎｄｆｏｒ
第２步．生成包含多个兴趣元素的ＣＰＧ．
对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每个字段狆（犲犻λ犼），我们将其

与表１中位于其所在列后面的列的有效字段（即字
段中所包含的用户数大于或等于犿犻狀犝狊犲狉狊）进行∩
操作．∩操作是指两个字段狆中的偏好犲犻λ犼的并集
以及两个字段所包含用户狌的交集．

以第一个字段狆（犲１λ犡）为例，表２给出了
狆（犲１λ犡）与表１中位于狆（犲１λ犡）所在列后面列中有效
字段进行∩操作后得到的用户交集结果．删除结果
中用户数目小于犿犻狀犝狊犲狉狊的字段，把结果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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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犲犻λ犼）中．定义犆犆犔（犲犻λ犼）（Ｃａｎｄｉａｔｅ
ＣＰＧＬｉｓｔ）来存放对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每个字段
狆（犲犻λ犼）处理后所生成的候选多兴趣元素ＣＰＧ．把
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犲犻λ犼）中的每个元素与犆犆犔（犲犻λ犼）中
的所有元素依次进行∩操作后的结果加入犆犆犔（犲犻λ犼）
中，每次循环的最后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犲犻λ犼）中的元素
自身也需要加入到犆犆犔（犲犻λ犼）中．

表２　字段狆（犲１λ犡）与其它字段∩操作的结果
犲１ 犲２ 犲３ 犲４ 犲５

λ犡 狌１，狌３ 狌１，狌３
λ犢 狌１，狌３ 狌３（ｄｅｌｅｔｅ） 狌３（ｄｅｌｅｔｅ）
λ犣

算法２．　Ｃｒｅａｔｅ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ＣＰＧＬｉｓｔ．
输入：狆，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
输出：犆犪狀犱犻犪狋犲犆犘犌犔犻狊狋
描述：对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每个字段狆，将其与表１中其

它列的元素作∩操作，生成候选ＣＰＧ．
１．犆犆犔（狆）＝｛｝；
２．ｆｏｒ（每个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字段狆犼）并且（狆犼的兴趣元
素在用户聚集表的顺序在输入字段狆的兴趣元素
的后面）

３．狌狊犲狉狊＝狆犼．狌狊犲狉狊∩狆．狌狊犲狉狊；
４．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狆犼．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狆．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５．ｉｆ（狌狊犲狉狊数目大于犿犻狀犝狊犲狉狊）
６．　　将元素〈｛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狌狊犲狉狊｝〉加入到

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狆）；
７．ｅｎｄｉｆ
８．ｆｏｒ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狆）的每个元素狋犻
９．　犕犲狉犵犲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犆犘犌犔犻狊狋（狋犻，犆犆犔（狆））；
１０．　将狋犻加入犆犆犔（狆）；
１１．　犚犲犿狅狏犲犗狏犲狉犾犪狆狆犲犱（犆犆犔（狆））；
１２．ｅｎｄｆｏｒ
１３．Ｒｅｔｕｒｎ犆犆犔（狆）；
１４．ｅｎｄｆｏｒ
以字段狆（犲１λ犡）为例，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犲１λ犡）＝

｛〈｛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犲１λ犡，犲３λ犡｝，｛狌１，狌３｝〉｝．
（１）对元素〈｛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先将其

与犆犆犔（犲１λ犡）合并，但目前犆犆犔（犲１λ犡）为空，无法生
成新的多兴趣元素ＣＰＧ，所以仅把元素〈｛犲１λ犡，
犲２λ犢｝，｛狌１，狌３｝〉本身加入到犆犆犔（犲１λ犡）．此时
犆犆犔（犲１λ犡）＝｛〈｛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

（２）对元素〈｛犲１λ犡，犲３λ犡｝，｛狌１，狌３｝〉，先与目前
犆犆犔（犲１λ犡）中的元素〈｛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进行∩
操作．前面定义了∩操作是指对元素的偏好集合
求并集，用户集合求交集，其目的是检测当前元素

