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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 overload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is a powerful tool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article, the definition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 is introduced, this article also expounds some ke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user modeling, recommendation item modeling an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he recommendation frame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re also exhibited.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the difficult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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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超载是目前网络用户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个性化推荐系统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有力工具，并受到了众多的关注和

研究。给出推荐系统的定义，同时阐述了推荐系统的几项关键技术，包括用户建模、推荐对象的建模和推荐算法。后来总结了推
荐系统的体系结构和性能评价指标，
并尝试给出了推荐系统未来研究的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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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给用户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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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系统的概念和定义

用户在信息时代对信息的需求，但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而带

推荐系统的定义有不少，但被广泛接受的推荐系统的概

来的网上信息量的大幅增长，使得用户在面对大量信息时无

念和定义是 Resnick 和 Varian 在 1997 年[2]给出的：
“它是利用电

法从中获得对自己真正有用的那部分信息，对信息的使用效

子商务网站向客户提供商品信息和建议，帮助用户决定应该

率反而降低了，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

购买什么产品，
模拟销售人员帮助客户完成购买过程”。

问题。

推荐系统有 3 个重要的模块：用户建模模块、推荐对象建

目前，针对信息超载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以搜索引擎

模模块、
推荐算法模块。通用的推荐系统模型流程如图1所示[3]。

为代表信息检索系统，比如 Google、Baidu 等，它们在帮助用户

推荐系统把用户模型中兴趣需求信息和推荐对象模型中的特

获取网络信息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使用搜索引擎

征信息匹配，同时使用相应的推荐算法进行计算筛选，找到用

的用户在使用同一个关键字搜索信息时，得到的结果是相同

户可能感兴趣的推荐对象，
然后推荐给用户。

的[1】。另一方面来看，信息及其传播是多样化的，而用户对信
息的需求是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那么通过以搜索引擎为代表
的信息检索系统获得的结果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仍

提供个人偏好
获取用户偏好

解决信息超载问题另外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办法是个性化
的信息、产品等推荐给用户的个性化信息推荐系统。和搜索
引擎相比推荐系统通过研究用户的兴趣偏好，进行个性化计
算，由系统发现用户的兴趣点，从而引导用户发现自己的信息

用户
模型

采集个人偏好

然无法很好地解决信息超载问题。
推荐系统，它是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兴趣等，将用户感兴趣

计算

寻求推荐
提供推荐

推荐算法

推荐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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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推荐系统通用模型

推荐系统的形式化定义如下[4-5]：设 C 是所有用户的集合，

需求。一个好的推荐系统不仅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S 是所有可以推荐给用户的对象的集合。实际上，C 和 S 集合

还能和用户之间建立密切关系，让用户对推荐产生依赖。

的规模通常很大，如上百万的顾客以及上亿种歌曲等。设效

个性化推荐系统现已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其中最典型

用函数 u（）可以计算对象 s 对用户 c 的推荐度（如提供商的可

并具有良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的领域就是电子商务领域。同

靠性（vendor reliability）和产品的可得性（product availability）

时学术界对推荐系统的研究热度一直很高，逐步形成了一门

等），即 u:C ´ S ® R ，R 是一定范围内的全序的非负实数，推荐

独立的学科，本文就推荐系统的几项关键技术研究给予了

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找到推荐度R最大的那些对象 S * ，
如式（1）：
"c Î CS * = arg max 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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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模型和定义可以看出，推荐系统关键技术有三个

MyYahoo 和 WebWatcher[15]都要户自己给出感兴趣的栏目和关

方面，分别是用户建模、推荐对象的建模和推荐算法。下文分

键。另外一类显式的方式要求用户提供与其兴趣相关的示例

别对这几项技术给以说明。

及类别属性来建立用户模型，LIRA、Syskill&Webert、WebMate
等是该方法的代表。

2

用户建模模块

显式获取兴趣偏好的方法是简单而直接的做法，能相对

一个好的推荐系统要给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高效的、准确

准确地反映用户的需求，同时所得的信息比较具体、全面、客

的推荐，那么推荐系统应能够获取反映用户多方面的、动态变

观，结果往往比较可靠。缺点就是很难收到实效，主要原因就

化的兴趣偏好，推荐系统有必要为用户建立一个用户模型，该

是很少用户愿意花时间或不愿向系统表达自己的喜好。而且

模型能获取、表示、存储和修改用户兴趣偏好，能进行推理，对

这一方法灵活性差，存在答案异质性，用户兴趣主题改变时要

用户进行分类和识别，帮助系统更好地理解用户特征和类别，

手动更改系统中用户兴趣等诸多问题，使得该方法的实时性、

理解用户的需求和任务，从而更好地实现用户所需要的功

可操作性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该方法对用户不是很友好，具

能。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模型进行推荐，所以用户描述文件

有很大的侵袭性 [3]。解决侵袭性问题是推荐系统未来的一个

对推荐系统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建立用户模型之前，

研究方向，来研究用户能够接受的评价方式是什么，比如能够
有耐心进行几次评分。文献[16]利用固定负担模型来计量用

[6-7]

需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
（1）模型的输入数据有哪些，
如何获取模型的输入数据。

户评价的负担，
将侵袭性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来研究。
隐式获取法是指系统通过跟踪用户行为，通过推理获取

