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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信息推荐应用中，恰当地结合用户的社交信息能够进一步提升推荐的精度。以用户为枢纽节点将

社交网络和用户－商品二部图融合为耦合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物质扩散动力过程的推荐算法，该
算法将社交网络的朋友信息和用户选择商品的信息进行有机集成，是经典物质扩散算法的一种拓展。在真实数据

集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上的实验表明，在只计算小度用户的推荐准确率时，该方法比经典的物质扩散算法分别
提高了３８４８％和９１７％；当测试集所占比例为８０％时，对于所有目标用户，算法较经典物质扩散算法的推荐准确
率分别提高５９０５％和２１６２％。因此，社交网络信息的加入可以显著提高对小度用户的推荐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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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线社交网络［１］和推荐系统［２］是两种最常见的互联网应用。目前，在线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

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交模式，虽然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没有意识到推荐系统的存在，但是许多在线应用程序已

经隐式地实现了它，例如帮助过滤冗余信息的搜索引擎和在线零售商的产品推荐等。虽然在线社交网络和

推荐系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二者却很少被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这两种应用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结合方式是社交网络的朋友推荐，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利用简单的推荐算法为用户
推荐新的朋友，这属于在线社交网络的一种重要功能。如何有效利用社交网络的信息提升商品推荐的精度

则是另外一种结合方式。推荐算法的核心就是刻画用户的相似性。以往，推荐系统通常考虑用户的年龄和

性别等个体属性信息［３］，但却常常忽略了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

人更愿意聚集在一起成为朋友。因此，利用社交网络信息能够帮助更好地刻画用户之间的相似性。传统的

推荐算法往往基于用户的历史购物信息预测其兴趣偏好，但是，对于新用户而言，由于其信息量少会导致预

测精度很低，此时，可以考虑目标用户的朋友们的喜好给用户推荐可能喜欢的商品。

除了可以提高推荐准确度和多样性［４］，社会信息的有机融入可能帮助推荐系统缓解冷启动问题［５］。用

户冷启动问题源自于新用户没有表现出他们的偏好以至于无法为他们推荐相关的商品。冷启动问题会导致

推荐系统无法为目标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通常只能将最流行的商品推荐给新用户。在新用户的冷启动期，

社交网络为推荐系统提供了一块额外的信息以帮助推荐系统探索用户的兴趣所在。

本文的研究数据包括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６］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７］，其中社交网络与用户－商品二部图通过用户节点耦合
在一起组成两层耦合网络。本文在两层耦合网络下提出一种简单的基于扩散动力过程［８］的推荐算法将社

交网络信息融入到推荐中。我们的结果表明借助社交网络信息可以大幅提高小度用户的推荐准确度，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广义冷启动问题。

１　相关工作

众所周知，社会影响力在产品营销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推荐系统却很少考虑将它纳入

到推荐框架中。随着在线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基于社交网络的推荐已经变成一种将新商品推荐给用户的

有重要意义且富有成效的方式。更有甚者，社交网络信息和推荐系统密切相关，将二者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

１加１大于２的效应。最近，基于社交网络的个性化推荐已成为推荐系统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分支之一。
社会化推荐系统［９１０］主要包括融合社交网络的协同过滤方法、融合社交网络的矩阵分解方法、因子分解机模

型和贝叶斯概率模型等。

融合社交网络的协同过滤方法［１１１４］为目标用户的好友分配更高的权重而不只是考虑一个与目标用户

的相似性较高的匿名用户集合。Ｃａｉ等［１２］利用用户间的共同爱好和用户的好友信息构建了一个基于邻居的

协同过滤算法，在为目标用户推荐好友时，该算法兼顾备选用户的品味和社交吸引力。由于数据稀疏性问

题，被社交好友同时评分的商品非常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Ｙｕ等［１３］在社会正则项上采用自适应社会相似

性计算方法，基于用户的潜在特征计算用户间的相似性以提高预测准确度。

矩阵分解方法关注用户的社会化网络信息对用户潜在特征向量的影响，把用户各种社会化网络关系信

息融合到矩阵的优化分解过程中，以提取更优的潜在特征向量，称为基于社交网络的矩阵分解模型［１５２５］。

基于社交网络的矩阵分解模型能够解决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传递问题，使好友间的特征向量可以在网络上进

行传递［２４２５］。Ｊａｍａｌｉ等［１５］将信任传递机制引入推荐模型并构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社会化推荐方法，社交网

络分析和基于信任的推荐算法已经证明信任传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文献［１６］的研究表明个体
偏好和人际影响力是社交网络的两个重要因素。就像人际间思想的互相影响，用户与好友具有相似的个体