能否为目前的候选ＣＰＧ带来更多的兴趣元素
（算法２中，犕犲狉犵犲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犆犘犌犔犻狊狋用于实现这
一功能）．结果产生了新元素〈｛犲１λ犡，犲２λ犢，犲３λ犡｝，
｛狌１，狌３｝〉，将其加入犆犆犔（犲１λ犡），同时还要将元素
〈｛犲１λ犡，犲３λ犡｝，｛狌１，狌３｝〉本身也加入犆犆犔（犲１λ犡）．
犆犆犔（犲１λ犡）＝｛〈｛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犲１λ犡，
犲２λ犢，犲３λ犡｝，｛狌１，狌３｝〉，〈｛犲１λ犡，犲３λ犡｝，｛狌１，狌３｝〉｝．此
时我们发现元素〈｛犲１λ犡，犲２λ犢，犲３λ犡｝，｛狌１，狌３｝〉完全
覆盖了元素〈｛犲１λ犡，犲２λ犢｝，｛狌１，狌３｝〉和〈｛犲１λ犡，犲３λ犡｝，
｛狌１，狌３｝〉，元素犃被元素犅覆盖是指，犃．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犅．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并且犃．狌狊犲狉狊犅．狌狊犲狉狊．所以如果犆犆犔
中的一个元素被另一个元素所覆盖，需要从中删除
被覆盖元素（算法２中，犚犲犿狅狏犲犗狏犲狉犾犪狆狆犲犱用于实
现这一功能）．

第３步．对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每个元素，重复步２．
对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中的每个元素，我们都通过重复

步２得到一个对应的犆犆犔，如表３所示．每个犆犆犔
中的候选ＣＰＧ已经消除了覆盖的情况，但由不同字
段产生的候选ＣＰＧ还是可能存在覆盖，所以需要查
找出被覆盖的元素并删除（犚犲犿狅狏犲犚犲犱狌狀犱犲狀狋用于
消除不同犆犆犔间元素的覆盖）．

表３　所有候选犆犘犌列表
犘 犆犆犔

狆（犲１λ犡） 〈｛犲１λ犡，犲２λ犢，犲３λ犡｝，｛狌１，狌３｝〉
狆（犲１λ犣） 〈｛犲１λ犣，犲２λ犣｝，｛狌４，狌５｝〉
狆（犲２λ犢） 〈｛犲２λ犢，犲３λ犡｝，｛狌１，狌３｝〉（犇犲犾犲狋犲）
狆（犲２λ犣） 
狆（犲３λ犡） 
狆（犲４λ犢） 〈｛犲４λ犢，犲５λ犢｝，｛狌２，狌３，狌５｝〉
狆（犲５λ犢） 

我们可以看到由字段狆（犲２λ犢）产生的犆犆犔（犲２λ犢）
被已有的〈｛犲１λ犡，犲２λ犢，犲３λ犡｝，｛狌１，狌３｝〉覆盖，所以需
要删除．实际上，如果字段狆′中的用户是已经计算
过的字段狆的子集，那么由字段狆′生成的犆犆犔必
然被字段狆所生成的犆犆犔覆盖．最后，我们把所有
犆犆犔产生的无覆盖元素加入犆犘犌犔犻狊狋中．有了
犆犘犌犔犻狊狋，可以很容易得到犝犌犚和犘犌犚．

算法３．　ＣｒｅａｔｅＣＰＧＬｉｓｔ．
输入：犝犈犕（用户兴趣元素矩阵）
输出：犆犘犌犔犻狊狋
１．犆犘犌犔犻狊狋＝｛｝；
２．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犝狊犲狉犆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犵（犝犈犕）；
３．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ｌｅｍｅｎｔ狆∈犻狀犻狋犻犪犾犔犻狊狋
４．　犆犆犔（狆）＝犆狉犲犪狋犲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犆犘犌犔犻狊狋（狆）；
５．　将犆犆犔加入到狋犲犿狆犔犻狊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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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ｅｎｄｆｏｒ
７．ｆｏｒｅａｃｈ犆犆犔（狆犻）∈狋犲犿狆犔犻狊狋
８．　ｆｏｒｅａｃｈ犆犆犔（狆犼）∈狋犲犿狆犔犻狊狋
９．　ｉｆ狆犼．犲ａｆｔｅｒ狆犻．犲
１０．　　犚犲犿狅狏犲犚犲犱狌狀犱犲狀狋（犆犆犔（狆犻），犆犆犔（狆犼））；
１１．　ｅｎｄｉｆ
１２．ｅｎｄｆｏｒ
１３．ｅｎｄｆｏｒ
１４．犆犘犌犔犻狊狋＝狋犲犿狆犔犻狊狋；
１５．Ｒｅｔｕｒｎ犆犘犌犔犻狊狋．