（2）如何考虑用户的兴趣及需求的变化。
（3）建模的对象是谁。

用户的兴趣偏好，因为用户的很多动作都能暗示用户的喜好，

（4）清楚了上述内容后，
怎么建模呢。

比如查询、浏览页面和文章、标记书签、反馈信息、点击鼠标、

（5）模型的输出是什么。

拖动滚动条，Web 日志挖掘 [17-19] 等。典型的系统有 ELFI[20]、

用户建模的大致过程如图 2 所示。
用户

Letizia[21]等。隐式的跟踪可以减少用户很多不必要的负担，不
模型的更新

建立用户模型

获取用户信息

必能正确反映用户的兴趣偏好，如在文献[22]中认为利用日志
跟踪用户兴趣偏好存在兴趣偏好走样的问题。同时系统若过

推荐结果反馈或
兴趣需求变化
提供推荐结果

图2

会打扰用户的正常生活。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跟踪的结果未

利用模型进行推荐

用户建模的过程

度跟踪用户的历史记录，有时会引起用户反感，而放弃对当前
推荐系统的使用。
上述获取兴趣偏好的方法有时受用户知识背景、资源和

图 2 中获取用户信息就是解决模型输入数据的问题，模型

经验等方面因素的限制，用户有时意识不到自己的兴趣主题，
因此，为用户提供启发式信息，如专家意见、领域术语抽取，可

的输入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用户属性：这是用户最基本的信息，包括社会属性和
自然属性，
比如用户的姓名、
年龄、
职业、
收入、
学历等。文献[8-9]
用用户注册时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初始建模。

以实现领域知识的复用，为用户间的协同提供支持，提高用户
兴趣获取质量。
用户的兴趣和需求会随着时间和情景发生变化，用户建

（2）用户手工输入的信息：这部分是用户主动提供给系统

模时要考虑到用户长期兴趣偏好和短期兴趣偏好，还要考虑

的信息，包括用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的关键词，用户输入的感

兴趣的变化，目前很多研究关注了用户的长期兴趣，建立了静

兴趣的主题、频道。还有一类重要的信息就是用户反馈的信

态模型，用户兴趣更新的动态模型也受到了很多关注，短期兴

息，包括用户自己对推荐对象的喜好程度 ；用户标注的浏览

趣的关注还比较少。结合长期和短期兴趣的建模将是未来的

页面的感兴趣、不感兴趣或感兴趣的程度等。

一个研究方向，文献[23]对此进行了研究。而且采用时间窗方

[10]

（3）用户的浏览行为和浏览内容：用户浏览的行为和内容

法[24]和遗忘机制[25]来反映用户兴趣的变化。目前的更新机制

体现了用户的兴趣和需求，它们包括浏览次数、频率、停留时

无法及时跟踪用户兴趣的变化，just-in-time 型有更强学习效率

间等，浏览页面时的操作（收藏、保存、复制等）、浏览时用户表

和动态变化适应能力的建模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情的变化等。服务器端保存的日志也能较好地记录用户的浏
览行为和内容。
（4）推荐对象的属性特征：不同的推荐对象，用户建模的

建模的对象有单用户建模和群组建模之分，单用户建模
针对单个用户进行建模，比如基于内容的推荐，群组建模是针
对群体用户进行建模，
比如协同推荐。

输入数据也不同。网页等推荐对象通常考虑对象的内容和用

用户建模的输出即用户模型的表示方法有很多种，使用

户之间的相似性，而产品等推荐对象通常考虑用户对产品的

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主题表示用户模型的主题表示法，比如

评价。为提高推荐质量，推荐对象的相关的属性也要考虑进

Google、Microsoft AOL。多用于协同推荐的用户-项目评价矩

去，比如除网页内容以外，还要考虑网页的发布人、时间等。

阵表示法，并且文献[11-12]提出了多维空间来扩展用户-项目

产品类的对象还要考虑产品的品牌、价格、出售时间等。文

评价矩阵。利用用户检索过的案例或者与案例相关的一组属

献[11-12]扩展了二维的评价矩阵，综合考虑了影响用户兴趣

性值来表示用户兴趣偏好的案例表示法，如 CA SPER 系统[26]、

的各种因素。文献[13-14]考虑了 Web 服务的 Qos 来对户的兴

WebWatcher、TAGUS 系统、BGP-MS 系统、LIRA、Syskill&We-

趣建模。

bert 等。基于本体论的表示法用一个本体来表示用户感兴趣

获取模型输入数据的方式有显式获取、隐式获取和启发
式获取三种方式。显式的获取方式用户主动告之。例如

的领域，例如 Quickstep 系统和 aceMedia 系统。文献[21，23]中
提出了容易理解那个方便修改和补充的细粒度模型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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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模型的建模方法主要有遗传算法、基于机器学习的
方法，例如 TF-IDF、自动聚类、贝叶斯分类器、决策树归纳和神

值大的对推荐结果的影响就大。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 TFIDF
方法。

经网络方法等。
遗传算法采用遗传结合、遗传交叉变异以及自然选择等
操作实现建模，通过遗传进化满足用户兴趣变化时完成模型
的更新[14，27]。

基于分类的方法是把推荐对象放入不同类别中，这样可
以把同类文档推荐给对该类文档感兴趣的用户了。文本分类
的方法有多种，比如朴素贝叶斯（Naive-Bayes），k 最近邻方法
（KNN）和支持向量机（SVM）等。