偏好则可以认为用户与他／她的朋友具有相似的潜在特征。Ｌｉｕ等［１７］着眼于如何将上下文信息和社会网络

信息同时融入推荐系统以提高推荐质量，在处理不同的上下文信息时，作者采用随机决策树方法分割用户评

分矩阵，然后利用带社会正则项的矩阵分解方法在分割的评分矩阵上进行评分预测。Ｍａ等［１８］总结了社会



　第３期 邓小方，等：融合社交网络的物质扩散推荐算法 ５３　　　 　

化推荐方法和基于信任推荐方法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社会正则化的矩阵分解方法，该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向融

合上下文信息的矩阵分解方法等方向进行拓展。Ｙａｎｇ等［１９］依据用户选择的商品所属类别，利用推断圈的

概念将原有社交网络分割为不同的子网络，推断圈的引入将信任传递限制在某一商品类别上，在此基础上对

矩阵分解方法中信任传递的信任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四种信任分配方式。Ｎｏｅｌ等［２０］根据社

会化网络信息发挥的不同作用，将社会化矩阵分解方法分成两类：社会正则化方法［２１２４］和朋友加权平均方

法［２５］。

因子分解机是一种常规的回归模型［２６２８］，该模型通过使用因子对变量和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训练模

型。在数据稀疏条件下，此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而且其时间复杂性是线性的，它还可以有效地用来模拟

与情境变量间的相互作用［２９］。Ｈｏｎｇ等［３０］利用因子分解机模型，模拟用户兴趣潜在特征并实现对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
的个体决策分析与预测。因子分解机模型需要学习的参数较多，复杂性较高，推荐结果的可解释性较差。

社交网络信息同样可以融入到贝叶斯网络模型［３１３２］中。Ｈｅ等［３１］充分利用用户偏好、商品的普遍接受

度和社交影响等社交网络信息，提出的概率模型可以有效缓解困扰协同过滤算法的数据稀疏性和冷启动问

题。Ｌｉ等［３２］首先依据用户间的共同评分商品和用户对商品的好恶程度将用户和直接好友的相关关系进行

分类，然后利用二阶以上邻居的影响解决目标用户直接邻居较少或直接邻居评分稀疏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的社会化推荐算法几乎都需要商品评分、社会性标签或用户属性信息等附加信息。与上

述方法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一种面向社交网络结构和用户－商品二部图基于扩散动力过程的推荐方法，在两
层网络上应用物质扩散过程，达到发现用户潜在兴趣从而进行推荐的目的。

２　融合社交网络信息的物质扩散算法

以用户节点为枢纽节点将社交网络和用户 －商品二部图进行集成构造两层耦合网络（以下简称之为
“两层耦合网络”），将两层耦合网络记作Ｇ（Ｕ，Ｏ，ＥＵＯ，ＥＵＵ），其中Ｕ表示ｎ个用户的集合、Ｏ表示ｍ个商品
的集合，而ＥＵＯ表示用户与商品的连边集合、ＥＵＵ表示用户之间的连边集合。这个两层网络由两个子网络即
用户－商品二部图ＧＵＯ（Ｕ，Ｏ，ＥＵＯ）和社交网络ＧＵＵ（Ｕ，ＥＵＵ）组成。用一个 ｎ×ｍ邻接矩阵 ΘＵＯ刻画用户 －
商品二部图ＧＵＯ，如果用户ｉ选择了商品α则矩阵元素ａｉα＝１，否则ａｉα＝０。类似地，用一个 ｎ×ｎ邻接矩阵
ΘＵＵ刻画社交网络ＧＵＵ，如果用户ｉ和ｊ是朋友则矩阵元素 Ａｉｊ＝１，否则 Ａｉｊ＝０。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记
用户ｉ选择的商品数为ｋｉ，记选择商品α的用户数为ｋα。因此，ｋｉ和ｋα分别表示用户－商品二部图中用户ｉ
和商品α的度。另一方面，记社交网络中用户ｉ的朋友数为Ｋｉ，将之称为用户ｉ的社交度。
２１　物质扩散推荐算法

周涛等［８］首次提出了物质扩散（ｍａｓ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Ｄ）算法。它首先在目标用户选择的商品上放置一个
单位的资源，并且通过在用户－商品二部图上进行扩散最终扩散至目标用户潜在感兴趣的商品上。下面以

