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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数据在现今生活中广泛存在，但由于数据结构稀疏、规模较大等特性，难以直接利用现有的机器学习算

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出现，通过将高维数据映射到低维向量空间，解决了上述问题。但是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中存在大量超级参数，参数的选择与数据分析任务密切相关且对算法性能有明显影响，如何针对数据分析任务，通用的
对多种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以获取不同算法的最优性能，实现算法间性能的公平比较，从而选择出最优者
对数据进行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对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通常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且由于网络结构数据规
模通常较大，还会有内存占用过高问题的存在，因此如何能够在有资源限制（时间、内存占用）的条件下进行超级参数调整，
是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框架 JITNREv，
能够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通用对多种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通过获取不同算法针对相同数据分析任务的性
能最优值，实现算法之间的性能公平比较。该框架具有 4 个松耦合且可扩展的组件，组件间仅通过数据流进行交互，并在闭
环结构中完成样本的测试优化，满足了框架的通用性。JITNREv 基于拉丁超立方采样对超级参数进行采样；根据“当前最
优值附近，有更大概率出现更优值”的假设对采样范围进行剪枝；针对超大规模数据集，提出了图粗化方式在保留数据结构
的基础上压缩数据规模，满足了资源限制条件下对超级参数进行调整的要求。框架还融合了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常用的评测数
据集、评测指标和数据分析应用，实现了框架的易用性。实验证明 JITNREv 框架能够在资源限制条件下稳定提高算法性能，
例如，针对 GCN 算法的节点分类任务相比默认参数设置，JITNREv 框架能够将性能提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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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data are ubiquitous in real-world applications to represent complex relationships of objects,
e.g., social networks, reference networks, and web networks, etc. However, due to the large-scale and
high-dimensional sparse representation of network datasets, it is hard to directly applyoff-the-shelve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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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ethods for analysis.Networ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NRL) can generate succinct node representations
for large-scale networks, and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and network data. It has
attracted great research interests from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Despite the wide adoption of NRL algorithms,
the setting of their hyperparameters remains an impacting factor to the success of their applications, as
hyperparameters can influence the algorithms‟ performance results to a great extent. How to generate a
task-aware set of hyper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NRL algorithms in order to obtain their best performance,
achieve their performance fair comparison, and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NRL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 network
data a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NRL algorithms.In addition,
hyperparameters tuning is a time-consuming task, and the massive scale of network datasets has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problem by incurring high memory footprint. So, how to tune NRL algorithms‟ hyperparameters
within given resource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time constraint or the memory limit is also a problem. Regarding
the above two problems, in this work, we propose an easy-to-use framework named JITNREv, to compare NRL
algorithms fairly within resource constraints based on hyperparameters tuning. The framework has four loosely
coupled components andadopts a sample-test-optimize process in a closedloop. The four main components are
named hyperparameter sampler, NRL algorithm manipulator, performance evaluator, and hyperparameter
sampling space optimizer. All compon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data flow. We use the
divide-and-diverge sampling method based on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to sample a set of hyperparameter, and
trim the sample space around the previous best configuration according to the assumption that “around the point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sample set w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find other points with similar or better
performance”. Massive scale of network data also bring great challenges to hyperparameter tuning, since the
computational cost ofNRL algorithms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network scale. So we use the graph
coarsening model to reducedata size and preserve graph structural information. Therefore, JITNREv can easily
meet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set by users. Besides,the framework also integrates representative algorithms,
general evaluation datasets, commonly used evaluation metrics, and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s for an easy use of
the framework. Extensive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JITNREv can stab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eneral
NRL algorithms only by hyperparameter tuning, thus enabling the fair comparisons of NRL algorithms at their
best performances. As an example, for the node classification task of the GCN algorithm, JITNREv can increase
the accuracy by up to 31% compared with the default hyperparameter settings.
Key words
networ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network embedding;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automatedmachine learning; hyperparameter t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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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结构数据在现今生活中普遍存在且被广泛
应用，例如社交网络[1]、学术文章的引用网络[2-3]、论
文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 [4] 或网页之间所构成的跳转
网络[5]等。对网络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领域
也有重要应用，例如链接预测[6]、节点分类[7]等。但
是由于网络结构数据通常具有规模较大、结构稀疏等
特性，无法直接应用已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分
析，因此近几年有大量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提出[6-9]。
这些算法通过基于矩阵分解、基于随机游走或基于神
经网络等方式将高维的网络结构数据映射到低维向
量空间中，获取网络中节点（例如学术文章引用网络
中的作者）或整个小规模网络（例如蛋白质分子结构）
的低维表示，并将学习得到的表示与下游数据分析应
用相结合，对网络结构数据进行了有效分析。但是网
络表示学习算法中超级参数普遍存在且数量众多，不
同的参数配置对算法的性能有巨大影响，且参数的配
置与输入数据集、下游数据分析应用所侧重的数据特
征都存在相关性。当使用专家知识对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进行参数调整时需要较高的人力成本，难以被广泛
应用，而当不同算法都使用各自的默认参数执行相同
的数据分析任务时，由于不是在算法各自的最优性能
条件下进行的比较，比较的公平性难以得到保证。因
此如何构建一个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框架，通用的对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进行调整，获取不同算法针
对相同任务的最优性能值，从而进行算法之间的性能
公平比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期对机器学习算法或大数据处理系统的超级
参数或配置参数进行调整，提升他们的性能从而实现
不同算法或系统之间性能的公平比较，在工业界和学
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0]。在机器学习领域，自动化
机器学习的兴起能够仅通过对算法中的超级参数进
行调整获得稳定且更优的性能，在图片 [11]和文本 [12]
数据分析领域都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在系统领域，通
过自动优化框架对大规模数据库系统或数据处理系
统的配置参数进行调整以获得更优的系统性能也受
到了广泛关注[13-14]。
但是现有对超级参数或配置参数进行自动调整
的框架都无法直接应用到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
参数调整中，主要有以下 3 个原因：1）在自动机器
学习领域，现有的超级参数调整框架主要是针对文本
[12]
或图片[11]结构数据，且无法设定在进行超级参数调
整时所允许使用的最大资源[15-18]，直接将已有的框架
应用到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中通常需
要较长的运行时间和较多的资源消耗（例如内存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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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现有的配置参数调整框架主要是针对大规模
数据处理系统或数据库[12,19-20]，即使框架的结构为松
耦合，将现有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常用的数据集和
数据分析应用及相应的评测指标与已有的系统配置
参数调整框架进行融合也需要较高人力成本和较长
时间；3）现有框架使用的参数调整方法通常为基于
时序模型（例如贝叶斯优化）[21]或基于搜索（例如随
机搜索或网格搜索）[22-23]，由于参数和性能间的复杂
关系，基于时序模型的方法通常无法对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的性能函数进行准确拟合，而基于搜索的方法无
法对获得的参数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信息（例如，通常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与节点表示向量维度规模
正相关）进行充分利用，因此需要对较大的参数空间
进行搜索，无法在有资源限制（例如时间）的条件下,
有效对不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进行调整。
最新的研究工作 [24] 也注意到了超级参数对网络
表示学习算法性能的影响，提出了面向静态网络节点
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框架 AutoNE。该框架
在子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并通过高斯过程将子图
上的最优参数配置应用到原图上，解决了网络表示学
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问题。但是该框架仍存在以下
3 个主要问题：1）AutoNE 无法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
下完成超级参数调整过程，即仍旧需要较长的时间收
敛或在多个子图上采集设定数目的样本，引入了额外
参数信息，例如生成子图的数目，采集样本的数目等；
2）AutoNE 通过随机游走的方式生成多个子图，破坏
了原始数据的整体结构，且只能对数值类型的超级参
数进行处理，而在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中非数值类型的
超级参数也普遍存在[7],因此 AutoNE 的通用性无法得
到保证；3）AutoNE 在子图上采用随机搜索的方式获
取多组超级参数配置和对应数据分析应用的性能值，
并没有充分利用参数配置和算法性能之间的关联信
息。此外 AutoNE 使用了基于贝叶斯优化的方式对网
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和配置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
建模，而性能模型对初始阶段超级参数采样的样本及
所对应的算法性能十分敏感，当初始样本出现波动
时，模型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所构建性能模型的
准确性和稳定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在此基础上进行超
级参数调整获得的最优性能值也并不稳定,公平比较
问题依旧无法很好解决。且 AutoNE 并没有将常用的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数据集、下游数据分析应用及评
测指标融合形成完整工具，因此快速对不同网络表示
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所要求的易用性也无法
得到满足。
为了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解决基于超级参数
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问题，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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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
JITNREv
（
Justice
InTimeNetworkRepresentationEvaluation）框架。框架
整体为闭环结构，由超级参数采样、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应用性能评估和超级参数采样范围优化四个主要
模块构成。为解决资源限制条件下的基于超级参数调
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问题，我们面临
以下 2 个主要挑战:
1) 通用性和易用性：框架的通用性指能够对各
类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且支持对各
种类型超级参数（数值型、枚举型等）的调整。框架
的易用性指易于与现有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融
合，而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编码工作。因此 JITNREv
框架使用了闭环的模块化整体结构和基于拉丁超立
方采样（LHS）的采样方法，框架中的不同模块之间
仅通过信息流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通过保留的接口
能够快速与现有的各类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融合，
实现不同算法性能之间的公平比较。
2)资源限制：资源限制指例如时间限制，内存限
制等条件。JITNREv 在超级参数处理部分使用了基于
LHS 的采样方法，能够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收敛到
当前最优；对于超大规模的数据集，JITNREv 使用了
基于多层布局算法（MultilevelLayoutAlgorithm）的图
粗化（GraphCoarsening）模型对数据进行压缩，在保
留数据结构信息的基础上减小数据规模，对于超大规
模数据集进一步缩短了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所需要的
时间。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 3 方面:
1) 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有资源限制条件下对多种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公平性能比较的问题，并提出
了简单且有效的基于超级参数优化的框架 JITNREv。
2) JITNREv 框架通过闭环结构，全自动且通用的
对各类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和各种超级参数类型进行
调整，使用了基于拉丁超立方采样（LHS）的超级参
数处理方式，能够保证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收敛到
当前最优，并且针对超大规模数据集通过图粗化方法
对数据进行压缩，能够进一步缩短进行超级参数调整
所需要的时间且降低运行时的内存需求。
3) JITNREv 框架将 3 类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基本
实现的代表性算法、6 类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常用数
据集、2 类常用的数据分析应用和 3 类应用性能评测
指标结合到框架中保证了框架的通用性和易用性。且
通过实验展现了 JITNREv 优于基准方法的性能。
文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以如下方式进行组织，第
2 章对文章的相关工作进行介绍，第 3 章对所研究的
问题进行公式化定义，第 4 章对 JITNREv 的具体实
现方式进行介绍，第 5 章对框架的实验结果进行展