TF-IDF 将用户感兴趣的文档表示成关键词向量，并计算

对象的类别可以预先定义，也可以利用聚类技术自动产

出每个关键词权重来建立用户模型；使用贝叶斯分类器的系

生，如文献[28]。许多研究表明：聚类的精度非常依赖于文档

统计算用户浏览或访问过的推荐对象属于某个给定类的概

的数量，而且由自动聚类产生的类型可能对用户来说是毫无

率，然后依据概率将资源项目分类来建立用户对这些资源项

意义的，因此可以先使用手工选定的类型来分类文档，在没有

目的偏好模型；使用决策树归纳作为用户模型学习技术的系

对应的候选类型或需要进一步划分某类型时，才使用聚类产

统将用户偏好的获取过程表达成一棵决策树，用户从根节点

生的类型。

开始，被引导来回答一系列问题。树的每个节点表示了决策

文本等对象特征提取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但推荐系统的

点，所采取的方向取决于对问题的回答或者对可用数据的计

对象不一定具有文本特征或文本不足以作为描述[29]，尤其是网

算。一旦叶节点被达到，则可得到对用户偏好的完整描述；运

络上广泛存在的多媒体数据，自动化的特征提取方法需要结

用神经网络建模的算法，对系统对用户偏好的输入假设进行

合多媒体内容分析领域的相关技术。

学习并调整网络连接权重，直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达到稳定

推荐系统推荐给用户的对象首先不能与用户看过的对象

激活状态。此时输出层中被激活的节点所对应的模式类，如

重复，其次也不能与用户刚刚看过的对象不是太形似或者太

感兴趣/不感兴趣类，即表示了系统识别的用户偏好；聚类将具

不相关，这就是所谓的模型过拟合问题（可扩展性问题）。出

有相似特征的项目或用户分组，使用这类技术的系统一般建

现这一问题的本质上来自数据的不完备性，解决的主要的方

立用户群组的综合模型。

法是引入随机性，使算法收敛到全局最优或者逼近全局最优，
比如遗传算法[30]等。文献[31-32]针对这一问题考察了被推荐

3

推荐对象的建模

的对象的相关性（relevant）和冗余性（redundancy），认为既要保

推荐系统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它推荐的对象也就各不相

证推荐的多样性，又不能与用户看过的对象重复或毫不相

同，如何对推荐对象进行描述对推荐系统也有很重要的影

关。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推荐系统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推荐系统中出现新的对象时，推荐系统尤其是协同过滤

响。和用户描述文件一样，要对推荐对象进行描述之前也要
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提取推荐对象的什么特征，如何提取，提取的特征用
于什么目的。

系统中，新对象出现后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用户查看并
进行评价，在此之前推荐系统无法对此对象进行分析和推荐，
这就是推荐系统研究的另一个难点和重点——冷启动问题。

（2）对象的特征描述和用户文件描述之间有关联。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从推荐方法上考虑，比如使用

（3）提取到的每个对象特征对推荐结果会有什么影响。

组合推荐方法来应付。对推荐对象的描述能动态更新会成为

（4）对象的特征描述文件能否自动更新。

研究一个方向。

推荐对象的描述文件中的对象特征和用户的描述文件中
的兴趣偏好进行推荐计算，获得推荐对象的推荐度，所以推荐

4

对象的描述文件与用户的描述文件密切相关，通常的做法是
用同样的方法来表达用户的兴趣偏好和推荐对象。
推荐系统推荐对象包括众多的领域，比如报纸、Usenet 新

推荐算法模块
推荐算法（或叫推荐策略）是整个推荐系统中最核心和关

键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推荐系统类型和性能的优劣，
推荐策略的研究是推荐系统最为繁荣的部分，大量的论文和

闻、科技文档、Email，还有诸如音乐、电影等多媒体资源等等。

著作都关注了这个方面。目前，出现的推荐策略有很多，对其

不同的对象，特征也不相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

分类的标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受到大家公认的推荐

行统一描述，主要有基于内容的方法和基于分类的方法两大

策略基本包括以下几种：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基

类方法。针对文档类对象的这两个表示方法给以分析。

于知识的推荐、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组合推荐及其他推荐。

基于内容的方法是从对象本身抽取信息来表示对象，使
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用加权关键词矢量，该方法通过对一组文

以下来介绍各种推荐策略及其优缺点。

4.1

基于内容的推荐

档的统计分析得出文档的特征向量。方法很多，比较简单的

基于内容的推荐（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方法源

做法就是计算每个特征的熵，选取具有最大熵值的若干个特

于信息获取领域[32]，是信息检索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该方法

征；也可以计算每个特征的信息增量（Information gain），也就

是根据用户已经选择的对象，从推荐对象中选择其他特征相

是计算每个特征在文档中出现前后的信息熵之差；还可以计

似的对象作为推荐结果。这一推荐策略首先提取推荐对象的

算每个特征的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也就是计算每个

内容特征，和用户模型中的用户兴趣偏好匹配，匹配度较高的

特征和文档的相关性；还可使用 X 2 统计方法。文献[28]的对

推荐对象就可作为推荐结果推荐给用户。例如在进行音乐推

比研究表明，信息增量方法和 X 2 统计方法表现较好，但这两

荐时，系统分析用户以前选择的音乐的共性，找到用户的兴趣

种方法的计算量比较大。

点。然后从其他音乐中选择和用户兴趣点相似的音乐推荐给

在完成文档特征的选取后，还得计算每个特征的权值，权

用户。计算推荐对象的内容特征和用户模型中兴趣特征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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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似性是该推荐策略中一个关键部分 [4]，如式（2）所示

大。协同推荐的用户模型为用户-项目评价矩阵，如表 1 中表

就是计算该相似性的一个函数。

示 Ri，j 第 i 个用户对第 j 个项目的评分。

u(cs) = score(userprofilecontent)

其中 score 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比如使用最简单的向量夹角

（Item-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和基于模型的协同推荐

K

WicWis
å
i=1
K

W
å
i=1

2
ic

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或基于内存的协同推荐（Memory-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基 于 项 目 的 协 同 推 荐