数学形式对该算法加以描述，将所有商品的初始资源数量记为 ｆ→，那么整个扩散过程可以用方程→ｆ′＝ＷＭＤｆ→

表示，其中ｆ′→表示扩散结束后分配给商品的最终资源数量，状态转移矩阵ＷＭＤ的元素ｗＭＤαβ满足以下等式：

ｗＭＤαβ ＝
１
ｋβ
∑
ｎ

ｉ＝１

ａｉαａｉβ
ｋｉ
。 （１）

经过扩散，将目标用户未选择过的商品依据资源数量按降序排列形成推荐列表。这种物质扩散过程产

生的推荐列表仅仅基于用户和商品的选择关系而没有考虑目标用户的社交关系。

２２　热传导算法
热传导算法［３３］（简称ＨｅａｔＳ算法）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上呈现一种类似于热扩散过程的推荐算法。首

先，将目标用户选择的每个商品看作温度等于１度的热源，而用户未选择的商品是温度为０度的点，由此可
以得到所有商品的初始温度向量ｇ。然后，热量从商品端向用户端进行传导，传导结束后，用户的温度等于所
有他选择的商品的平均温度，接着热量从用户端向商品端进行传导，最后，商品的温度等于所有选择过该商

品的用户的平均温度。与物质扩散算法类似，可以用方程ｇ′＝ＷＨｅａｔＳｇ表示整个热传导过程，其中ｇ′表示热传
导结束后商品的温度向量，状态转移矩阵ＷＨｅａｔＳ的元素ｗＨｅａｔＳαβ 满足以下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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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ａｔＳαβ ＝１ｋα
∑
ｎ

ｉ＝１

ａｉαａｉβ
ｋｉ
。 （２）

在热传导结束后，向量ｇ′按温度大小按降序排列，选取目标用户未选择过的商品组成推荐列表。
２３　混合算法

Ｍｃｎｅｅ等［３４］认为盲目崇拜精确性指标可能会伤害推荐系统，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用户得到一些信息量

为０的“精准推荐”并且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已经有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多样性、新颖性、偶然性这些从未
获得过如精确性一般重要地位的因素，对于用户体验都十分重要 ——— 譬如用户希望音乐推荐更多样更偶

然。通常只能通过牺牲多样性来提高精确性或者牺牲精确性来提高多样性。Ｚｈｏｕ等［３３］通过巧妙地混合物

质扩散和热传导算法同时考虑推荐多样性和精确性进而提出了混合算法（简称Ｈｙｂｒｉｄ算法），物质扩散算法
倾向于推荐热门商品，热传导算法倾向于挖掘冷门商品，两相结合，精确性和多样性都能明显提高［３３］。该算

法将混合参数λ加入到状态转移矩阵使其变形为

ｗＨｙｂｒｉｄαβ ＝ １
ｋ１－λα ｋλβ
∑
ｎ

ｉ＝１

ａｉαａｉβ
ｋｉ
。 （３）

容易看出，该算法在λ＝０和λ＝１时分别退化为ＨｅａｔＳ算法和ＭＤ算法。Ｈｙｂｒｉｄ算法通过调节参数巧
妙地将ＨｅａｔＳ算法和ＭＤ算法进行了混合，在某些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显示其推荐精度和推荐多样性较
ＨｅａｔＳ算法和ＭＤ算法均有一定程度提高。
２４　ＳＭＤ算法

为了将社交网络中用户的朋友关系集成到推荐算法中，在两层耦合网络上应用物质扩散过程，与传统物

质扩散算法不同的是，除部分资源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上扩散外，还有部分资源沿着社交网络进行扩散。为
了更好地与传统的物质扩散算法区别开来，本文的算法称为基于社交网络的物质扩散（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ｍａｓ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ＭＤ）算法。在数学形式上，将扩散矩阵ＷＭＤ修改为ＷＳＭＤ，矩阵元素ｗＳＭＤαβ 满足等式：

ｗＳＭＤαβ ＝ｐ１ｋβ
∑
ｎ

ｉ＝１

ａｉαａｉβ
ｋｉ
＋（１－ｐ）１ｋβ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αＡｉｊａｊβ
ｋｉＫｊ

，　０≤ｐ≤１。 （４）

在这里，ｐ部分资源仅仅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上进行扩散，而其余１－ｐ部分资源按以下方式进行扩散：
（１）商品上的初始资源扩散至选择过这些商品的用户；（２）资源在社交网络中从用户扩散至他们的朋友；
（３）最终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资源从用户扩散至商品。在扩散过程结束后，依据商品最终获得资源数量
进行降序排列并形成推荐列表。显而易见，当ｐ＝１时我们的算法ＳＭＤ退化为传统物质扩散算法ＭＤ。用图
１的一个简单示例描述两层耦合网络上的物质扩散过程。