示，最后我们将在第 6 章对工作进行总结。

2 相关工作
本文提出了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性能公平比较框架 JITNREv，即能够通用的对多
种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以获取不同
算法的最优性能，达到对算法性能进行公平比较的目
的。框架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和超
级参数调整两部分，因此我们将从这两部分对
JITNREv 框架的相关工作进行介绍。
2.1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由于网络结构数据的规模较大，通常无法直接使
用现有的机器学习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如何找
到网络结构数据的合适表示是现在热门的研究方向。
网络表示学习 [25-27]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学术界和工业
界[28]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应用，根据所处理的网络结
构数据状态，可以粗略的分为针对动态网络的表示学
习[29-33]和针对静态网络的表示学习[34-40]这 2 类，根据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最终输出，又可以粗略的分为针
对全图的表示学习[41-44]、针对子图的表示学习[45-48]、
针对节点的表示学习 [6-9]和针对边的表示学习 [49-50]这
4 类，具体分类可参考[51]。
我们与 AutoNE 相同以对静态网络中的节点进行
表示学习的算法为例，对 JITNREv 框架的通用性进
行介绍。根据算法中所使用的基础模型，这些算法可
以被粗略的分为基于矩阵分解，基于随机游走和基于
神经网络这 3 大类。
1) 基于矩阵分解的方法：这类方法通常使用输
入数据的邻接矩阵构建对应网络的近似矩阵 [34] 并通
过矩阵分解的方式进行节点表示学习。由于奇异值分
解（SVD）拥有低秩近似的特性，通常基于矩阵分解
的算法都使用 SVD 对近似矩阵进行分解[35]；除了使
用 SVD 进行分解外，为了便于保留数据的社区性质
（CommunityStructure），M-NMF[36]也使用非负矩阵
分解对近似矩阵进行分解，获取网络中节点的表示。
2) 基于随机游走的方法：网络中点的邻接向量
对这个点的一阶邻居进行了编码，即保存了与这个点
直接相连的邻居节点信息，但是除了一阶邻居外，每
个点在网络中的局部结构特征在对这个点进行表示
学习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产生了基于随机游
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通过随机游走的方式对点的
一阶相似性和二阶相似性[6]进行保留。例如代表工作
Deepwalk[8] 主 要 是 受 到 了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领 域
Word2vec[52]方式的启发，将网络中的节点类比为自然
语言处理中的单词，通过随机游走生成的路径作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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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行节点表示学习。Node2vec 对 Deepwalk 做了
进一步改进，通过使用有偏差的随机游走（Biased
Random Walk ） 保 留 节 点 间 的 更 多 种 连 接 方 式 。
LINE[6] 也是基于 Word2vec 实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与 Deepwalk 的区别在于构建句子时通过边采样
的方式代替了随机游走采样。
3) 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
核心就是将高维空间中的网络结构数据映射到低维
向量空间，而神经网络作为在其他领域获得很大成功
的非线性学习方法，在网络表示学习领域也有广泛应
用。其中的代表方法有 SDNE[9], SDAE[39], SiNE[40],
TriDNR[53]等。除了上述基于传统神经网络的节点表
示 学 习 算 法 外 ， GCN[7] ， GraphSage[37] ， GAT[54],
Mixhop[55]等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对包含了节点属性信
息的网络结构数据，针对节点分类应用进行端到端学
习的方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多种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分别对网络结构数据的
不同属性进行了保留，但是这样也引入了大量的超级
参数。针对不同的数据分析应用，不同的数据属性所
发挥的作用不同；针对不同的数据集，不同数据属性
的重要性也不相同，因此导致对算法中超级参数的选
择也不同[38]。此外，对不同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相
同参数的不同取值对整个算法的性能和运行效率的
影响也不同[56]。而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且支持多种参数类型超级参数调整框架，无法通
用的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无
法针对相同应用获取不同算法的最优性能，实现算法
间性能的公平比较，从而选择出算法中的最优者对数
据进行分析，因此我们提出了针对静态网络节点表示
学习算法的性能公平比较框架 JITNREv。
2.2超级参数调整
随着大数据分析系统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日趋复
杂，在工业界和学术界人们都逐渐开始重视参数对整
个系统或算法性能的影响。在大数据处理系统领域有
许多工作通过对系统中的配置参数进行调整优化系
统的性能，例如 BestConfig[12]提出了统一的配置参数
调整框架，对不同系统使用搜索方式快速进行参数调
整，减少复杂系统对专家的依赖，以达到在相同运行
环境下仅通过参数的调整获得更好系统性能的目的。
Ottertune[19] 也通过对复杂系统的配置参数进行调整
达到获取更好系统性能的目的，但是使用了基于贝叶
斯优化的模型进行，CDBTune[20]则通过强化学习的方
式达到目的，与基于搜索和贝叶斯优化的方式相比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机器学习领域，自动化机器学习[31]中的超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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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优化部分也是使用机器代替专家，对机器学习算法
中的超级参数进行调整，其中的代表工作有
Autotune[15]，Auto-Keras[16]和 Optuna[17]等，值得注意
的是，最新工作 HOpt[18]与我们工作相似，也使用了
基于拉丁超立方采样的方式对超级参数进行处理。但
是这些方法构建的超级参数调整框架并不能直接应
用于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中（例如还需要融合常用的数
据集、评测指标、评测应用等），且没有针对网络结
构数据进行额外的优化（例如为了缩短对大规模网络
结构数据进行参数调整的运行时间，而进行的特定优
化等）。
近期，人们逐渐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中超级参数
对性能造成的影响产生了重视。文献[56]对基于随机
游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提出了结合注意力模型，通
过向后传递的方式训练注意力参数，以代替固定超级
参数(例如随机游走生成序列的长度)，引导随机游走
在采样时根据数据集的不同更关注长距离或短距离
依赖，使相同的算法可以根据数据集的特征（例如数
据集的稀疏性等性质）使用不同的超级参数获得更好
的性能。除了专门针对基于随机游走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进行的改进外，最新研究工作 AutoNE[24]将自动机
器学习应用到了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
参数调整中并构建了统一框架。他不仅能够对不同算
法的超级参数进行调整，还针对网络结构数据进行了
额外优化。通过随机游走的方式对原图进行采样生成
子图(Subgraphs)，在子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收集
超级参数集合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在对应子图上的
性能值，通过高斯过程构建超级参数集合、子图与原
图特征相似性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之间的函数
关系，选择可能在原始网络结构数据上有最好性能的
多个超级参数配置集合运行，最终输出最优性能值和
对应的超级参数集合。这个方法的缺点在于：1）
AutoNE 无法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完成超级参数调
整过程，即仍旧需要较长的时间收敛或在多个子图上
采集设定数目的样本，需要额外信息作为输入，例如
生成子图的数目，且生成的子图数目通常与网络中节
点的类别数相关，因此需要已知数据中节点的类别信
息；2）AutoNE 采用随机游走的方式生成子图，破坏
了原始数据的整体结构，且使用转换学习的方式将子
图上最适配的超级参数直接应用到原图上，因此只能
对数值类型的超级参数进行处理，而在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中非数值类型的超级参数也普遍存在 [7] ；3）
AutoNE 在子图上采用随机搜索的方式获取多组超级
参数配置和对应数据分析应用的性能值，并没有充分
利用参数配置和算法性能之间的关联信息。此外由于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与算法超级参数集合、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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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数据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性能模型
的方式无法准确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进行预
测从而调整算法的超级参数配置。
上述相关工作中的所有超级参数调整模块，可以
根据所使用模型的不同，被粗略分为使用搜索的方式
和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进行调整这两大类。随机搜索
和网格搜索 [22]都是使用搜索的方式进行超级参数调
整的代表，其中 AutoNE 中对子图进行超级参数调整
就使用了随机搜索方式，自动化机器学习中的 HOpt
框架也基于搜索方式进行。这类方法直接在参数空间
中进行最优参数配置的搜索，但是主要存在以下 2 个
缺点：
（1）在超级参数搜索时没有使用过去的经验信
息；
（2）对于高维的超级参数集合会产生组合爆炸问
题。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进行超级参数调整使用了基
于序列的优化模型[23]，相较于单纯的搜索方法该模型
利用过去经验信息减少了运行次数，其中的代表工作
是贝叶斯优化[21]。贝叶斯优化假设多个超级参数之间
符合联合高斯分布，通过高斯过程对超级参数和性能
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根据过去经验信息，以最大化
期望性能提高的概率，选择下一次运行的超级参数配
置，现有的许多参数调整框架都在其中使用了贝叶斯
优化作为标准的参数调整算法，例如自动化机器学习
中的 Auto-Keras 框架和 AutoNE 对原始数据进行超级
参数调整部分。但是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进行调整也
存在以下 2 个明显缺点：
（1）超级参数之间的相互影
响十分复杂，构建性能模型的准确率无法保证；
（2）
在构建模型的冷启动阶段需要采集初始样本，而这些
初始样本对最终构建得到性能模型的准确率有十分
显著的影响。