余弦的距离计算方法[3]，如式（3）：
u(cs) = cos(WcWs) =

协同过滤推荐一般分为三类：基于用户的协同推荐（User-

（2）

K

W
å
i=1

（3）
2
is

计算所得的值按其大小排序，将最靠前的若干个对象作
为推荐结果呈现给用户。

（Model-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4.2.1

基于用户的协同推荐（UB-CF）
该推荐策略又叫基于内存的推荐（MB-CF），它的基本思

想是用户选择某个推荐对象是基于朋友的推荐。也就是说如
果一些用户对某些推荐对象的评分比较相似，则说明这些用

基于内容的推荐策略中的关键就是用户模型描述和推荐

户的兴趣偏好相似，那么他们对其他推荐对象的评分应该也

对象内容特征描述。其中对推荐对象内容进行特征提取，目

是相似的。所以协同过滤推荐首先找到和目标用户兴趣偏好

前对文本内容进行特征提取方法比较成熟，如浏览页面的推

相似的最近邻居，然后根据他的最近邻居对推荐对象的评分

荐、新闻推荐等。但网上的多媒体信息大量涌现，而对这些多

来预测目标用户对未评分的推荐对象的评分，选择预测评分

媒体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还有待技术支持，所以多媒体信息还

最高的若干个推荐对象作为推荐结果反馈给用户。该推荐过

没有大量用于基于内容的推荐。

程如图 3 所示。

基于内容的推荐的优点如下：
（1）简单、
有效，
推荐结果直观，
容易理解，
不需要领域知识。

用户-项目评价矩

用户

（2）不需要用户的历史数据，
如对对象的评价等。

IB-CF 过程

寻找用户最近邻居

对未评价对象评分

寻找对象最近邻居

（3）没有关于新推荐对象出现的冷启动问题。
（4）没有稀疏问题。

推荐评分最高的若干个对象

（5）比较成熟的分类学习方法能够为该方法提供支持，如
数据挖掘、聚类分析等。
基于内容的推荐的缺点如下：
（1）该方法的广泛应用受到了推荐对象特征提取能力的
限制较为严重。因为多媒体资源 没有有效的特征提取方法，
比如图像、视频、音乐等。既使文本资源，其特征提取方法也
只能反映资源的一部分内容，例如，难以提取网页内容的质
量，
这些特征可能影响到用户的满意度。
（2）很难出现新的推荐结果。推荐对象的内容特征和用

图 3 基于用户的协同推荐过程

基于用户的协同推荐主要工作有两个，首先是查询最近
邻居，然后就是产生推荐。其核心就是最近邻居查询。要找
到最近邻居就要度量用户之间的相似性，相似度越高，用户就
越相近。把用户 i 和用户 j 之间的相似性记为 sim（i，j）。每个
用户对推荐对象的评分可看作是一个 m 维向量，度量用户间
的相似度就可以用不同的 m 维向量间的相似度进行度量，如
图 4 所示，
度量用户间相似性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方法[33-34]：

户的兴趣偏好匹配才能获得推荐，用户将仅限于获得跟以前
类似的推荐结果，
很难为用户发现新的感兴趣的信息。
（3）存在新用户出现时的冷启动问题。当新用户出现时，
系统较难获得该用户的兴趣偏好，就不能和推荐对象的内容
特征进行匹配，该用户将较难获得满意的推荐结果。
（4）对推荐对象内容分类方法需要的数据量较大。目前，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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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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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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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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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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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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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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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m

尽管分类方法很多，但构造分类器时需要的数据量巨大，给分
类带来一定困难。
（5）不同语言的描述的用户模型和推荐对象模型无法兼
容也是基于内容推荐系统面临的又一个大的问题。

4.2

协同过滤推荐
协同过滤推荐（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是

推荐策略中最成功的策略，它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并促
进了整个推荐系统研究的繁荣。大量论文和研究都属于该类
别。比如 Grundy 书籍推荐系统、Tapestry 邮件处理系统，Grouplens、Ringo 等推荐系统都属于该类推荐。
协同过滤推荐的基本思想借鉴了日常在选购商品、选择
用餐饭店、选择看哪部电影等等的方法。如果自己身边的很
多朋友都选购某种商品，那么自己就会很大概率的选择该商
品。或者用户喜欢某类商品，当看到和这类商品相似商品并
且其他用户对此类商品评价很高时，则购买的概率就会很

②



注：
①用户 1 和用户 m 的相似度，
②对象 1 和对象 k 的相似度。
图 4 用户评分矩阵

（1）余弦相似性（Cosine）：设用户 i 和用户 j 在 m 维对象空
间上的评分表示为向量 ij ，则 sim（i，j）的相似性计算方法如
式（4）：
sim(ij) = cos(ij) =

i•j
i
 * j 

（4）

（2）相关相似性（Correlation）：设用户 i 和用户 j 共同评分
的对象集合用 Iij 表示，则用户 i 和用户 j 之间的相似性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度量，
如式（5）所示：
å (Ric - Rˉ i)(Rˉ jc - Rˉ j)
sim(ij) =

c Î Ii.j

(R j.c - Rˉ j)2
å (Ric - Rˉ i)2 cå
cÎI
ÎI
ij

i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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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ic 表示用户 i 对推荐对象 c 的评分，Rˉ i 和Rˉ j 分别表示用

用户 u 对目标 T 的预测评分 P uT 可以通过目标对象的最近邻

户 i 和用户 j 的平均评分。

居的评分得到，
计算方法如式（8）：

（3）修正余弦函数弦相似性（Adjusted Cosine）：在余弦相
P uT = Rˉ T +

似度量方法中没有考虑不同用户的评分尺度问题，修正余弦
相似度量方法通过减去用户对推荐对象的平均评分改善上述
缺陷。设用户 i 和用户 j 共同评分过的推荐对象集合用 Iij 表
示，Ii 和I j 分别表示用户 i 和用户 j 评分过的推荐对象集合，则
用户 i 和用户 j 之间的相似性 sim（i，j）如式（6）所示：
å (Ric - Rˉ i)(R jc - Rˉ j)
sim(ij) =

c Î Ii.j

(R j.c - Rˉ j)2
å (Ric - Rˉ i)2 cå
cÎI
ÎI
j

（6）

TI

馈给当前用户。
4.2.3

居，下一步需要产生相应的推荐。设用户 u 的最近邻居集合
NN u 表示，则用户 u 对推荐对象 i 的预测评分 P ui 可以通过用

户 c 的模型[39-42]，进而对某对象预测打分。和上述两种协同推
型进行预测的。Bereese[35] 等出了一个基于概率的算法，其形
式化描述如式（9）所示：
'
R cs = E(R cs) = åi ´ pr(R cs = i|| R css
Î S c)
'