４．３　基于协同的犆犘犌合并思想
前面的一节详细讨论了ＣＰＧ自动生成的具体

过程．算法从犝犈犕中挖掘出所有的ＣＰＧ．这就可能
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ＣＰＧ只有少量用户和用
户偏好的差异，如图３所示，犆犘犌１和犆犘犌２仅在兴
趣元素犲１上存在少量差异．如果大量这类ＣＰＧ存在
的话会造成ＣＰＧ数目变得很大，由第２节给出的定
义６可知，生成ＣＰＧ的目的之一是改变传统通过直
接比较用户对对象的评分的关系，从而提高推荐效
率，而如果类似这种大同小异的ＣＰＧ数目很多的
话，效率就得不到保证．所以这里采用协同过滤思想
对ＣＰＧ进行合并，ＣＰＧ合并不仅能减少ＣＰＧ的数
目以提高推荐效率，同时还能发现用户潜在可能的
兴趣偏好，以提高推荐的新颖度．同时，用户能通过
这种途径发现潜在的新的兴趣喜好．

图３　ＣＰＧ合并情形

当两个ＣＰＧ的相似度值犎（犆犘犌１，犆犘犌２）高于
一定阈值ψ，两个ＣＰＧ将合并成一个ＣＰＧ，一种简
单的合并方法就是找出同时包含两ＣＰＧ最小矩形，
这就意味着新的ＣＰＧ中的某些用户以前不存在的
兴趣元素会得到自动填充．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用Ｊａｖａ实现了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并设计

了一系列的实验来对算法效率进行了分析．实验环境
为２．８ＧＨｚＣＰＵ和４ＧＢ内存的ＰＣ，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
作系统．
５．１　犆犘犌生成算法性能分析

本小结对提出的ＣＰＧ生成算法的效率进行详
细的分析．采用生成随机数据的方法构建模拟数据
集，分别生成稠密用户兴趣元素矩阵犕犱和稀疏用
户兴趣元素矩阵犕狊．犕犱中的每个元素均随机填充
兴趣度值，而犕狊中为每个用户随机填充５～１０个兴
趣元素的兴趣度，其它为空．

根据ＣＰＧ生成算法的原理，有４个参数〈犝，犈，
犖，犿犻狀犝狊犲狉狊〉会对算法性能产生影响，其中，犝指用
户数目；犈是兴趣元素数目；犖是指不同兴趣度的
个数；犿犻狀犝狊犲狉狊指生成ＣＰＧ所需要包含的最少用
户数目．

本文分别分析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对这４个参
数效率方面的敏感度．如图４所示，图中纵坐标代表
毫秒（ｍｓ）级别的时间开销．

图４　用户数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犿犻狀犝狊犲狉狊＝５０，犈＝５０，犖＝３）

图４表示算法效率与用户数量犝的关系．可
以看出，当用户数目成倍迅速增长时，时间开销增
长仍呈较慢的线性增长，这说明算法对用户数目
的容忍度高，特别是在计算矩阵中数据稀疏的条
件下．实际应用中，数据将会是稀疏的，说明算法将
有能力处理实际中大规模用户条件下ＣＰＧ的自动
生成的任务．

图５表示兴趣元素的数目犈对算法性能的影
响．其它参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左侧主坐标轴表示
稠密矩阵犕犱的时间开销，而右侧次坐标轴表示稀
疏矩阵犕狊的时间开销．针对犕犱，兴趣元素数目犈
的增加意味着整个矩阵中增加了更多的元素，每增
加一列元素都可能导致与其它列中的元素组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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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ＰＧ，换言之，兴趣元素数目犈的变化对算法开
销影响很大．然而，对于犕狊，每个用户仅随机填充
５～１０个兴趣元素的兴趣度，即整个矩阵中元素个
数相对固定，犈增加只会使得矩阵变得更加稀疏．当
矩阵稀疏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能组合为满足条件的
ＣＰＧ的数目将会变少．正如图中所示，随着犈的增
长，算法的实际开销反而会降低．犕犱与用户对所有
兴趣元素都感兴趣的极端情况相对应，由于用户在
一定时期内的兴趣是稳定的，真实数据的分布会更
加接近犕狊．不同的是，用户的兴趣数目可能不会均
匀分布．