3 问题定义
本文针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公平比较问
题，提出了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框架 JITNREv。在这
一章中，我们首先对文章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符号
进行定义，再将研究问题进行公式化描述。
3.1基本定义
定义 1．网络结构数据：作为图结构数据的一种，
表示为G = (V, E, 𝐴𝑉 , 𝐴𝐸 , L)，其中𝑉表示网络中节点的
集合，|V|表示G中节点的数目。E ⊆ (𝑉 × 𝑉)表示网络
中边的集合。𝐴𝑉 ∈ ℝ|𝑉|×𝑚 表示G中点的属性矩阵，其
中𝑚表示点属性的维度。𝐴𝐸 ∈ ℝ|𝐸|×𝑛 表示G中边的属
性矩阵，其中𝑛表示边属性的维度。当G为有权图时，
𝑣𝑖 , 𝑣𝑗 ∈ 𝑉, 𝑒𝑖𝑗 ∈ 𝐸，边的权值𝑤𝑖𝑗 属于𝐴𝑒 𝑖𝑗 中的元素，即
𝑤𝑖𝑗 ∈ 𝐴𝑒 𝑖𝑗 ，𝐴𝑒 𝑖𝑗 ∈ 𝐴𝐸 ，且𝑤𝑖𝑗 ∈ [0,1]。L ∈ ℝ|𝑉|×|𝛾| 表

示网络中点的标签，其中𝛾表示G中节点的标签集合。
由于网络结构数据的多样性，在有些数据集中，点属
性、边属性或标签不一定存在，分别用𝐴𝐸 = 𝑁𝑢𝑙𝑙，
𝐴𝑉 = 𝑁𝑢𝑙𝑙，或L = 𝑁𝑢𝑙𝑙表示。
定 义 2． 网络表示学习：是对网络结构数据
G = (V, E, 𝐴𝑉 , 𝐴𝐸 , L)找到一个映射函数𝑀: 𝑣𝑖 ⟼ 𝑥𝑣𝑖 ∈
ℝ𝑑 ，其中𝑥𝑣𝑖 是点𝑣𝑖 通过学习得到的低维表示，𝑑为低
维向量的维度，因此对于任意网络表示学习方法，可
以表示为X = Mθ (G)，其中θ为映射函数𝑀需要的超
级参数，例如𝑑 ∈ θ，X表示网络表示学习的结果。
定义 3．性能：使用 P 𝑀𝜃 , 𝐺, 𝐴 表示性能函数，
即网络表示学习算法𝑀的最终性能由𝑀所使用的超
级参数配置𝜃,网络结构数据𝐺,下游数据分析应用𝐴共
同决定，其中A可以为节点分类或链接预测等具体应
用。

图 1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Deepwalk 参数性能曲面

3.2问题描述
通常网络表示学习算法M的性能函数𝑃(∙,∙,∙)未知。
以基于随机游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Deepwalk 为
例，我们使用 Arxiv[4]数据集统计了随机游走序列长
度和每个点生成的随机游走序列数目与链接预测应
用性能之间的关系，得到性能曲面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相同算法在不同参数配置条件下使用
相同数据集针对相同应用性能有明显差别，因此我们
提出了如何对不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进行公
平比较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对于任意网络表示学习算法M，针
对其中的超级参数θ，在提供的超级参数取值范围𝑑𝑖𝑠𝜃
和超级参数取值限制条件𝑙𝑖𝑚𝜃 下，在给定资源限制条
件N（例如最多允许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运行次数 𝑁𝑡
或可使用的最大内存𝑁𝑚 ）下，最大化 P(𝑀𝜃 , 𝐺, 𝐴)，最
终输出 P(𝑀𝜃 , 𝐺, 𝐴)的最优参数配置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最高性能值
𝑃𝑀𝑏𝑒𝑠𝑡 和对应的节点表示𝑋𝑀𝑏𝑒𝑠𝑡 。通过对不同𝑀的𝑃𝑀𝑏𝑒𝑠𝑡 进
行比较实现不同算法之间的性能公平比较。

郭梦影等：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比较框架

4JITNREv 框架
为解决 3.2 节中所描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
公平比较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超级参数优化的网络
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框架 JITNREv（如图 2 所
示）。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对 JITNREv 框架的整体
结构进行介绍，再对框架中主要涉及的超级参数处理
部分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及性能评估这两部分内容
分别进行介绍,之后根据网络结构数据通常规模较大
的特点，我们对超大规模网络结构数据集的优化模块
图粗化进行介绍，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对 JITNREv
框架整体的时间复杂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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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算法模块是以采样得到的超级参数作为输入，运
行需要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生成节点的表示学
习结果；应用性能评估模块是以常用的表示学习下游
应用和评测指标对学习得到的结果进行衡量；超级参
数采样范围优化模块是以现有的超级参数采样结果
和对节点表示学习结果进行评估得到的性能值作为
输入，通过剪枝的方式缩小超级参数的采样范围，在
资源允许的条件下重新进行采样。在数据集规模超过
所允许使用的最大内存𝑁𝑚 时，JITNREv 框架引入了
图粗化模块对超大规模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在保留输
入数据结构信息的基础上压缩数据规模，减少内存占
用，缩短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所需的运行时间。整个框
架通过闭环的方式多次自动运行，能够针对相同数据
分析任务在资源限制条件下找到不同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的最优性能，以实现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之间性能
的公平比较。
4.2超级参数处理

图 2JITNREv 框架整体结构

4.1整体设计
JITNREv 框架整体为闭环结构，可以自动在资源
允许的条件下多次运行，找到使算法性能最优的超级
参数配置集合。框架输入信息中的资源限制条件N可
以是最多允许算法运行的次数Nt 和最大允许算法占
用的内存空间𝑁𝑚 等，其他输入包括使用的网络结构
数据集G，需要调整的超级参数集合𝜃，及参数的采样
范围上下界（表示为𝑑𝑖𝑠𝜃 ）。其中𝑙𝑖𝑚𝜃 表示超级参数
采样时的限制条件（非必要输入），通常在有𝑙𝑖𝑚𝜃 的
条件下更容易找到更优的配置（例如 Deepwalk 算法
在节点的低维表示向量长度为 4 的倍数时，通常会有
更好的性能[8]）。整个框架的输出为在资源限制条件N
下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M,针对网络结构数据集G的最
优参数配置集合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最优性能值𝑃𝑀𝑏𝑒𝑠𝑡 和对应的节
点表示结果𝑋𝑀𝑏𝑒𝑠𝑡 。
JITNREv 以信息流的方式将框架中的不同模块
以松耦合方式进行连接，便于框架的扩展和集成。整
个框架主要由超级参数采样，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应
用性能评估和超级参数采样范围优化这 4 部分组成。
超级参数采样是在给出的资源限制条件和参数上下
界范围内对需要调整的超级参数进行采样；网络表示

整个超级参数处理部分被分为了超级参数采样
和采样范围优化这两个模块。在获取超级参数的采样
范围𝑑𝑖𝑠𝜃 以及资源限制条件N后，超级参数采样模块
需要生成一系列初始采样样本。在对超级参数进行采
样时，我们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对网络表示
学习算法中不同类型的超级参数都适用，由于网络表
示学习中的超级参数众多，不仅包括整型、浮点型参
数，还有枚举、字符串等类型的参数，而现有的面向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框架 AutoNE[24]并
不能支持对字符串或枚举类型参数的调整，因此为了
保证框架的通用性 JITNREv 的超级参数采样模块需
要支持各类超级参数；2）能够在有限样本集中收敛，
由于 JITNREv 框架限定了在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时使
用的资源N即能够运行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次数等，
因此需要超级参数采样和采样范围优化模块能够在
有限的运行次数中收敛到当前最优。
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
平比较问题本质是一个以超级参数采样范围作为输
入的面向性能目标的最优化问题。对于性能的最优化
问题可以通过专家知识进行建模实现白盒优化，但是
这样的建模过程耗时很长且代价巨大，随着网络表示
学习算法更新的日益加速，这种方式难以得到广泛应
用。因此，我们将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优化建模
为黑盒优化问题。黑盒优化的解决方法通常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基于时序模型的优化方法，例如贝叶斯优
化；另一类是基于搜索的方法，例如随机采样或网格
采样等，这类方法可以克服贝叶斯优化在冷启动阶段
收集样本的偏差对性能模型构建造成的影响，但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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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之前的样本信息进行充分利用。因此我们借鉴
了[13]中提出的方法，解决面向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
级参数优化问题。