户 u 对最近邻居集合 NN u 中项的评分得到，计算方法如下[35-36]

å | sim(un) |

基于模型的协同推荐（MB-CF）
这类方法是利用用户 c 对众多对象的评分来得到一个用

荐的不同在于对已有数据应用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得到模

通过上面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得到目标用户的最近邻

u

（8）

评分，从而选择预测评分最高的若干个对象作为推荐结果反

户 i 和用户 j 的平均评分。

P ui = Rˉ u +

å | sim(Tn) |
n Î NN

其中 sim（T，n）表示目标对象 T 与最近邻居 n 之间的相似性，
R un 表示用户 u 对对象 n 的评分。 Rˉ T 和Rˉ n 分别表示对象 T 和

j

å sim(un)*(Rni - Rˉ n)
n Î NN

sim(Tn)*(R un - Rˉ n)

对象 n 的平均评分。通过式（8）可以预测用户对未评分对象的

其中 Ric 表示用户 i 对推荐对象 c 的评分，Rˉ i 和Rˉ j 分别表示用

如式（7）所示：

å

n Î NBT

（9）

这一方法中，建立用户模型是核心，常用的方法有机器学
习方法[43]、统计模型[41]、贝叶斯模型[40]、概率相关模型[43]、线性回

（7）

n Î NN u

其中 sim（u，n）表示 u 和用户 n 之间的相似性，R ni 表示用户 n

归模型 [38] 和最大熵模型 [42]。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型，例如
Shanideng[26] 基于 Markov 链的模型、潜层语义分析模型、语义
生成模型，Yu[44]等还提出了输入选择技术，解决给予模型的算
法需要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学习的问题。

对推荐对象 i 的评分。 Rˉ u 和Rˉ n 分别表示用户 u 和用户 n 对推

协同过滤的优点[34，45]：

荐对象的平均评分。

（1）复杂的非结构化的对象可以应用协同过滤，比如电

通过上述方法预测用户对所有未评分的推荐对象的评

影、音乐、图像等推荐对象。

分，然后选择预测评分最高的前若干推荐对象作为推荐结果

（2）善于发现用户新的兴趣点[46]。协同过滤可以发现内容

反馈给当前用户。

上完全不相似的资源，用户对推荐信息的内容事先是预料不

4.2.2

到的。

基于项目的协同过滤推荐（IB-CF）
如果基于用户的协同推荐的依据是基于朋友的推荐的

（3）不需要专业知识即可进行推荐。

话，基于项目的协同推荐是基于用户对推荐对象品牌的信任

（4）随着用户的增多，
其推荐性能会不断提升。

而进行的推荐。基于项目的协同推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5）以用户为中心自动进行推荐。

如果大部分用户对一些推荐对象的评分比较相似，则当前用

协同过滤的缺点：

户对这些项的评分也比较相似。就好像很多用户对某个品牌
比较信任，
则其他用户就比较容易选择该品牌的产品。
基于项目的协同推荐的基本思路 [37-38] 就是首先找到目标
对象的最近邻居，由于当前用户对最近邻居的评分与对目标

（1）存在冷启动问题。新进入的用户由于得不到他们的
兴趣偏好而无法获得推荐，新的推荐项目由于没有用户评价
它就得不到推荐，这就是冷启动问题。冷启动问题是推荐系
统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推荐对象的评分比较类似，所以可以根据当前用户对最近邻

（2）存在稀疏性问题。由于用户数目的大量增长，而且用

居的评分预测当前用户对目标推荐对象的评分，然后选择预

户之间选择存在差异性，使得用户的评分差别非常大。同时

测评分最高的若干个目标对象作为推荐结果呈现给当前用户。

推荐对象的数量也大量增长，使得大量的推荐对象没有经过

基于项目的协同推荐的主要工作有两个，首先是查询目

用户的评价。这些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获得推荐，部分推荐

标推荐对象的最近邻居，然后产生推荐。其核心是推荐对象

对象得不到推荐，
这就是稀疏性问题。

的最近邻居查询。推荐过程如图 3 所示。

（3）系统开始时推荐质量差及推荐质量取决于历史数据集。

推荐对象最近邻居的查询就是计算推荐对象之间的相似
性。度量推荐对象的相似性就是就是计算如图 4 中所示的向
量之间的相似性，而计算对象之间的相似性的方法和计算用

5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推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户间的相似相似，主要有也是三种方法，分别是余弦相似性、

的推荐把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应用于推荐系统的一类方法，目

相关相似性（Correlation）和修正余弦函数弦相似性（Adjusted

前该方法研究是协同过滤推荐的延伸。

Cosine）[34]，
仅仅在计算时选取的向量是如图 4 中的列构成的向量。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人与人

找到目标推荐对象的最近邻居后，就可以利用最近邻居

之间、组织之间等进行信息交流时形成的关系网。该网由结

产生推荐了。设目标对象 T 的最近邻居集合用 NBT 表示，则

点和结点间的连线组成，结点可以人、组织、计算机等实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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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推荐系统综述
线表示这些实体之间的信息交互。社会网络分析（SNA）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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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精确性。

