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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推荐算法多以用户评分数据计算用户的兴趣偏好以及资源相似度，对稀疏数据以及新用户的
推荐质量较低。考虑到用户标签数据的随意性和语义模糊性，提出基于标签网络分割聚类的语义规范化方法并

建立基于规范化标签的用户兴趣模型。该模型能在不改变用户兴趣的前提下有效降低用户标签兴趣模型的向量

维数，并能避免分析标签语义的复杂过程，且能根据用户自身的理解来获取用户兴趣。最后将标签兴趣模型应用

到推荐算法中。通过与经典的推荐算法进行比较，验证了该算法能有效缓解数据稀疏性、推荐冷启动问题，提升

了推荐结果的准确性，能获得更好的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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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计算机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的进步已经离

不开信息网络，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沟通交流的

方式也在不断增多，互联网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然而，网络中充斥着复杂多样的信息，人们享受

着足不出户便可以搜索丰富网络资源的同时，也不得

不忍受“信息过载”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传统的搜

索引擎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搜索需要，因此个性

化推荐技术孕育而生。个性化推荐系统可以挖掘分析

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并构建用户的兴趣模型从而智

能地从海量信息资源中筛选出用户需要的资源推荐给

用户，从而很好地缓解了信息过载问题［１］。然而，推荐

系统自身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数据稀

疏性问题、冷启动问题等，这些缺陷会一定程度上影响

推荐的效率以及准确率。

在个性化推荐系统中灵活地利用用户自定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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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使推荐系统的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因为标签系统的标签是由用户自主标注的，所以标签

不仅包含资源的特征属性，还可以反映出用户的兴趣

和认知偏好等信息。同时，利用标签信息进行用户的

兴趣模型的构建，可以提高用户兴趣模型的贴切度与

准确度。其次，通过分析标签的语义信息可以挖掘出

用户对于资源的喜好，以方便找到与目标用户有相似

喜好的用户集群，从而可以更加精确地推荐其感兴趣

的项目集合给该用户。然而随着标签应用越来越广

泛，标签中出现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由于标签的自主

性，存在标签的语义表达概念模糊，并且不同用户认知

也存在差异，这导致其表达的语义不准确，同时用户可

能在输入标签时不够严谨，也导致大量噪声标签的存

在。目前，不少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的学术研究。Ｗｅｉ
等［２］通过用户标注在资源上的标签信息构建用户的偏