图 3JITNREv 中超级参数采样方法

我们以拉丁超立方采样(LHS)作为 JITNREv 超级
参数采样模块的基础方法。具体实现方式是：为了保
证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收敛，我们仿照网格采样将算法
中需要被调整的𝑛个超级参数中的每一个都根据各自
采样范围𝑑𝑖𝑠𝜃 𝑖 , ∀𝑖 ∈ 1, 𝑛 划分为𝑘个间隔，在每一个
间隔中采集一次样本，其中𝑘值可以根据𝑁𝑡 的限制进
行设置。但是这种类似网格采样的方法在保证了收敛
性的同时，会随着需要被调整的超级参数数目的增
加，造成组合爆炸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观
察到算法的性能通常由更有影响力的超级参数决定。
如图 1 中我们观察到“随机游走序列长度”对
Deepwalk 算法的性能有更明显影响。因此，我们不
需要对有相同“随机游走序列长度”值和不同“随机
游走序列数目”的组合再进行测试。所以在将𝑛个超
级参数都划分为𝑘个间隔后，我们只需要采集𝑘个样本
进行测试，即可以表示为对于测试所用的样本集合
𝑆𝜃 :
𝑆𝜃 = 𝑆1 , 𝑆2 , … , 𝑆𝑘 # 1
𝑆𝑝𝑖 ≠ 𝑆𝑞𝑖 , ∀𝑝, 𝑞 ∈ 1, 𝑘 , ∀𝑖 ∈ 1, 𝑛 # 2
例如图 3 中的超级参数𝑋和𝑌，我们分别将他们
划分为6个间隔后，我们只需要按照图示随机采集6组
样本进行测试，𝑋和𝑌的每一个小间隔，都只会有一
组样本进行覆盖，极大减少了需要采样的样本数目和
测试所需的时间。
对于需要不同类型超级参数都适用的需求，
JITNREv 通过将这些变量转化到连续的数值空间中
再进行切分采样解决。我们以 GCN 中可以选择的超
级参数‘模型’为例，GCN 在运行中可以选择三种
模型类型，即：
𝑀𝑜𝑑𝑒𝑙 ∈ {′ 𝑔𝑐𝑛′ , ′𝑔𝑐𝑛_𝑐ℎ𝑒𝑏𝑦𝑠ℎ𝑒𝑣′, ′𝑑𝑒𝑛𝑠𝑒 ′ }# 3
我们以𝑚𝑑𝑙作为指示变量，设置其取值范围为
[0,3)，当取值为[0,1)时对应‘𝑔𝑐𝑛’，在取值为[1,2)时

对应′𝑔𝑐𝑛_𝑐ℎ𝑒𝑏𝑦𝑠ℎ𝑒𝑣′,取值为[2,3)时为‘𝑑𝑒𝑛𝑠𝑒’，即：
′𝑔𝑐𝑛′ ,
𝑀𝑜𝑑𝑒𝑙 = ′𝑔𝑐𝑛_𝑐ℎ𝑒𝑏𝑦𝑠ℎ𝑒𝑣′,
′𝑑𝑒𝑛𝑠𝑒 ′ ,

𝑚𝑑𝑙 ∈ 0,1
𝑚𝑑𝑙 ∈ 1,2 # 4
𝑚𝑑𝑙 ∈ 2,3

再使用上述方法进行采样，这样的映射方式同样
可以应用到字符串或布尔类型的变量中以解决超级
参数类型多样性的问题。
在超级参数采样范围优化模块中我们观察图 1
中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曲面，作出“在当前最优
的超级参数配置附近，有性能更优的超级参数配置的
概率更大”的假设。因此我们使用如图 3 所示的方法
进行剪枝。
既在初始超级参数采样的样本集合𝑆𝜃 中，𝜃𝑏 拥有
最好的性能值，则我们认为在‘新采样空间’内可能
拥有更好性能的超级参数配置集合的概率更大，且更
优性能的超级参数配置和已有的超级参数配置集合
没有交集。如图 3 所示，对于每一个需要调整的超级
参数𝜃𝑖 ,我们首先找到上一轮采集的所有样本中比
𝜃𝑏𝑖 (表示上一轮的最优超参配置集合𝜃𝑏 中超级参数𝜃𝑖
的取值)小的最大值，记为：
𝜃𝑖ℎ = max 𝑆𝑝𝑖 |𝑆𝑝𝑖 < 𝜃𝑏𝑖 , 𝑝 ∈ 1, 𝑘 # 5
𝑘为上一轮采集的样本数，同时确定比𝜃𝑏𝑖 大的最
小值𝜃𝑖𝑙 ,记为：
𝜃𝑖𝑙 = min 𝑆𝑝𝑖 |𝑆𝑝𝑖 > 𝜃𝑏𝑖 , 𝑝 ∈ 1, 𝑘 # 6
这样在采样空间𝑑𝑖𝑠𝜃 中，𝑛个维度的每一个维度𝑖
都由一个超级参数𝜃𝑖 确定了新的上下界(𝜃𝑖ℎ , 𝜃𝑖𝑙 ), 即：
𝜃𝑖 ∈ 𝜃𝑖𝑙 , 𝜃𝑖ℎ ,
∀𝑖 ∈ 1, 𝑛 # 7
因此新一轮采样中超级参数样本空间表示为：
Ω = 𝜃1𝑙 , 𝜃1ℎ × 𝜃2𝑙 , 𝜃2ℎ × … × 𝜃𝑛𝑙 , 𝜃𝑛ℎ # 8
这样在迭代次数𝑖𝑡𝑒𝑟𝑛+1 < 𝑁𝑡 的条件下，我们就
得到了新的超级参数采样范围𝑑𝑖𝑠𝜃 ′ = Ω ，并将新的
采样范围𝑑𝑖𝑠𝜃 ′ 输入超级参数采样模块中，进行下一轮
迭代。
上述假设和采样范围优化方式对离散型超级参
数同样适用。仍以 GCN 算法为例，假设运行初始样
本集合𝑆𝜃 后可知，′𝑑𝑒𝑛𝑠𝑒 ′ 模型的性能最优，根据上述
假设和采样范围优化的方式，𝑚𝑑𝑙变量新一轮的采样
范 围 大 概 率 仍 在 2,3 内 ， 因 此 根 据 公 式 (4) 可 知
′𝑀𝑜𝑑𝑒𝑙′参数的取值仍为′𝑑𝑒𝑛𝑠𝑒 ′ ，解决了离散型超级
参数采样及采样范围优化问题。
算法 1．JITNREv 框架中的超级参数处理代码．
输入：资源限制条件N𝑡 ；网络结构数据G；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M；需要调整的超级参数集合𝜃和采样范围𝑑𝑖𝑠𝜃 ；超级参数
限制条件𝑙𝑖𝑚𝜃 ；初始采集样本数𝑘
输出：最优参数配置集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
①Accordingto 𝜃, 𝑑𝑖𝑠𝜃 and 𝑙𝑖𝑚𝜃 ,sample 𝑘 hyper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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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s into set 𝑆𝜃 ；
② Run M on G with 𝑆𝜃 and select the best𝜃𝑏 ;
③𝑖𝑡𝑒𝑟𝑛 +1 = 𝑘 + 1;
④WHILE (𝑖𝑡𝑒𝑟𝑛+1 < 𝑁𝑡 )DO
⑤ Trim hyperparameter space around𝜃𝑏 , and generate new
sampling space𝑑𝑖𝑠𝜃 ′
⑥ 𝑘 = 𝑘/2
⑦

Sample 𝑘configurations into set 𝑆𝜃 ′ , according to 𝑑𝑖𝑠𝜃 ′

and 𝑙𝑖𝑚𝜃
⑧Run M on G with𝑆𝜃 ′ and select best 𝜃𝑏′ .
⑨ 𝜃𝑏 = 𝜃𝑏′
⑩ 𝑖𝑡𝑒𝑟𝑛+1 += 𝑘 + 1
⑪END WHILE;
⑫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 𝜃𝑏
⑬RETURN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整个框架的核心代码如算法 1 所示。当算法收敛
或不再满足资源限制条件后，输出当前最优的超级参
数配置集𝜃𝑀𝑏𝑒𝑠𝑡 ，最优的性能值𝑃𝑀𝑏𝑒𝑠𝑡 和学习得到的表
示结果𝑋𝑀𝑏𝑒𝑠𝑡 。JITNREv 通过设定相同的𝑁𝑡 ，使用相
同的数据集G和数据分析应用A,对不同网络表示学习
算法M的𝑃𝑀𝑏𝑒𝑠𝑡 进行比较，实现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
能的公平比较。
4.3网络表示学习方法及应用性能评估
由于 JITNREv 是基于超级参数调整的通用网络
表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框架，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模块的核心就是保证对各类算法都适用，与 AutoNE
相同，我们也以面向静态网络的节点表示学习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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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该模块以超级参数采样模块获得的超级参数集合
𝑆𝜃 作为输入，通过命令行调用的方式运行被调整的网
络表示学习算法，并得到学习结果𝑋𝜃 传递给应用性能
评估模块。由于这一模块的调用仅通过命令行实现，
因此易于与现有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集成，体现
了 JITNREv 框架的通用性。
应用性能评估模块以当前网络表示学习算法M
在当前参数配置下学习得到的结果𝑋𝜃 作为输入，通过
对𝑋𝜃 在下游数据分析应用𝐴中的表现进行评估，计算
M在当前参数配置集合𝑆𝜃 和数据集G中的性能 P，为之
后的超级参数采样范围调整模块提供信息。
由于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性能与数据集、应用和
应用的性能评测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为了能够通用的
对算法进行性能评估，根据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
法的实现方式，可以将现有的大量算法粗略分为基于
矩阵分解，基于随机游走和基于神经网络这 3 类实
现，我们在这 3 类算法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工作融
合进框架中（详细信息见 5.2.1 节）
，并保留了易用的
接口方便对其他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集成。同时，
我们将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代表性工作中所使用的数
据集、评测应用和评测指标进行了整理(见表 1）
，选
择了覆盖性广的 6 种数据集、2 种应用和 3 种评测指
标集成在 JITNREv 框架中，且在 JITNREv 框架中保
留了接口便于更多性能评测应用、指标以及数据集的
集成，关于 JITNREv 框架中现有数据集、评测应用
及指标的详细信息，见 5.1 和 5.2.2 节。