社会网络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为多结点之间的关系

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策略中另一分支就是把网络结构信

进行描述，并对其价值进行估量的一个工具。目前该方法被

息应用于经典协同过滤策略，产生出优于经典协同过滤的算

广发应用于其他很多跨学科领域，例如信息推荐、Web 超链分

法来。例如文献[54]中刘建国和汪秉宏利用资源分配原理计

析等。

算用户之间的相似性，进而利用协同过滤算法想用户进行个

用户在购买或浏览网页信息时，形成用户和产品之间的
链接关系，从而形成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

性化推荐，其推荐结果的平均准确度得到了较大提高，其用户

依此进行进行推荐 [47-48]。文献[49-50]利用结点之间的关系计

相似性的度量如式（12）：
n a a
li lj
sij = i å
k(u j) l = 1 k(ol )

算结点之间信任度，利用它们之间的信任度进行推荐可以比

其中 k(o j) 为用户 o j 的度。

以考察结点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或产品之间）的相关性，并

一般的协同推荐获得更高推荐效果。

6

（12）

同时文献[55]中刘润然等利用用户和对象的度信息提出
了另外的用户相似度计算方法，也得到了比经典协同过滤算

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策略

法更好的效果。文献[56-57]把热传导和物质扩散理论应用于

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策略是一种较新的推荐策略，该策
略中不用考虑用户和推荐对象的内容，而是把用户和推荐对
象抽象为节点，而用户选择了某一推荐对象就会在用户和对
象之间存在选择关系，该策略认为信息就隐藏在该选择关系
中。该策略由周涛、Huang、刘建国等人提出。
文献[51-54]中，周涛、Huang 等认为在一个由 m 个用户和 n
个对象构成的推荐系统中，如果用户 i 选择过对象 j，则在用户 i
和对象 j 之间存在一条边 aij = 1 ，否则不存在该边，其中 i=1，

推荐算法中，也获得了明显好于经典协同过滤算法的效果。
文献[7]中 Huang 等把扩散动力学应用于二部分图中，部分地
解决了数据稀疏性的问题。
文献[57]在用户—对象二部分图的基础上，把复杂网络的
理论应用于基于项目的协同推荐算法，并且利用 BA 网络的优
先扩展（Preferential attachment）的特性来优先当前潮流对象
进行推荐，还把线性腐蚀时间用于推荐对象的计算，从而考虑
流行对象的时间问题，
也获得较好推荐效果。

2，…，m；j=1，2，…，n，所以系统可以表示为一个 m+n 个节点组
成的二部分图（bipartite network），而推荐算法的目的就是对
任意的用户，能把他没有选择的对象按照其喜好程度排序，并
把排序靠前的对象推荐给该用户。周涛、Huang 等在用户—产
品二部分图的基础上把物理学理论和复杂网络的理论应用于
推荐算法中，
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推荐策略。
周涛等人在文献[51-52]中提出了一种基于资源分配的全
新的推荐算法，该算法中认为对象都具有某种可分的资源，而
且会把资源分配给自己喜欢的对象。如果用 wij 表示对象 j 愿
意分配给对象 i 的资源配额，wij 可表示为如式（10）：
m a a
il jl
wij = 1 å
k j l = 1 kl

7

混合推荐
各种推荐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针

对具体问题采用推荐策略的组合进行推荐，即所谓的组合推
荐。组合推荐的目的是通过组合不同的推荐策略，达到扬长
避短的目的，从而产生更符合用户需求的推荐。理论上讲可
以有很多种的推荐组合方法，但目前研究和应用最多的组合
推荐是把基于内容的推荐和系统过滤推荐的组合 [58-61]。把它
们组合方法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不同，
主要混合思路有两种：
（1）推荐结果混合：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混合方法，就是分

（10）

其中 k j 为对象 j 的度，kl 表示用户 l 的度。

别是用两种或多种推荐方法产生推荐结果，然后采用某种算
法把推荐结果进行混合而得到最终推荐。如何从众多推荐结
果中选择用户需要的推荐结果成为该算法的一个重要研究

对于具有 n 个对象的系统，当用户选择了某个对象，则该

点。比如采用投票机制来组合推荐结果[60]，采用一定的标准对

对象的初始资源为 1，否则为零，如此可得任意目标用户的 n 维

两者产生的推荐结果判断[61]，从而选择其中之一，利用预测打

矢量，即为该用户的初始资源分配构型，记为 f，该构型反映用

分的线性组合进行推荐 [60-61]，文献[62]选择一个与用户过去的

户的个性化信息。根据资源配额的计算，可知最终的资源分

打分相一致的结果进行推荐，也可计算两个推荐结果的可信

配矢量如式（11）：

度从而选择一个[1]等等。

f ' = wf

（2）推荐算法的混合：以某种推荐策略为框架，混合另外

（11）

对于用户没有看过的所有产品，按照 f ' 中的值排序，值越
大说明用户就越喜欢，
排在前面的就可推荐给用户。
周涛等人认为对同样的用户，推荐冷门的对象比推荐热
门的对象更显示推荐系统的优越，比如众所周知的好莱坞大

的推荐策略，例如协同推荐的框架内混合基于内容的推荐[63-66]
（或相反）、
基于协同推荐的框架内混合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54，56]，
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推荐框架内混合基于内容的推荐[67-68]，基于
网络结构的推荐和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推荐的混合等。

片，即使不做推荐，用户可以通过其他很多途径知道该片，而

还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方式，首先就是基于关联规则分析

冷门的电影是用户喜欢的，且冷门的电影数量较大，由于没有

法，Agrawal[69]等提出了 Apriori 算法进行关联规则分析，Han[70]