图５　兴趣元素数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犿犻狀犝狊犲狉狊＝２０，犝＝５０００，犖＝３３）

图６表示参数犿犻狀犝狊犲狉狊不同情况下的算法时
间复杂度．随着设定的ＣＰＧ最少用户量的提高，算
法第１步中犻狀狋犻犪犾犔犻狊狋过滤掉的元素以及第２步中
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犔犻狊狋过滤掉的元素则越多，算法速度将
会越快．当最少用户数大到一定程度，算法复杂度趋
于稳定．

图６　最小用户数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犝＝５０００，犈＝５０，犖＝３）

图７表示不同兴趣度的个数对性能的影响．算
法开销随着兴趣度个数的增加呈现出先递增后再递
减的现象．而峰值出现的原因是当兴趣度区分不明
显时，多数用户会被划分到同一ＣＰＧ中，导致算法

效率提高；但是，当兴趣度个数超过峰值后，由于差
异性过大，会导致满足条件的ＣＰＧ大幅减少，从而
使得算法时间开销急剧下降．

图７　兴趣度数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犕犱：犿犻狀犝狊犲狉狊＝１００，犝＝５０００，犈＝５０，
犕狊：犿犻狀犝狊犲狉狊＝３０，犝＝１００００，犈＝５０）

下面本文用一组实验来分析兴趣度峰值大小与
参数之间的关系．对犕犱而言，兴趣度峰值呈现如下
规律：

（１）峰值与最小用户数目的关系
用户数为５０００，兴趣元素为５０

最小用户数 兴趣度峰值
５０ ８
１００ ５
１５０ ４

结果说明兴趣度峰值与最少用户数成反比．
（２）峰值与兴趣元素数目的关系

用户数为５０００，最少用户为１００
兴趣元素 兴趣度峰值
２０ ５
５０ ５
８０ ５

结果说明兴趣度峰值与兴趣元素个数无关．
（３）峰值与用户数目的关系

最少用户为１００，兴趣元素为５０
用户数目 兴趣度峰值
２０００ ３
５０００ ５
１００００ ８

结果说明兴趣度峰值与用户数目成正比．
对犕狊矩阵而言，兴趣元素个数也会对峰值产生

影响．如前文所述，兴趣元素个数决定了犕狊矩阵的
稀疏度．当稀疏度一定时，上文结论仍然适用．

最终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兴趣度峰值的大小与
用户数目和最小用户数目的比值相关，并且也与
犝犈犕的稀疏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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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相关算法对比分析
本文提出的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和关联规则问

题中频繁闭项集的挖掘（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ＣｌｏｓｅｄＩｔｅｍｓｅｔ
Ｍｉｎｉｎｇ）算法有类似之处［９］．不同之处在于，那些算
法的输入相当于一个布尔类型的矩阵，而本文算法输
入的用户兴趣元素矩阵犝犈犕中带有不同的兴趣度
值，布尔矩阵可以看成是兴趣度个数只有一个的特
例．传统关联规则问题中的支持度犛狌狆狆狅狉狋的语境
可以和本文提出的ＣＰＧ自动生成问题中最小用户数
犿犻狀犝狊犲狉狊与用户总数犝的比值对应．在本文应用中，
关联规则问题中的置信度犆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不需要考虑．

本文将ＣＰＧ自动生成算法与其类似算法
ＥＣＬＡＴ［１１］的频繁闭项集实现［１０］进行了效率对比
实验．由稠密到稀疏，我们分别选取了３种数据集来
进行算法性能对比．分别是稠密真实数据集Ｃｈｅｓｓ
以及两组稀疏数据集Ｔ４０Ｉ１０Ｄ１００Ｋ，Ｔ１０Ｉ４Ｄ１００Ｋ．
实验数据为从Ｃｈｅｓｓ数据集中选取前１０００条记录，

从Ｔ４０Ｉ１０Ｄ１００Ｋ数据集中选取前１００００条记录以
及Ｔ１０Ｉ４Ｄ１００Ｋ选取了前２００００条记录．选取的数
据集可以直接在ＥＣＬＡＴ实现算法上运行，同时需
要转换为我们算法中的犝犈犕结构再使用ＣＰＧ
ＭＩＮＩＮＧ算法运行．阈值对ＥＣＬＡＴ算法而言是表
示生成频繁项所需要的最少记录数目，决定了支持
度的大小，对我们的算法（ＣＰＧＭＩＮＩＮＧ）而言是指
最小用户数．