表 1 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中常用数据集、应用及性能评测指标统计
Datasets

Applications
Classification

Link Prediction
√

AUC

Blogcatalog

√

√

AUC, Micro-F1

Wikipedia

√

√

AUC, Micro-F1

Cora

√

Accuracy

Pubmed

√

Accuracy

Flickr

√

Arxiv

4. 4

Metric

√

AUC, Micro-F1

超大规模数据集的预处理

JITNREv 能够在有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对各类网
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其中的资源限制
条件除了时间限制即最多允许算法运行的次数𝑁𝑡 外，
还可以是允许使用的最大内存𝑁𝑚 。所以针对超大规
模的网络结构数据集，我们提出了使用图粗化的方式
进行预处理，在保留数据结构的基础上缩小数据集规
模，限制整个框架在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时所使用的内
存。此外，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运行时间通常与数据

集的规模正相关，缩小数据集的规模可以进一步缩短
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所需的时间。
在 JITNREv 中 我 们 采 用 了 基 于 多 层 布 局
（ MultilevelLayoutAlgorithm ） 的 图 粗 化 算 法
（GraphCoarsening）对大规模网络结构数据进行预处
理，在不同的层次上保留数据的结构信息，对图数据
整体规模进行压缩的条件下，保留图的全局结构信
息。其中不同层次的图数据结构信息主要为节点间的

计算机学报

10

（a）can_187 原数据

(b)预处理后结果

图 4 原始数据和经过图粗化处理后数据的比较

一阶相似性（First-Order Proximity）和二阶相似性
（Second-Order Proximity）[6], 保留一阶相似性的粗
化是对图中已知的边进行压缩，保留二阶相似性的粗
化是对节点的邻居结构进行处理。我们使用了
HARP[57]中提出的边融合（EdgeCollapsing）和星融合
（StarCollapsing）方式对输入数据进行预处理。
边融合[58]是对图数据中的一阶相似性进行保留。
它首先在图𝐺 = 𝑉, 𝐸 中选择一个匹配𝐸𝑝 ⊆ 𝐸,即𝐸𝑝
中的任意两条边不关联同一个节点，之后将
𝑢𝑖 , 𝑣𝑖 ∈ 𝐸𝑝 中的点𝑢𝑖 , 𝑣𝑖 融合为新的点𝑤𝑖 ,并将与𝑢𝑖 , 𝑣𝑖
相连的边都迁移到与𝑤𝑖 相连。边融合后的图表示为
𝐺 ′ = 𝑉 ′ , 𝐸 ′ ，即：
𝑐 𝑢𝑖 , 𝑣𝑖 = 𝑤𝑖 ,
𝑢𝑖 , 𝑣𝑖 ∈ 𝐸𝑝 # 9
𝑉 ′ = 𝑉\ 𝑢1 , 𝑣1 \ 𝑢2 , 𝑣2 … ∪ 𝑤1 , 𝑤2 , … # 10
𝐸 ′ = 𝐸\𝐸𝑝 # 11
通过边融合的方式对网络结构数据进行预处理，
网络中节点的数目会有一半压缩，大幅度降低了数据
的规模。此外，由于𝐺 ′ 中完成针对算法的超级参数调
整后，我们还会在𝐺中使用选出的最优配置参数运行
生成𝑋𝑀 𝑏𝑒𝑠𝑡 和𝑃𝑀 𝑏𝑒𝑠𝑡 ，所以对𝐸𝑝 进行采集和融合的顺
序并不会对整个框架的最终输出结果造成明显影响。
星融合.现实中的网络结构数据通常具有无标度
（Scale-free）特性因此存在许多星型结构，即一个中
心节点与多个周围节点相连。虽然边融合能够很好的
保留一阶相似性，但是对于星型的数据结构无法很好
进行结构保留，所以我们使用了与 HARP 中相同的星
融合方式对星型结构进行保留。
星融合的本质是对拥有相同邻居信息的节点进
行融合，因此整个融合过程表示为对中心节点𝑣𝑐 ,其邻
居节点定义为：
𝒩𝑣𝑐 = 𝑣𝑖 | 𝑣𝑖 , 𝑣𝑐 ∈ 𝐸 # 12
则进行星融合后生成的新邻居节点集合𝒩𝑣′𝑐 定义
为：
𝒩𝑣′𝑐 =

𝑐 𝑣1 , 𝑣2 , … 𝑐 𝑣 𝒩𝑣
𝑐 𝑣1 , 𝑣2 , … 𝑣 𝒩𝑣

𝑐

𝑐

,

−1 , 𝑣 𝒩𝑣𝑐

, 𝒩𝑣𝑐 %2 = 0
𝒩𝑣𝑐 %2 = 1

(13)

其中 𝒩𝑣𝑐 表示在进行星融合之前中心节点𝑣𝑐 的

邻居节点数目，由于星融合是对拥有相同邻居的节点
进行两两融合与二阶相似性的定义相似，因此星融合
能够在粗化过程中很好保留图的二阶结构信息，且由
于进行两两融合，生成的𝐺 ′ 极大压缩了数据的规模。
因此在对超大规模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时，我们首
先使用星融合的方式对图数据进行粗化，再使用边融
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压缩，最终生成预处理后的结果
𝐺 ′ ,我们以 can_187 数据集[59]为例，对预处理模块的数
据结构保留有效性进行展示（见图 4）。JITNREv 框
架在预处理后的数据𝐺 ′ 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可以降
低调整过程中的内存占用并缩短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的运行时间，在获得𝜃𝑀 𝑏𝑒𝑠𝑡 后，再在𝐺上运行一遍算
法，生成𝜃𝑀 𝑏𝑒𝑠𝑡 对应的𝑋𝑀 𝑏𝑒𝑠𝑡 和𝑃𝑀 𝑏𝑒𝑠𝑡 作为框架的最
终输出结果。
AutoNE[24]中也有针对超大规模数据集的处理，
与我们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 2 点：
（1）他使用随
机游走的方式对原图进行采样生成多个小规模子图，
破坏了图的整体数据结构；
（2）采样时需要预先设定
子图的个数、子图的大小和采样起始点引入了额外信
息。我们将在实验部分对 AutoNE 和 JITNREv 框架中
的超大规模数据集子图处理及运算加速部分进行更
详细的比较和说明（见 5.3.5 节）。
4. 5JITNREv框架时间复杂度分析
JITNREv 的核心代码在算法 1 中进行了展示，整
个框架的时间复杂度为𝑂(𝑁𝑡 𝑀),其中𝑁𝑡 为允许算法运
行的次数，𝑀为被调整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例如 GCN 算法为𝑂(|𝐸|)，Deepwalk 算法为
𝑂(|𝑉|log|𝑉|), AROPE 算法为𝑂(|𝑉|)等。针对超大规
模数据集，我们使用了 HARP 中提出的图粗化方法对
数据集规模进行压缩，算法的时间复杂为𝑂(|𝑉|), 所
用的时间不会长于额外运行一次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的 时 间 ， 且 粗 化 后 所 生 成 的 𝐺′ 与 原 图 𝐺 相 比
𝑉 ′ ≪ 𝑉 , 𝐸 ′ ≪ |𝐸|,因此在𝐺 ′ 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
的时间可以忽略，而最主要的运行时间还是在于将在
𝐺 ′ 上找到的最优超级参数配置集合𝜃𝑀 𝑏𝑒𝑠𝑡 应用到算法
𝑀中在原图𝐺上进行细微调整并输出最终结果的运行
时间。

5 实验与结果
我们将在这一章对 JITNREv 框架的性能进行评
测。首先我们对评测所使用的数据集和实验设置进行
详细介绍，包括与 JITNREv 框架进行比较的基准算
法和与框架进行融合的 3 种代表性静态网络节点表
示学习算法。我们还将对性能评测所使用的数据分析
应用和评价指标进行介绍。在实验部分我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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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TNREv 框架和 3 种基准算法分别对 3 种不同类型的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超级参数进行调整,并展示其性
能。由于 JITNREv 使用图粗化方式对超大规模数据
集进行了额外优化，因此我们将 JITNREv 在超大规
模数据集上的性能也进行了展示，并与基准算法
AutoNE 中针对超大规模数据集的优化部分从性能稳
定性和时间两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展示了 JITNREv
在超大规模数据集节点表示学习上的有效性。
5. 1数据集
我们使用了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中常用
的 6 种数据集对 JITNREv 框架的性能进行评测，这 6
种数据集包含了有节点属性信息的网络，无节点属性
信息的网络 2 大类，又可以根据网络的规模分为中等
规模网络和大规模网络 2 大类，数据集的具体信息见
表 2。
1) Blogcatalog[1]：该数据集是常用的社交网络数
据集，其中点表示社交网络中的用户，边表示用户之
间的关注关系，根据用户的兴趣设定了 39 个标签对
用户进行分类，每个用户至少拥有其中 1 个标签；
2) Wikipedia[60]：该数据集中的点表示一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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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滑动窗口中两个单词共同出现，则这两个
点之间拥有共现关系存在一条边，这个数据集将点分
为 40 类;
3) Pubmed[3]：该数据集包含了 Pubmed 数据库中
的 19717 篇文章作为点，每一个点都有 500 维的实数
向量作为点的属性，文章之间的引用关系作为边，根
据文章的内容将文章分为 3 类;
4) Arxiv[4]：该数据集为 Arxiv 网站的作者合作关
系数据集，数据集中的点表示 Arxiv 网站上的作者，
如果两个作者之间有合作则构成一条边；
5) Cora[2]：该数据集包含了 Cora 数据库中的 2708
篇文章作为点，每个点都由 0/1 构成的向量作为点属
性，文章之间的引用关系作为边，根据文章的内容被
分为 7 个不同类别；
6) Flickr[1]：根据数据集规模，Flickr 数据集与上
述 5 种不同，属于大规模数据集，该数据集反应了
Flickr 网站的用户关系，节点和边分别表示用户和用
户之间的关注关系，以用户的兴趣作为标签，每个用
户至少拥有 195 个标签中的一个。