媒体宣传，如果没有推荐，用户很难获得其信息，所以推荐冷

等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另外还有基于用户购买行为预测产

门对象更有意义。而通过降低大度对象的推荐能力提高推荐

品的出售情况。

的精确度，
可以提高冷门对象的推荐能力。
同时，周涛等认为去除重复属性也可提高算法的精确度，
从原来关联矩阵中去除二阶甚至与高阶的关联，也可以提高

8

推荐系统的体系结构
推荐系统的体系结构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用户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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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描述文件放在什么地方[71]，服务器还是客户机上，或者
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代理服务器上。

（1）用户描述文件的形成、推荐策略的应用都依赖于所有
用户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较

最初的推荐系统都是基于服务器端的推荐系统，基本结

难获取其他用户的数据，用户描述文件较难得到，协同推荐策

构如图 5。在这类推荐系统中，推荐系统与 Web 服务器一般共

略实施也较难，所以推荐系统要重新设计，尤其是推荐策略必

享一台硬件设备。在逻辑上，推荐系统要的用户信息收集和

须进行修改。

建模都依赖于 Web 服务器[72-74]。

（2）个性化推荐处理过程中用户的数据资料还需要部分
的传给服务器，存在隐私泄露的危险，需要开发安全传输平台
进行数据传输。

互联网

推荐系统另一种体系结构就是基于代理的推荐系统。其
Web 服务器 推荐系统

客户机

推荐模块
用户
用户描述文件

结构如图 7 所示。在这一结构中，用户信息的收集、用户建模
和推荐服务都在代理端实现。典型的代理端个性化服务系统
有明尼苏达大学的 GroupLens、斯坦福大学的 Fab[58]等。

用户信息收集
互联网

图5

基于服务器端的推荐系统结构

互联网

客户机

由此可知，
基于服务器端的推荐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Web 服务器
代理端

客户端
用户

Web 服务器功能的限制[71]。

推荐模块

（2）增加了 Web 服务器的系统开销 。
[71]

（3）对用户的隐私有极大威胁

[75-77]

用户建模模块

服务器端

（1）个性化信息的收集完全由 Web 服务器来完成，受到了

。无论是推荐系统的管
用户信息收集模块

理者还是入侵推荐系统的人员都能方便地获取存放在服务器
上的用户数据。由于用户的个人数据是有很高价值的，接触

图 7 基于代理的推荐系统

到用户数据的部分人会出卖用户数据或把用户数据用于非法
用途。
基于上述问题，文献[78-81]中提出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
统，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中，用户信息的收集和建模都在客
户端完成。客户端推荐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 6 所示。

基于代理的推荐系统中用户信息都传给了代理，代理能
获得所有用户的资料而形成用户描述文件。但由于用户信息
都要传给代理端，
所以存在用户的信息泄露等隐私问题。
无论是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还是基于服务器的推荐系
统，都是把用户描述文件集中存在某一个地方，都存在用户数
据被侵害的危险。文献[82-86]中阐述了分布式推荐系统，在
分布式推荐系统中，用户描述文件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大

互联网
推荐系统

Web 服务器

客户机

大提高用户数据的安全性。

客户端

推荐模块

服务器端

用户

用户建模模块

图6

9

推荐系统性能评价
评价推荐系统性能的好坏通常用推荐的精确度和推荐效

率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精确度的衡量最典型的指标 [3，33] 是平均绝对误差（Mean

用户信息收集模块

Absolute Error，MAE）和平均平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

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结构

MSE）以及标准平均误差（Normalized Mean Absolute Error，

典型的客户端个性化服务系统有斯坦福大学的 LIRA、麻
省理工学院的 Letizia、加州大学的 Syskill&Webert、卡内基·梅
隆大学的 Personal Web-Watcher 等。
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有如下优点：
（1）由于用户的信息就在本地收集和处理，因而不但能够
获取丰富准确的用户信息以构建高质量的用户模型[74]。
（2）少量甚至没有用户数据存放在服务器上，Web 服务器
不能访问和控制用户的数据，能比较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
（2）用户更愿意向推荐系统提供个人信息，从而提高推荐
系统的推荐性能。因为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中的用户数据
存储在用户本地客户机上，
用户对数据能够进行自行控制。
基于客户端的推荐系统有一定缺点：

NMAE）。它们的计算形式分别如式（13）和（14）以及（15）所示。
n

MAE = 1 å| pia - ria |
n a=1
RMSE =
NMAE =

2
1
| p -r |
ni å ia ia

MAE
r max - r min

（13）
（14）
（15）

其中 n 为系统中用户 i 打分产品的个数，pia 和 ria 分别为预测
打分和实际打分。 ni 为系统中用户-产品对的个数。 r min 和r max
分别为用户打分区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召回率（recall）和精确率（precision）也可以用来衡量推荐
的准确度。召回率定义为推荐列表中用户喜欢的产品与系统
中用户喜欢的所有产品的比率。计算方法如式（16）所示：

王国霞，刘贺平：
个性化推荐系统综述
R=

N rs
Nr

（16）

准确率：推荐列表中用户喜欢的产品和所有被推荐产品
的比率，
计算方法如式（17）所示：
N
P = rs
Ns

（1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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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j
m(m - 1) å
i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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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中 m 为用户的数量。推荐系统的个性化越高，该值就越
大。用户 ul 推荐列表的内部相似性如式（24）：
1
Il =
sijo
L(L - 1) å
i¹j

（24）

其中 N rs 推荐列表中用户喜欢的产品个数，N r 用户喜欢的所

其中 sijo 是对象 oi 和 o j 之间的相似度。整个系统的内部相似

有产品的个数，N s 为所有被推荐产品的个数。

性定义如式（25）：

召回率和精准率评价系统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必须一
起使用才能全面评价算法的好坏，文献[63]综合二者提出了一
个 F 指标，
计算方法如式（18）：
2PR
F=
P+R
其中 P 和 R 分别是准确率和召回率。