好主题模型，并结合用户的评分信息以增强推荐效果。

Ｍａｒｔｉｎｓ等［３］利用正面和负面用户反馈迭代选择输入

标签并结合遗传算法策略来学习推荐函数，从而有效

地解决冷启动问题。Ｇａｎ等［４］提出构建对象用户标
签异构网络，并采用随机游走算法与重启模型以将关

联的强度分配给候选对象，从而提供用户优先查询对

象以加强推荐。Ｃａｏ等［５］融合混合型协同过滤算法提

出Ｗｅｂ服务的双向推荐机制，该机制既可以为用户推
荐感兴趣的 Ｗｅｂ服务，也可以为服务者提供潜在用
户。Ｋｉｍ等［６］结合用户的评分信息将资源分为积极项

目和消极项目，分别计算用户的兴趣模型。Ｘｕ等［７］提

出ＳｅｍＲｅｃ系统，利用层次式聚类方法将经常共同出
现的标签放在同一类簇并结合其语义信息以进一步增

强推荐性能。Ｘｉｅ等［８］通过标签向量来表示用户和资

源，然后求用户和资源的相似性匹配度再进行相关性

推荐。

由于用户标签数据的稀疏性、异构性等特点，推荐

算法的正确率往往不尽如人意。以上研究大多只是考

虑标签的频数信息而没有很好地利用标签丰富的语义

信息来丰富个性化模型。为此，本文提出基于网络分

割聚类的标签语义规范化方法，用语义明确且能较好

地表达一类资源主题的规范化标签替代用户的随意标

签，构建个性化推荐的用户规范化标签兴趣数据模型

并应用到推荐算法中。

１　基于外部词库的标签语义关联构建

用户自定义标签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无约束性，

且网络中标签数据的稀疏性使其不能很好地被利用到

推荐系统中。由于网络中的标签繁杂多维化，想要充

分利用标签所表达的丰富的语义信息，就需要借助外

部词库建立标签之间的语义关联。因此提出了基于英

文维基百科的外部词库构建标签的语义关联，利用标

签的语义特征为后面的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１．１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语义模型训练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是Ｇｏｏｇｌｅ于２０１３年新开发的一款基于

深度学习的工具［９］。它基于特定的语料库，利用优化

后的训练模型得到词语的包含了自然语言中的语义和

语法关系的向量表达形式，为自然语言的研究开辟了

一个新的领域。在向量空间模型中，做两个向量的相

似度（向量距离／夹角）运算，其中模型中向量的相似
度即代表两个词之间语义的相似度，换句话说，就是两

个词在同一个语义场景出现的概率，词向量的算术运

算则是计算机的“命辞遣意”。词向量是词性特征常

用的表达方式，因为它具有丰富的语义信息。词向量

共４００维，单位维上的值表示包含特定的语法和语义
上表述的特性。本部分采取分布式的表现形式，它是

一个低维的、稠密的实值向量。其中每一维表现了单

词的一个潜在词性特征，该特性蕴含了丰富的语义和

句法特征信息。

通过离线深度学习训练，形成知识库，支持数据分

析功能的词之间的相似度计算。本部分采用英文的维

基百科数据作为训练模型的源数据，维基百科是目前

知识库增长速度最快且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有２５０
万多篇的文章和不计其数的投稿人，其数目庞大的网

络入口、互相参考的网络以及以树为主体的图结构层

次的分类能提供丰富的精确定义的语义知识［１０］。

１．２　基于维基百科的标签语义关联的构建
在众分众类的标注系统中，用户标注行为较为自

由，通常表示相同意思但标注的标签往往是同一词根

的不同演变形式，包括英文标签的单复数、大小写、时

态等各种问题。为了减小标签构建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计算
复杂度，本文对英文标签首先进行两步预处理缩减一

定的标签：对非英文字符以及大写字母等进行剔除或

替换，并利用词根提取算法处理单复数并提取词根，最

后进行比较以及合并重复标签。

本文基于外部词库训练语义模型，形成结构化的

语义词典，对于任意输入的英文标签可以给出其语义

训练模型中的词向量表示。其中，词与词之间的相似

度可以表示为两个词对应的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语义空间上
的距离，极大地简化了词与词之间相似度的计算，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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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标签的语义关联。

２　基于网络分割的标签语义规范化推
荐算法

　　社会标签系统中用户自定义标签可以根据自己的
认知和理解随意进行标签标注，具有很强的无约束性

和自由性，标签自身真正的含义不一定能精确表达用

户真正的意图，因此标签存在语义模糊、歧义性以及标

签滥用等较严重的语义问题。针对标签存在的语义问

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加权网络分割的标签聚类规范

化方法，即用户产生的繁杂随意标签用与其相似且核

心度高的规范化标签代替，在不改变用户本身兴趣爱

好的前提下以期得到更加精确的用户兴趣模型。本文

首先构建基于融合相似度的标签共现网络，并提出了

衡量标签节点核心程度的计算方法。该聚类算法基于

标签节点的核心度，并结合标签融合相似度来进行网

络分割，将与核心节点相似的节点划分成一个子网，同

时该类簇的聚类中心即可理解为该类簇的核心节点。

首先定义如下三个概念以便于后面的研究：

定义１　基于融合相似度的标签共现网络定义为
一个加权网络Ｇ＝＜Ｖ，Ｅ，Ｗ＞，其中Ｖ代表标签集合，
Ｅ表示边集合，Ｗ表示标签相似度集合。网络节点之
间的边表示这两个标签共同标注过至少一个资源，且