表 2 网络结构数据集具体信息
Datasets

Category

#Nodes

# Edges

#Labels

w/ attr

[1]

Social

10,312

333,983

39

F

[60]

Word

4,777

184,812

40

F

Blogcatalog
Wikipedia
Pubmed

Citation

19,717

44,338

3

T

[4]

Collaboration

5,242

28,980

-

F

[2]

Citation

2,708

5,429

7

T

Social

80,513

11,799,764

195

F

Arxiv
Cora

[3]

Flickr

[1]

5.2 实验设置
本文首次提出了在有资源限制条件下的网络表
示学习算法性能公平比较问题，并构建了基于超级参
数调整的性能公平比较框架 JITNREv。 JITNREv 主
要针对面向静态网络的节点表示学习算法，这些算法
根据所使用基础模型的不同，可以粗略的被分为基于
矩阵分解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基于随机游走的网络
表示学习算法和基于神经网络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3
大类。为了衡量 JITNREv 框架的通用性和有效性，
我们将 JITNREv 和这 3 类中的代表性算法相结合进
行评测，并使用默认参数、随机搜索和最新相关工作
AutoNE 作为基准，对 JITNREv 框架的性能优越性进
行展示。
5. 2.1 基准算法
为了验证框架的有效性，我们将算法通过
JITNREv 框架获取的性能与通过 3 种基准算法获取的
性能进行比较:

1) 算法默认超级参数配置下的性能(默认配置)：
这组性能是使用算法对应论文中推荐的超级参数配
置运行算法获得，针对不同数据集和应用同一算法都
采取相同的超级参数配置;
2) 通过随机搜索调整超级参数(随机搜索)[35]：随
机搜索是现在最常用的针对超级参数进行优化的方
法之一。和 JITNREv 中提出的方法相似，也是使用
基于搜索的方法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在假设有充足时
间的条件下，随机搜索总能找到最优的参数配置。但
是这个方法相较于 JITNREv 中使用的超级参数调整
方法的缺点是并没有使用之前运行过程中反馈的信
息。根据[35]中的结论，相比网格搜索，由于随机搜索
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更有效的搜索更广泛的采样空间，
随机搜索在多数情况下拥有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选
择了随机搜索作为基准算法。
3）AutoNE[24]：AutoNE 是最新提出的专门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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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框架，与
我们工作的相关度最高，所以我们也将这个算法列作
基准算法进行比较。AutoNE 通过随机游走的方式采
样得到多个子图，并在子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最
终根据转化学习的方式，选择与原图最相似子图上的
最优超级参数配置在原图上运行，输出最终的结果。
与 JITNREv 相比，针对大规模数据集 AutoNE 通过随
机游走的方式采样生成多个子图，引入了额外信息
（例如需要设置采样的子图数目或子图规模），且随
机游走采样方式破坏了原始数据的整体结构信息；此
外 AutoNE 在子图上采用的是传统随机搜索的方式进
行超级参数调整，与 JITNREv 中使用的拉丁超立方
采样相比对样本的经验信息利用不足，降低了找到算
法最优配置参数的概率。
为了验证 JITNREv 框架的通用性，我们从静态
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最常用的三类基础方法即基
于矩阵分解、基于随机游走和基于神经网络 3 类中，
分别选取代表性工作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我们将这些
算法的被调整参数集合和采样范围进行介绍:
1) 基 于 矩 阵 分 解 的 网 络 表 示 学 习 算 法
AROPE[34]：基于矩阵分解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通常
使用输入数据的邻接矩阵构建对应网络的高阶近似
性矩阵（Proximity Matrix），通过矩阵分解的方式获
得每个节点的表示学习结果[61]。由于 AROPE 能够构
建任意阶数的近似性矩阵，我们选择不同阶数近似性
矩阵的权重作为被调整的超级参数。分别为一阶权重
(𝑤1 )，二阶权重(𝑤2 )和三阶权重(𝑤3 )，取值范围为
[0.0001,3.0]，对于默认配置𝑤1 , 𝑤2 , 𝑤3 都取定值 0.1;
2) 基 于 随 机 游 走 的 网 络 表 示 学 习 算 法
Deepwalk[8]：基于随机游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主要
是受到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Word2vec[52] 算法的启
发，将网络中的节点作为单词，随机游走生成的路径
作为句子进行节点的表示学习，对网络中节点的一阶
相似性和二阶相似性有很好的保留效果。我们使用这
类算法中的代表工作 Deepwalk[8]进行测试，其中对
Deepwalk 算法性能有明显影响的 4 个超级参数分别
是生成节点低维表示向量的大小(取值范围为
[40,256])，每个节点进行的随机游走的数目(取值范
围为[40,100])，每一个随机游走序列的长度(取值范
围为[20,80])和进行计算时滑动窗口的大小(取值范
围为[5,30])，对于默认配置 4 个参数都取固定值，即
节点低维表示向量大小为 128，在每个节点上进行随
机游走的次数为 40，随机游走生成序列长度为 40，
滑动窗口的大小为 10;此外 Deepwalk 文章中提出，在
节点低维表示向量的大小为 4 的倍数时算法会有更
好的性能，因此我们将 JITNREv 中的𝑙𝑖𝑚𝜃 设置为只

能取 4 的倍数;
3) 基于神经网络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GCN[7]：
网络表示学习的核心就是将高维空间中的网络结构
映射到低维的向量空间，作为在其他领域有很多成功
应用的非线性学习模型，神经网络在网络表示学习领
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在这类算法中选择了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GCN[7]作为代表，他不仅能够对
网络的结构信息进行学习，还能够融合节点的属性特
征。针对 GCN 算法，我们选择了对他性能有影响的
5 个参数进行调整，分别为训练迭代(Training Epoch)
的数目(取值范围为[10,300])，隐藏层中神经元的数
目 ( 取 值 范 围 为 [2,64] ) ， 学 习 速 率 ( 取 值 范 围 为
(1e − 5, 0.1))，Dropout Rate(取值范围为(0.1,0.9))和
使 用 L2 正则 化 的 权 值 衰 退 率 ( 取 值 范 围 为 (1e −
5, 1e − 3))，默认配置的取值都为固定数值，训练迭
代的数目为 200，隐藏层中神经元的数目为 16，学习
速率为1e − 3，Dropout Rate 为 0.5，使用 L2 进行正
则 化 的 权 值 衰 退 率 为 5e − 4 。 因 为 JITNREv 与
AutoNE 相比，能够支持对枚举等类型的参数进行调
整，所以我们在 Pubmed 数据集中，对 GCN 使用的
模型参数也进行了调整，其中模型参数的取值为
[′ 𝑔𝑐𝑛′ , ′𝑔𝑐𝑛_𝑐ℎ𝑒𝑏𝑦𝑠ℎ𝑒𝑣′, ′𝑑𝑒𝑛𝑠𝑒′]。
在每一组实验中，我们都将展示 JITNREv、默认
配置,随机搜索和 AutoNE 四组基准算法的性能。除了
上述具体参数设置外，对于 AutoNE 我们与论文中保
持一致，设定子图数目为 5，子图规模为5% 𝑉 −
20% 𝑉 ,其中|𝑉|为输入数据中的节点数。
JITNREv，随机搜索和 AutoNE 对于中等规模数
据集，针对每种应用我们都分别进行 50 次迭代，对
于大规模数据集 Flickr 我们则进行 10 次迭代,既对于
JITNREv 我们将资源限制条件设置为对中等规模数
据集𝑁𝑡 = 50，对于 Flickr 数据集𝑁𝑡 = 10, 初始采集
样本数𝑘 = 𝑁𝑡 /2 。我们将每组实验都在相同的配置
条件下分别运行 5 次，最终将 5 次实验的平均值和方
差进行展示。
5. 2.2 评测应用和指标
我们与 AutoNE[24]文章中相同，使用链接预测和
节点分类 2 个静态网络节点表示学习算法中常见的
下游数据分析应用对 JITNREv 框架的性能进行评测。
对于链接预测应用，针对 Arxiv，Blogcatalog 和
Wikipedia 这 3 个中等规模数据集我们隐藏20%的边
进行测试，对于大规模数据集 Flickr 隐藏10%的边进
行测试。首先将隐藏边之后的网络输入需要被调整的
算法中进行节点表示学习，再通过学习得到的两个节
点表示向量之间的内积衡量两个点之间的相似性，即
公式（14），我们也与 AutoNE 中相同使用 AUC[62]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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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链接预测应用的性能衡量指标。
𝑆𝑖𝑚 𝑣𝑖 , 𝑣𝑗 = 𝑦𝑣𝑇𝑖 ⋅ 𝑦𝑣𝑗 # 14
对于节点分类应用，我们分别使用有节点属性的
数据集 Pubmed 和 Cora 对 GCN 算法进行测试，使用
没有额外节点属性的 Blogcatalog 和 Wikipedia 数据集
对 Deepwalk 和 AROPE 进行测试。
针对 Pubmed 和 Cora 数据集，我们使用基于神
经网络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中常用的准确率
(Accuracy)作为性能衡量指标[7,37]。准确率也是在节点
分类任务中常见的性能衡量指标，对于有|𝑉|个节点
的网络，𝑙𝑖 表示节点𝑖原本的标签，而𝑐𝑖 表示通过节点
分类应用预测得到的标签，准确率(Accuracy)的定义
表示为公式（15）：
Σ 𝑉 𝛿 𝑙𝑖 , 𝑐𝑖
𝐴𝑐𝑐𝑢𝑟𝑎𝑐𝑦 = 𝑖=1
# 15
𝑉