（18）

m

I = 1 å Il
m l=1

（25）

该值越小说明推荐的多样性更好。
第二个衡量推荐系统的新指标是推荐冷门对象的能力。
一个推荐系统推荐出用户喜欢的冷门对象，比推荐出大众都
喜欢的对象更有吸引力。而对象的受欢迎程度依靠平均度

文 献 [51-52] 等 中 ，周 涛 等 提 出 了 平 均 排 队 值（Ranking

<k>来衡量，单纯的平均度是不能保证 S 和 I 也能取得较好效

score）来度量算法的精确度。比如 Li 个产品是用户 i 没有选

果，所以周涛等人认为高 S 值，低 I 值和低平均度的推荐算法就

择过的对象，并且已经根据用户喜好进行了排序，如果用户 i

是较好的推荐算法。

选择了对象 j，而对象 j 在排序时被排在 Rij 位，则认为（i，j）的

割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推荐算法的模型在训练集上进行学习

相对位置为：
Rij
rij =
Li

（19）

越是精确的算法 rij 的值越小。将所有用户—对象对（i，j）
的相对位置求平均，就是平均排队值，该值可以量化评价算法
的精确度。
Pearson 关联、Speaman 关联和 Kendall’s Tau 可以分析系
统打分排序与用户实际的打分排序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评
价系统的准确度。Pearson 关联定义如式（20）：
-

C=
n

对推荐系统进行性能测试时，通常的做法是把数据集分
和参数调整，然后在测试集合上计算精确度和运行效率，从而
达到评测目的。
推荐系统在进行研究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数据集，目前
主要有以下几个数据集：
MovieLens、EachMovie 和 Netflix 三个数据集包含的数据
是电影。BookCrossing 包括了书籍类数据。Jester Joke 包括
的数据是笑话。Usenet Newsgroups 包括的数据是新闻组的用
户浏览数据。UCI 知识库存储了大量用于模型训练的样本。

-

å(x - x )(y - y )
Õ(x - x )2 Õ(y - y )2

（20）

10 推荐系统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发展方向
推荐系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关于推荐相关的问题，

其中 x 和 y 为两个向量中对应位置的打分值，n 是向量维度。

出现了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也是未来

Speam an 关联和 Pearson 关联一样，就是 x 和 y 变成了相应的

研究的热点问题。

排序位置。
Kendall’s Tau 是另外一种计算排名相关性的方法，其值
越大预测效果越好。计算方法如式（21）：
C-D
Tau =
(C + D + TR)(C + D + TP)

（21）

其中 C 为预测正确的喜好偏序数，D 为预测错误的喜好偏序
数，
TR为用户打分相同的产品，
TP为具有相同预测值的产品数。
另外距离标准化指标

[58，87]

、半衰期效用指标

[35，88]

和 ROC 曲

[89-90]

线

，也用于系统推荐准确度的评价，
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同时，周涛等人新提出了几个衡量推荐算法的衡量指标，
也很值得研究。第一个是推荐多样性的衡量，即一个好的推
荐系统应能够向用户推荐不同类型的对象，而不是同类型的
对象。其中平均加权距离 S 作为衡量推荐列表的外部多样性
指标，比如推荐列表的长度为 L，用户 i 和用户 j 的推荐类表中
相同项的数量为 Q，则加权平均距离（Hamming distance）定义
如式（22）：
Q
（22）
L
把该值得平均作为衡量推荐类表外部多样性的指标，如
Hij = 1 -

式（23）：

（1）用户兴趣偏好获取方法和推荐对象的特征提取方法
的研究
目前的推荐系统中实际上较少使用了用户和推荐对象的
特征，即使使用很广泛的协同推荐使用的是用户的评分。主
要是用户兴趣偏好的获取方法和推荐对象特征提取方法不是
很适用，
需要引入更精确适用的用户和对象特征。
（2）推荐系统的安全性研究
进行协同推荐时需要掌握用户的兴趣偏好等用户信息，
但用户担心个人数据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不愿暴露个人信息[77，86]，
这是协同推荐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既能得到用户信息而提
高推荐系统性能，又能有效保护用户信息将是未来推荐系统
的一个研究方向 [91-92]。同时一些不法的用户为了提高或降低
某些对象的推荐概率，恶意捏造用户评分数据而达到目的，这
也是推荐系统存在的一个安全问题，被称为推荐攻击[93-96]。检
测并能预防推荐攻击也将是未来一个研究方向。
（3）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及图方法的推荐系统研究
复杂网络理论和图方法同协同推荐存在契合点，在文
献[3，97]中网络视频推荐问题转化为热量散播平衡态网络上
的谱图分割问题，通过设计长尾发现的推荐策略引导用户发
现潜在的感兴趣的网络视频。利用复杂网络理论和图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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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荐也是推荐系统研究的一个方向。
（4）推荐的多维度研究
目前的推荐研究都是基于用户-对象二维空间进行研究
的，但是用户选择某个对象以及对对象的评分在不同的情况
下会有所不同，也就是推荐使用的特征维度会有所不同，研究
推荐的多维度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5）稀疏性和冷启动研究
稀疏性和冷启动问题是困扰推荐系统很长时间了，包括
经典协同过滤算法和新出现的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算法都存
在该问题。有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办
法，
但该问题依然存在，还需要对其进行研究。
（6）推荐系统性能评价指标的研究
用户对算法准确度的敏感度、算法对不同领域的普适性、
广义的质量评价方法等都是未来推荐系统性能评价要进行研
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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