边的权值表示这两个标签的融合相似度。

定义２　标注矩阵定义为ｍ×ｎ矩阵Ａ＝（Ａｉｊ），其
中Ａｉｊ表示标签 ｉ和在资源 ｊ上标注的次数，即标签
频度。

定义３　关联度矩阵定义为ｍ×ｎ矩阵Ｂ＝（Ｂｉｊ）
其中Ｂｉｊ表示标签ｉ与资源ｊ的关联程度，其关联程度的
计算借鉴 ＴＦＩＤＦ思想并进行改进，可以记为 Ｔａｇ
ＢａｓｅｄＴＦＩＤＦ：

Ｂｉｊ＝
Ａｉｊ

ｌｏｇ（１＋Ｒ（ｔｉ））
（１）

其中：Ｒ（ｔｉ）表示标签ｔｉ标注的资源总数。

２．１　标签相似度计算
定义４　规范化标签定义为用户公众认可的由用

户产生的表达概念明确的标签，各规范化标签之间的

相似度为０或可以忽略不计。将用户定义的标签用语
义规范化的标签数据表示，其能够有效地缓解标签表

达概念不精确、语义模糊等问题。标签相似度计算由

下列属性确定。

（１）标签资源共现相似度：标签ａ和标签ａ′的资
源共现相似度定义如下：

ｓｉｍ（ａ，ｂ）＝
∑ｉ∈Ｎ（ａ）∩Ｎ（ｂ）

ｎａ，ｉｎｂ，ｉ

∑ｉ∈Ｎ（ａ）
ｎ２ａ，槡 ｉ ∑ｉ∈Ｎ（ｂ）

ｎ２ｂ，槡 ｉ

（２）

其中：对于标签ａ，令Ｎ（ａ）为有标签ａ的物品集合，ｎａ，ｉ
为物品ｉ打上标签ａ的用户数，本文通过如上余弦现相
似度公式计算标签ａ和标签ｂ的资源共现相似度：

（２）标签词向量语义相似度：标签 ａ和标签 ｂ′的
语义相似度即它们对应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的余弦相似度。定
义如下：

ｃｏｓｓｉｍ（ａ→，ｂ→）＝ ａ→·ｂ→

ａ→· ｂ→
（３）

（３）标签融合相似度：

ｓｉｍ（ａ→，ｂ→）＝λｓｉｍ（ａ，ｂ）＋（１－λ）ｃｏｓｓｉｍ（ａ→，ｂ→）（４）
其中：λ为调节权重。线性融合标签关于用户数据的
资源共现相似度和关于标签的词向量语义相似度，得