图８给出了这两种算法的性能对比结果，从图
中可以看出，ＥＣＬＡＴ算法不适合稠密数据集，且对
支持度的改变比较敏感，如图８（ａ）所示，对于较为
稠密的Ｃｈｅｓｓ数据集，支持设定低于０．８（即图（ａ）
中阈值小于８００）时，算法将无法得到结果；对较为
稀疏的数据集，如图８（ｂ）、（ｃ）所示，随着支持度的
降低，ＥＣＬＡＴ算法运行时间将急剧增长．结果表明
我们提出的算法在各种条件下的效率均优于类似算
法ＥＣＬＡＴ的效率．

图８　实验结果对比

６　相关工作
就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还没有关于自动

生成用户兴趣组的研究．本文与两个方面的研究进
行比较来体现本文的意义．
６．１　组推荐技术

因为社会媒体的组是用户自定义生成的，所以
一个主题对应多个组，如前面所提到的，组的数目甚
至可以达到上万个．因此，对一个用户而言，如果其
对一个主题感兴趣，那么他不可能加入所有相关的
组里面去，对于用户而言，很难确定把媒体对象发布
到哪个组里面以及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组．许多研
究关注于对象与组的匹配［６８］，还有一些研究关注
把组推荐给用户［４，１２］．这些推荐机制优点是找出最
适合的Ｔｏｐ犽的组推荐给用户或媒体对象，但其仍
然不能满足媒体对象充分共享的任务，具有相同兴
趣的用户仍然分离在不同的组里面，组与组之间对

象不能共享．另一方面，某些用户可能明显具备相同
的兴趣，但他们忽视了这样的组的存在，结果他们不
能认识彼此，信息也不能共享．基于ＣＰＧ的方法，媒
体和用户是自动分配到相应的ＣＰＧ之中．
６．２　社会媒体推荐技术

从社会媒体推荐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研究着重于
推荐算法的准确性方面．这些推荐方式包括基于内容
的（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１３１４］、协同过滤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１５１７］、人口统计学的（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１８］以
及混合式的（Ｈｙｂｒｉｄ）［１９２０］等推荐方法．文献［２１］提
出了基于内容／相似度的推荐技术用于社会媒体推
荐．当将现有技术用于社会媒体推荐，我们发现了一
个普遍的问题，现有技术都是把单个对象推荐给单
个用户，但社会媒体具有海量用户以及海量数据的
特点，并且用户和媒体的数目每天都在不断增加，这
些方法主要考虑推荐算法的准确性而忽略了推荐的
效率问题．尽管时间效率问题在推荐系统里面不像
在检索系统里面那么关键，但我们认为在海量数据

９８３２１１期 贾大文等：一种基于用户偏好自动分类的社会媒体共享和推荐方法



环境下考虑推荐算法的时间效率是十分必要的．显
然，共同偏好组的数量将远远少于用户数，即和传统
用户对象矩阵相比较，共同偏好组对象矩阵的计
算复杂度将会大大降低，这种推荐模式将适用于海
量用户和数据的环境．

７　总结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目前社会媒体网站中组机制的不足

以及相关的推荐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偏好的
潜在组自动生成机制用于社会媒体数据的共享和推
荐，设计并实现了ＣＰＧ自动生成方法，并通过实验
详细分析影响算法性能的各种因素．实验结果表明
该算法的正确性与高效性，可适用于具有海量用户
的社会媒体应用．同时，本文提出了基于ＣＰＧ的数
据共享和推荐系统架构，如要真正基于此架构实现
具备实用性的推荐系统还需继续研究完善，解决如
下若干问题：（１）实现从用户行为得到实际的用户
偏好矩阵的过程，包括兴趣元素的确立、社会媒体语
义挖掘以及兴趣度的确立；（２）推荐算法的研究，包
括用户的自动加入和退出机制、待推荐媒体数据和
ＣＰＧ的推荐匹配算法以及ＣＰＧ的演变机制；（３）进
一步提高ＣＰＧ生成算法的效率以适应海量用户和
提高更细粒度兴趣元素条件下的算法效率．此外，我
们将进一步思考ＣＰＧ用于信息共享和推荐的其它
适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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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１１期 贾大文等：一种基于用户偏好自动分类的社会媒体共享和推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