(a) Arxiv 数据集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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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Micro − F1 是 精 确 率 (Precision) 和 召 回 率
(Recall)的调和值，所以我们将分别给出这 3 种指标的
计算公式。针对有L类标签的样本，𝑙表示为样本中被
预测标签为𝑙的样本，则令TP(𝑙), FP(𝑙)和FN(𝑙)分别表
示标签被预测为𝑙的真正类，假正类和假负类样本数
目。精确率(Pr)，召回率(R)和Micro − F1的定义为公
式（16）：
Σ𝑙∈𝐿 𝑇𝑃 𝑙
𝑃𝑟 =
Σ𝑙∈𝐿 𝑇𝑃 𝑙 + 𝐹𝑃 𝑙
Σ𝑙∈𝐿 𝑇𝑃 𝑙
𝑅=
# 16
Σ𝑙∈𝐿 𝑇𝑃 𝑙 + 𝐹𝑁 𝑙
𝑀𝑖𝑐𝑟𝑜 − 𝐹1 = 2 ×

𝑃𝑟 ⋅ 𝑅
𝑃𝑟 + 𝑅

5. 3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对上述实验设置下的

(b) Blogcatalog 数据集中的性能

(c) Wikipedia 数据集中的性能

图 5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框架在链接预测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 AROPE。

其中δ 𝑙𝑖 , 𝑐𝑖 为指示函数,当𝑙𝑖 = 𝑐𝑖 时δ 𝑙𝑖 , 𝑐𝑖 = 1，
否则δ 𝑙𝑖 , 𝑐𝑖 = 0。
针对 Blogcatalog 和 Wikipedia 数据集，使用学
习得到全部节点数的80%作为训练集，对逻辑回归分
类器(Logistic Regression Classifier)进行训练，并与
AutoNE 框架相同，也使用 Micro-F1 作为性能评价指
标[24]。Micro − F1是在分类应用中常见的性能评测指
标，为了给出Micro − F1的定义，我们首先定义 3 个
基础概念：
1) 真正类(True Positive): 这一类数据表示真实
数据是正类，在分类结果中也为正类的样本，缩写为
TP．
2) 假正类(False Positive): 这一类数据表示真实
数据是负类，在分类中被分为正类的样本，缩写为FP．
3) 假负类(False Negative): 这一类数据表示真
实数据是正类，在分类中被归为负类的样本，缩写为
FN．

JITNREv 与 3 种基准算法在多种数据集和应用下的性
能进行展示。
5. 3.1 基于矩阵分解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我们使用 AROPE 作为这类方法的代表，通过
Arxiv ， Blogcatalog 和 Wikipedia 三 个 数 据 集 对
JITNREv 和 3 种基准算法的性能进行评测。我们首先
展示在链接预测应用中的性能，见图 5。我们将每种
算法根据上述的实验条件分别运行 5 次，将 5 次结果
的平均值进行展示，每张图中的直方图表示 5 次运行
结果之间的标准差。JITNREv、AutoNE 和随机搜索
性能曲线的起始点都是在超级参数搜索范围内，通过
不同采样方法获取参数配置后运行算法得到的性能。
从图中可以看出 JITNREv 能够稳定的通过较少的运
行次数获得比基准算法更好的性能，且 JITNREv 的
标准差小于使用随机搜索方法和 AutoNE 进行参数调
整的标准差。我们还发现，无论使用什么方式对算法
的超级参数进行调整，都会获得好于默认参数配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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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印证了超级参数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性能有
明显影响的事实。
由于 Arxiv 数据集中的点没有标签无法进行节点
分类的评测，所以我们使用 Blogcatalog 和 Wikipedia
数据集，针对节点分类应用对 AROPE 算法在不同基
准算法中的性能进行展示，结果见图 6。
从图 6 中我们可以得出和针对链接预测应用相
同的结论，且即使在 JITNREv 框架中配置参数起始
点的性能稍差，也能通过参数调整在较短的运行次数
下稳定获得好于基准算法的性能。在 Wikipedia 数据
集上，JITNREv 最终获得的平均性能稍差于 AutoNE
算法，但是相比 AutoNE，JITNREv 框架的性能更快
到达稳定状态，且与 AutoNE 相比 JITNREv 在 5 次运
行中最终结果的标准差更小，证明 JITNREv 能够通
过对参数进行调整获得更稳定的算法性能。
5. 3.2 基于随机游走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我们选择了基于随机游走的静态网络节点表示
学习算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 Deepwalk[8]作为这一
节中进行超级参数调整的算法。使用和 AROPE 相同
的数据集和实验设置，针对链接预测和节点分类应用
的实验结果性能图分别为图 7 和图 8。
与基于矩阵分解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结论相似，
JITNREv 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无论起始参数配置下的

(a) Arxiv 数据集中的性能
图7

性能如何，都能稳定的以较少的运行次数获得高于基
准算法的最终性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
Blogcatalog 数 据 集 进 行 链 接 预 测 应 用 评 测 时 ，
AutoNE 算法的性能起始点和推荐默认配置的起始点
要高于 JITNREv 和随机搜索的性能起始点，侧面说
明了 AutoNE 框架中转化学习模块的作用。
5. 3.3 基于神经网络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
基于神经网络的表示学习算法通常有大量的超
级参数对算法的性能造成影响，在这一节我们选择了
这类方法中的代表工作 GCN[7]进行超级参数调整。由
于 GCN 是针对有节点属性信息的网络结构数据集进
行节点分类的半监督学习方法，而前面使用的数据集
都不包括节点属性信息，所以在这部分我们使用了
Pubmed 和 Cora 两个数据集。
实验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JITNREv 框架能够稳定的在较少运行次数下获得高
于对比算法的性能，再一次证明我们框架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 JITNREv 框架能够对非数值类型的超级
参数进行调整，我们在用 Pubmed 数据集进行评测时，
对 GCN 的′𝑚𝑜𝑑𝑒𝑙′参数进行了调整，由结果可知在运
行时间足够长的条件下′𝑑𝑒𝑛𝑠𝑒′模型下的性能最高达
到 87.45%的准确率，与使用′𝑔𝑐𝑛′作为′𝑚𝑜𝑑𝑒𝑙′参数的
默认配置相比性能提升了 31%，与 GCN 论文中的结

(b) Blogcatalog 数据集中的性能

(c) Wikipedia 数据集中的性能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框架在链接预测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 Deepwalk）

(a) Blogcatalog 数据集中的性能

(b) Wikipedia 数据集中的性能

图 6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框架在节点分类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 AROPE。

(a) Blogcatalog 数据集中的性能
图8

(b) Wikipedia 数据集中的性能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框架在节点分类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 Deep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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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ubmed 数据集中的性能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框架在节点分类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 GCN）

论保持一致。
5.3.4 针对大规模数据集的性能测试
上述的实验都是使用中等规模或者较小规模的
数据集进行测试，为了证明 JITNREv 框架在面向超
大规模数据集时同样有效，在这一节中我们使用
Flickr[1]数据集对网络表示学习算法进行超级参数调
整。由于 Flickr 数据集中不包含节点属性信息且数据
规模较大，因此我们使用运行速度最快的 AROPE 算
法和链接预测应用进行性能评测，由于运行超大规模
数据集需要的时间更长，我们将每种算法都只运行
10 次。此外，由于 JITNREv 框架针对超大规模数据
集做了额外优化即先进行图粗化且在粗化后的数据
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并将最优解应用到原图输出最
终结果。为了证明在粗化后的数据上进行超级参数调
整的结果与直接在原图上调整同样有效，我们将
JITNREv 的两种运行方式的最终结果都进行展示，分
别为直接在输入数据上进行 10 次超级参数调整的结
果和在一轮粗化后的数据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并直
接将最优解应用到原图中这两种，最终的实验结果如
图 10。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JITNREv 相比随机搜索和默
认配置，在 AROPE 的链接预测应用中仍能通过较少
的运行次数获得较好的性能。当直接在原图上进行超

图 10 在大规模网络结构数据集 Flickr 中
针对链接预测应用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
习方法为 AROPE）