出用户数据中标签与标签之间的融合相似度，作为聚

类的相似度计算公式。

２．２　标签核心度计算
标签的核心度用来衡量该标签在标签网络中的核

心程度，主要由标签融合相似度、标签主题度综合

计算。

定义５　标签主题度用于衡量一个标签能否很好
地表现一类资源主题。如果该标签所表示的资源都较

为相似则可以认为这个标签能够较好地表示一个资源

主题。我们用 Ｃｔ表示被标签 ｔ标注的资源均值中心，
由式（５）计算。其中Ｒ（ｔ）表示标签ｔ所表示的资源总
数，资源ｒｉ由关联度矩阵Ｂ中的列向量表示。

Ｃｔ＝
１
Ｒ（ｔ）∑

ｎ

ｒｉ∈Ｒ（ｔ）
ｒｉ （５）

标签的主题度由标签标注的资源中心 Ｃｔ与该标
签标注的所有资源之间的平均余弦相似度计算：

Ｓｕｂ（ｔ）＝ １
Ｒ（ｔ）∑ｒｉ∈Ｒ（ｔ）

ｃｏｓ（ｒｉ，Ｃｔ） （６）

标签的核心度计算公式如下：

Ｃｏｒｅ（ｔ）＝λ∑
ｎ
ｓｉｍ（ｔ，ｔ′）＋（１－λ）Ｓｕｂ（ｔ）（７）

其中：ｔ′表示标签共现网络图中与标签ｔ相连接的标签。

２．３　算法流程
基于网络分割聚类的标签规范化推荐算法：

输入：用户—规范化标签—资源数据｛Ｕ，Ｔ，Ｉ｝，聚
类数目Ｋ，推荐资源个数Ｎ。

输出：目标用户ｕ的ＴｏｐＮ推荐集。
第１步　计算标签之间的融合相似度，构建基于

融合相似度的资源共现标签网络。并计算标签网络中



　
第１１期　　　 叶婷等：基于网络分割聚类的标签语义规范化推荐算法 ６７　　　

每个标签节点ｖ的核心度。
第２步　将节点按核心度降序的顺序插入链

表Ｌ。
第３步　取出链表首节点即核心度最高的标签节

点，并在标签网络中逐个判断其邻接节点的相似度是否

大于该邻接节点与其任何节点的相似度，如果是则将该

点与首节点划为一个类簇，并把该节点从链表中删去。

第４步　得到类簇以首节点为核心的规范化标
签，并从Ｌ中删除。

第５步　重复第３步、第４步，直到链表Ｌ为空或
聚类数目达到Ｋ，停止聚类。

第６步　得到各个类簇的聚类中心即规范化标
签，以及用户的自定义标签集合，将用户自定义标签替

换成其所在类簇的聚类中心（规范化标签），形成新的

用户—规范化标签—资源数据｛Ｕ，Ｔｓ，Ｉ｝。
第７步　计算标签基于 ＴＦＩＤＦ的权重构建用户

的兴趣模型并应用到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取前Ｎ个
资源组成 ＴｏｐＮ推荐集合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ｌｉｓｔ＝｛ｉ１，ｉ２，
…，ｉＮ｝并输出。算法的伪代码见算法１。

算法１　基于网络分割的标签聚类规范化的推荐
算法

输入：用户规范化标签资源数据Ｑ＝｛Ｕ，Ｔ，Ｉ｝，聚类数目
Ｋ，推荐资源个数Ｎ

输出：目标用户ｕ的ＴｏｐＮ推荐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ｌｉｓｔ
１：ｃｒｅ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ｌａｂ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

ｓ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２：ｆｏｒｅａｃｈｖｅｒｔｅｘｖ∈Ｖｄｏ
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Ｃｏｒｅ（ｖ）
４：ｅｎｄｆｏｒ
５：　ｉｎｓｅｒｔａｌｌＣｏｒｅ（ｖ）ｂｙ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ｏＬｉｓｔＬ
６：　ｗｈｉｌｅ（Ｌｉｓｎｏｔｅｍｐｔｙ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Ｋ）
７：　　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ｖｅｒｔｅｘｖｉｉｎＬ
８：　　　ｆｏｒｅａｃｈ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ｄｇｅｖｊｏｆｖｉｄｏ
９：　　　　ｉｆｅｉｊ＞ｅａｃｈ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ｄｇｅｏｆｖｊｏｆｖｉｄｏ
１０：　　　　　ａｓｓｉｇｎｖｊｔｏ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ｗｉｔｈｖｉ
１１：　　　　　　ｄｅｌｅｔｅｖｊｆｒｏｍＬ
１２：　　　ｅｎｄｉｆ
１３：　　　　ｅｎｄｆｏｒ
１４：　　　ｄｅｌｅｔｅｖｉｆｒｏｍＬ
１５：　　　ｏｂｔａｉｎ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ｗｉｔｈｌａｂｅｌ＝ｖｉ１６：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１７：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ｒｔａｇ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ａｇｓｖｉ
１８：ｆｏｒａｌｌｕｓｅｒｕｉｎＱｄｏ
１９：　ｕｓｅＴＦＩＤ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
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ｕｓｅｒｉｎｔｒｅｓｔｍｏｄｅｌ
２１：　ｆｉｎｄｔｈｅＫＮ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２２：　ｔａｋｅｔｈｅｔｏｐＮｉｔｅｍ
２３：ｅｎｄｆｏｒ