级参数调整时，JITNREv 的性能略差于 AutoNE，但
AutoNE 在图 10 中的结果是将子图上的最优解在原图
上进行再次细微调整的结果，与 JITNREv 相比花费
了额外的时间。图 10 中 表示 JITNREv 对输入数据
进行粗化后，在粗化数据上进行 10 次超级参数调整，
并直接将粗化图中的最优参数配置应用到原图上所
产生的性能值，我们可以观察到将结果直接应用到原
图上能够获得与直接在原图中进行调整相近的结果，
且与 AutoNE 的起始点（即第 0 次数据点）相比有更
大可能获得更优性能的可能。证明了 JITNREv 框架
充分保留了数据集原始的结构特征。
5. 3. 5 大规模数据集处理及运行时间分析
由于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运行时间通常与数据
规模正相关，在面对超大规模数据集时为了缩短算法
进行超级参数调整的时间，JITNREv 框架对输入数据
进行了图粗化处理，通过在保留了数据结构的小规模
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再应用到原图中，降低了总
体运行的时间成本并限制了内存占用。除了 JITNREv
框架外，AutoNE 也对超大规模网络结构数据进行了
额外处理，他通过随机游走的方式对超大规模数据集
进行采样生成多个子图，并在不同子图上分别运行网
络表示学习算法，通过随机搜索的方式进行超级参数
调整，再通过转化学习将可能在原图上有最好性能的
超级参数配置集合应用到原图上输出最终结果。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 JITNREv 和 AutoNE 两种子
图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分别统计了 AutoNE 的子图点
数和所有子图运行时间之和，与 JITNREv 中经过图
粗化处理后获得的小规模图的点数和运行时间进行
比较，以 Deepwalk 和 AROPE 两种算法为例。对于
AutoNE 框架，我们将采样的子图数设置为 5，子图
规模为5% 𝑉 − 20% 𝑉 ；对于 JITNREv 框架，我们
进行一轮图粗化。得到的子图点数见表 3，我们可以
观察得到，AutoNE 通过随机采样获得的子图规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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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于相同数据集也存在波动，但是 JITNREv 的粗
化结果很稳定，避免了引入额外性能波动。此外，我
们将 AutoNE 在所有子图上的超级参数调整时间之和
与在 JITNREv 的粗化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的时间
进 行 统 计 结 果 如 图 11 ， 根 据 观 察 我 们 可 知 虽 然
AutoNE 采样得到的子图中点数都小于 JITNREv 对原

图进行粗化后获得的小规模图中节点的数目，但是由
于需要采样的子图数目较多，所以运行时间之和依旧
要长于 JITNREv。由此证明了 JITNREv 框架针对超
大规模数据集进行超级参数调整时进行额外优化的
有效性。

表 3 子图点数统计
Datasets

Deepwalk

AROPE

AutoNE

JITNREv

AutoNE

JITNREv

Wikipedia

1510, 1815, 1150, 880, 1690

2822

1070, 1170, 1100, 1000, 675

2822

Blogcatalog

1667, 1374, 1429, 972, 705

6838

1470, 1270, 1425, 620, 1925

6838

Arxiv

1407, 1162, 1512, 1187, 610

3706

865, 690, 1160, 1900, 1950

3706

图 11 在不同数据集的子图上超级参数调整框架的运行时间比较

5.3.6 限制最大占用内存的性能分析
这一节将对 JITNREv 框架在有最大占用内存空
间𝑁𝑚 限制时的性能进行分析。由于网络表示学习算
法的内存占用与所处理数据集的规模正相关，结合
JITNREv 中对大规模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时所使用的
图粗化算法，我们将对不同粒度的图粗化结果（即粗
化后小规模图的点数和边数）、在对应图上进行超级
参数调整并将获得的最优超级参数配置结果直接应

用在原图上的性能进行展示。
我们以 Wikipedia 数据集为例，使用 JITNREv 框
架对 AROPE 和 Deepwalk 算法针对链接预测应用进
行超级参数调整。当𝑁𝑚 越小时，图粗化的粒度越大
（即粗化层数越高），当粗化后的数据集点数小于原
图的1/10时停止进行粗化。我们在小规模图上分别进
行 10 次超级参数调整并直接将获得的最优超级参数
配置在原图上运行，最终获得的性能如表 4 所示。

表 4 限制最大内存占用时 JITNREv 框架的性能
粗化层数

图规模

性能（AUC 值%）

点数

边数

JITNREv (AROPE)

JITNREv(Deepwalk)

0（原图）

4,777

184,812

71.02

64.51

1

2,822

163,740

69.80

64.10

2

1,699

140,706

70.14

62.88

3

1,021

115,814

69.52

63.76

4

601

85,206

69.36

62.61

5

351

51,120

67.88

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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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isson2D 原数据(b)图粗化第 2 层结果(c)图粗化第 4 层结果(d)图粗化第 6 层结果
图 12Poisson2D 原始数据和经过图粗化处理后数据的比较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我们可知，当所允许的最大
占用内存空间𝑁𝑚 越小时，所获得的最优超级参数配
置直接应用到原图上的性能越差。我们对这一现象
也进行了分析，以 Possion2D 数据集为例，我们将
原数据集和使用图粗化算法逐层进行粗化后的结
果通过可视化展示（如图 12 所示）。由图我们可知，
当图粗化的粒度越大即𝑁𝑚 越小时，粗化后的数据与
原始数据相比结构信息的损失会越多，因此在粗粒
度的小规模图上进行超级参数调整后所获得的最
优超级参数配置直接应用到原图中的性能会越差。
而如何找到内存占用与性能之间的平衡，我们将在
之后的工作中进行研究。
5.3.7JITNREv 初始值敏感度测试
在这一节我们将对 JITNREv 初始设置的敏感
度进行测试。对于 JITNREv 框架，可变的初始设置
只有初始采集样本数𝑘。因此我们使用 Arxiv 数据集
针对 AROPE 算法的链接预测应用，在相同资源限
制条件𝑁𝑡 = 50, 相同超级参数集合𝜃, 相同参数采
样范围𝑑𝑖𝑠𝜃 的情况下，对不同初始采集样本数𝑘的取
值对框架性能的最终影响进行测试。实验结论（如
图 13 所示）说明在相同资源限制条件下，不同初
始采集样本数𝑘的取值对性能不会有明显影响，证

图 13 JITNREv 框架对于𝑘 值的初始值敏感度测试

明了 JITNREv 框架的稳定性。
5.3.8JITNREv 框架通用性分析
现有的静态网络表示学习算法根据所使用基
本模型的不同可以粗略分为基于矩阵分解、基于随
机游走和基于神经网络这三大类。与基于矩阵分解
类的算法相比，基于随机游走和基于神经网络这类
算法数量较多且超级参数规模较大，因此在这一节
中，为更进一步对 JITNREv 框架的通用性和有效性
进行验证，我们将再分别选取其中的代表性算法对
他们进行超级参数调整。
基于随机游走的方法我们选择了 Node2vec[38]
进行超级参数调整，除了与 Deepwalk 相同，我们
还 对 控 制 随 机 游 走 方 式 的 回 退 参 数 (Return
Parameter) 𝑝和前进参数(In-out Parameter) 𝑞 进行
了调整，取值范围均为(0,5](根据 Node2vec 设置默
认配置为𝑝 = 4, 𝑞 = 1)。我们针对节点分类应用进
行性能测试，实验细节，基准方法，数据集，评测
指标等都与 Deepwalk 设置相同，实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由此我们可知，通过对 Node2vec 中的超级
参数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高于默认超级参数配置下
的性能，且 JITNREv 框架相比 AutoNE 和随机搜索
算法能够较为稳定的获得最优性能，充分证明了
JITNREv 框架的有效性。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方法我们选择了 GAT[54]、
GraphSAGE-Mean[37]和 Mixhop[55] 进行超级参数调
整，除了与 GCN 相同，对训练迭代次数、隐藏层
中神经元数目、学习速率、DropoutRate 和使用 L2
正则化的权值衰退率这 5 个超级参数进行调整外，
我们还对 GAT 中的 BatchSize (取值范围[1, 64])(默
认配置为 8)，GraphSAGE 中的第一/二层样本数(取
值范围[5, 25])(默认配置为 10/5)，Mixhop 中的
adj_pows(取值范围[„0‟, „1‟, „2‟])(默认配置为„1‟)进
行了调整。实验针对节点分类应用进行，实验设置

计算机学报

18

及所使用的基准方法，数据集，评测指标等都与之
前相同，结果如表 6 所示。从结果中可知，基于神
经网络的网络表示学习算法，通过对超级参数进行
调整普遍可以获得高于默认超级参数配置下的性

能，JITNREv 框架能够较为稳定的获得最优性能，
充分证明了 JITNREv 框架的有效性。
综上我们可知，JITNREv 框架普遍适用于各类
网络表示学习算法的超级参数调整。

表 5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在节点分类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基于随机游走的算法 Node2vec）
基准算法

Node2vec
（Micro-F1% ± 标准差%）
Wikipedia

Blogcatalog

JITNREv

𝟓𝟕. 𝟖𝟎 ± 3.58

𝟒𝟑. 𝟎𝟑 ± 3.82

AutoNE

57.56 ± 4.66

42.93 ± 4.74

随机搜索

57.67 ± 4.75

42.56 ± 6.01

默认配置

56.80 ± 6.14

41.97 ± 1.28

表 6 在资源限制条件下 JITNREv 在节点分类应用中的性能（被调整的网络表示学习方法为基于神经网络的一系列算法）
基准算法

Cora 数据集中性能

Pubmed 数据集中性能

（准确率% ± 标准差%）

（准确率% ± 标准差%）

GraphSAGE

GAT

Mixhop

GraphSAGE

GAT

Mixhop

JITNREv

87.93 ± 1.93

𝟖𝟒. 𝟏𝟔 ± 1.42

𝟖𝟔. 𝟐𝟕 ± 2.47

𝟖𝟖. 𝟖𝟐 ± 0.58

84.79 ± 0.25

𝟖𝟑. 𝟖𝟕 ± 0.51

AutoNE

𝟖𝟖. 𝟎𝟕 ± 2.14

83.08 ± 0.92

84.94 ± 0.99

88.42 ± 0.36

𝟖𝟒. 𝟖𝟏 ± 0.46

83.57 ± 0.64

随机搜索

87.24 ± 1.98

82.72 ± 0.97

85.19 ± 3.09

88.27 ± 0.47

84.60 ± 0.51

86.27 ± 0.78

默认配置

86.90 ± 0.36

82.09 ± 1.87

81.40 ± 1.02

87.31 ± 0.30

84.53 ± 0.26

80.32 ±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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