２３：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ｌｉｓｔ＝｛ｉ１，ｉ２，…，ｉＮ｝

２．４　标签规范化结果展示
在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中，通过网络分割聚类的标

签规范化方法，将数据集中用户自定义标签与规范化

标签形成关联。经过网络分割聚类的规范化标签及与

其聚类为一个类簇即相映射的自定义标签数据部分展

示如下，并根据这些自定义标签与其对应的规范化标

签之间的融合相似度按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实验结果

见表１。

表１　语义规范化标签与用户自定义标签

语义规范化

标签
用户自定义标签 （融合相似度）

ｃｒｉｍｅ
ｍｕｒｄｅｒ（０．７２３），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０．６５２），ｋｉｌｌｅｒ
（０．５３２），ｈｏｒｒｏｒ（０．４３１），ｓｃａｒｙ（０．３８９）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ｏｖｉｅｓｔｏｒｙ（０．５０４），ｏｓｃａｒ（０．４４９），ｔｈｅａ
ｔｒｅｉｎｖｉｄｅｏ（０．３６７），ｔｕｒｎ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ｍｏｖｉｅｓ
（０．２１１）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ｐ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ｓ （０．６７４）， ｓｔａｌｌｏｎｅ
（０．５０１），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０．３５５），００７
（０．２７４）

ｃｏｍｅｄｙ
ｃｏｍｉｃ（０．８１３），ｆｕｎｎｙ（０．６９２），ｂｌａｃｋｆｕｎｎｙ
（０．５２１），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ｅｄｙ（０．３６８），
ｂｌａｃｋｃｏｍｅｄｙ（０．１１３）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ｏｏｎ（０．７９２），ａｎｉｍａｔｅｄｆｉｌｍ（０．７４９），
ｄｉｓｎｅｙ（０．６８２），ａｎｉｍ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ｅ（０．６１４）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ｆａｎｔａｓｙ（０．７２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０．６０２），
ｎ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０．５５４），ｖｉｒｔｕａｌ（０．３１９），
ｍａｇｉｃａｌ（０．２６４）

３　规范化标签的应用与实验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集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本文采用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

和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两组数据集［１１］，具体数据集集合见表２。
本实验将语义规范化的标签并结合 ＴＦＩＤＦ算法实验
采用５折交叉验证，每次将数据集随机选取８０％数据
为训练集，剩余２０％数据为测试集，对五次结果取平
均作为最终结果。

表２　数据集结构

　　　数据
数据集　　　

用户数 资源数 标签数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 ７１５６７ １０６８１ ９５５８０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３２８５ ７９８８３ ２１１０６

３．２　度量标准
本文实验中采用准确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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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ａｌｌ）、Ｆｍｅａｓｕｒｅ作为度量算法优劣的评价标准；
准确率表示为用户产生的推荐列表中，有多大比例的

资源是用户真正喜欢的，如式（８）表示；召回率表示用
户真正喜欢的商品中，有多大比例的商品进入了推荐

列表，如式（９）表示，准确率和召回率越高，表示推荐
效果越好［１２］；同时还使用了一个平衡以上两种指标的

综合评价指标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如式（１０）表示。设 Ｒ（ｕ）指
用户在训练集上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得到的推荐列表，

Ｔ（ｕ）表示用户在测试集中的行为列表。则推荐结果
的准确率定义如下：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ｕ∈Ｕ

Ｒ（ｕ）∩Ｔ（ｕ）

∑
ｕＵ

Ｒ（ｕ）
（８）

推荐结果的召回率定义如下：

Ｒｅｃａｌｌ＝
∑
ｕ∈Ｕ

Ｒ（ｕ）∩Ｔ（ｕ）

∑
ｕＵ

Ｔ（ｕ）
（９）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定义为：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２×Ｐｒｅｃｉｓ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ｏｎ＋Ｒｅｃａｌｌ （１０）

３．３　实验结果
本文将基于网络分割聚类的标签规范化后的标签

应用推荐算法中，实验试图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

在标签规范化中融合相似计算的参数λ对推荐结果的
影响，二是比较所提方法与其他推荐算法进行推荐效

率与准确率的比较。

（１）确定融合相似度参数λ对推荐质量的影响
本部分测试λ的值对推荐结果的影响，实验设置λ

的值为０到１，值变化的间隔为０．１，并设置邻居数目分
别为２０、４０、６０、８０，每组数据集上分别进行实验，实验中
分别测试推荐结果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参数λ值对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变化情况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Ｋ＝２０ Ｋ＝４０ Ｋ＝６０ Ｋ＝８０

λ＝０ ６５．０１ ６５．０３ ６５．０７ ６５．０５

λ＝０．１ ６５．１５ ６５．１６ ６５．２０ ６５．１９

λ＝０．２ ６５．１２ ６５．１２ ６５．１５ ６５．４８

λ＝０．３ ６５．３３ ６５．３１ ６５．３５ ６５．３０

λ＝０．４ ６５．４２ ６５．４６ ６５．４８ ６５．４５

λ＝０．５ ６５．３８ ６５．３３ ６５．３７ ６５．３４

λ＝０．６ ６５．３５ ６５．３６ ６５．４６ ６５．３８

λ＝０．７ ６５．２１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５ ６５．２５

λ＝０．８ ６５．１３ ６５．２１ ６５．２４ ６５．２２

λ＝０．９ ６５．０５ ６５．１５ ６５．１６ ６５．１５

λ＝１ ６５．０７ ６５．１２ ６５．１６ ６５．１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参数 λ值的变化确实可以影响
推荐结果，但总体变化不大。其中当λ＝０表示在标签
规范化过程中标签相似度计算仅考虑计算标签的资源

共现相似度，而当λ＝１表示仅考虑计算标签的语义
相似度，最终规范后的标签应用到推荐算法的效率都

不高，而融合相似度计算方法后推荐效果明显好于单

一的计算方法。表 ３中可获知，当 λ值不断变化时，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值会有所变化，但当λ＝０．４时，Ｐｒｅｃｉｓｏｎ值普
遍最大。

（２）算法推荐效果比较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标签规范化推荐算法的有效

性，将本文算法 ＮＴＣＦ与两个较新的算法 ｔｅｎｓｏｒｕ［１３］

与 ｃｏｌｌａｔｖ［１４］ 和 一 个 经 典 推 荐 算 法 ＴＣＦ［１５］ 用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Ｆｍｅａｓｕｒｅ三个度量标准验证实验，
根据前面的实验所知，设Ｋ＝６０，λ＝０．４，随着推荐列
表的数量Ｎ值的变化，三个度量标准的值也会不同，并
将Ｎ设置从５到２５变化，值变化间隔为５。对比结果
如图１、图２所示。通过在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和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两个
数据集上三个度量标准进行对比，可知本文的算法在

准确率、召回率、Ｆｍｅａｓｕｒｅ三个度量标准都明显好于
其他推荐算法。

图１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结果对比

图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数据集结果对比

４　结　语

鉴于目前所有的数据集和具体任务的需求，本文

围绕“基于网络分割聚类的标签语义规范化推荐算

法”问题，首先引入英文维基百科词库训练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语义模型，以便于构建标签之间的语义关联，计算独立

标签之间的语义相似度；继而分析用户标注行为数据，

构建基于融合相似度的标签共现网络，实现基于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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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度和相似性的加权网络分割聚类算法。将用户的

自定义标签用能表示所在类簇的特征标签即规范化标

签代替并构建用户兴趣模型，在不改变用户的前提下

一定程度上减少向量维数简化计算，并将规范化标签

构建用户兴趣模型并应用到协同过滤算法中。与已有

的基于标签的推荐算法在三个度量标准上进行对比，

从而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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