图１　两层耦合网络物质扩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ｓｉｍｐｌ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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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１中，参数ｐ取值为０５。红色表示目标用户，方框表示商品。方框的颜色越深，则表示商品拥有的
资源数量越多。整个扩散过程可分为四步：（１）将一个单位的资源放置在目标用户选择的商品上，如果目标
用户没有选择过任何商品，则将一个单位的资源置于目标用户；（２）资源从商品扩散至选择过这些商品的用
户；（３）ｐ部分资源在用户 －商品二部图上进行再分配，同时１－ｐ部分资源在社交网络中扩散；（４）最终，将
社交网络中扩散至用户的资源分配给他们选择过的商品。扩散过程结束后，将用户未选择过的商品按照其

拥有的资源数量进行将序排列得到推荐列表。如果参数ｐ取值为１，则表示所有资源只在用户商品二部图中
进行扩散，没有资源在社交网络中进行重分配，因此我们的算法ＳＭＤ是传统物质扩散算法ＭＤ的一种拓展。

３　实验和结论

３１　实验数据
本文采用数据集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来评估算法的性能，它们是在文献［３５］的原始数据基础上采用

如下方法进行加工处理得到的：（１）将原始数据中的社交网络从有向网络转化为无向网络，即原始数据中用
户ｉ和用户ｊ只要存在至少一条有向弧则节点ｉ和ｊ之间添加一条无向边；（２）如果用户没有选择过任何商
品，则在社交网络中删除该用户及其所有邻接边；（３）如果用户在社交网络中是孤立点，则在用户 －商品二
部图中删除该用户极其邻接边；重复步骤（２）和（３）直至社交网络和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节点和边趋于稳
定。原始数据经过上述方法处理后得到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新数据集，其中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包含４１４８
个用户和５７００个商品，在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连边为２６５４９７条，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含有９６９４２条边；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包含４０６６个用户和７６４９个商品，在社交网络中用户间的连边为１６７７１７，用户 －商品二部
图中含有１５４１２２条边。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如图２所示的有趣现象。

图２　好友共同选择商品数的累积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２中横坐标ｘ表示用户共同选择的商品数，纵坐标ｆ表示社交网络中至少共同选择过ｘ个商品的朋友
对与社交网络朋友对总数的比值。容易看出，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中至少共同选择过一个商品的朋友对与社交
网络朋友对总数的比值超过０４，达到了０４６３４；这一比值在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中更是达到了０５４５。这一现
象的存在说明朋友间确实具有类似的个性偏好，将社交网络信息融入推荐算法应该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推

荐算法的推荐准确度。

３２　评价指标
为了评估推荐算法的性能，将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的边随机地分成两部分：９０％的边组成训练集ＥＴ，剩

下的１０％作为测试集ＥＰ并将其从用户 －商品二部图中删除。同时，采用排序分（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ＲＳ）作为评
价指标以评估我们算法的排序准确性。

文献［８］提出的排序分指标ＲＳ主要用于计算推荐算法生成的商品排序与用户个性偏好匹配度。对于一
个目标用户，推荐系统根据他的个性偏好输出一个他未选择过的有序的商品推荐列表，对于测试集中的每一

条用户 －商品连边，查看该商品在推荐列表中的排名。测试集中所涉及商品的排名越靠前，则排序分越低。
排序分可形式地定义为

ＲＳｉ＝
１

｜ＥＰｉ｜
∑
（ｉα）∈ＥＰｉ

ＲＳｉ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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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ＥＰｉ表示测试集中用户ｉ与他选择的商品连边集合，（ｉα）表示测试集中用户ｉ和商品 α间的连边。
最后，按用户对排序分进行平均就得到整个推荐系统的排序分。显然，排序分越低，推荐算法的准确度越高，

反之亦然。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比较算法之间的性能差异，本文选取以下算法进行比较：（１）物质扩散算法（ＭＤ），（２）热传导算

法（ＨｅａｔＳ），（３）混合算法（Ｈｙｂｒｉｄ）。
本文提出的算法是传统物质扩散算法的拓展，ｐ＝１时，本文算法ＳＭＤ退化为传统物质扩散算法ＭＤ，

在数据集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上运行ＳＭＤ算法，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算法ＳＭＤ的实验结果，虚线表示ＲＳ取得最小值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ｘ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Ｍ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ａｒｋ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ｏｆＲＳ

　　 如图３所示，对于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ｐ＝１对应的ＲＳ值为０１０６，在ｐ＝０７１达到最优ＲＳ值００９５，
在最优值处ＳＭＤ较ＭＤ提高１０９％；就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而言，ＲＳ值从ｐ＝１处的０１７３降至ｐ＝０７８处
的０１６９６，ＳＭＤ在ｐ＝０７８处取得最优值，较ＭＤ算法提高２１１％。ＳＭＤ算法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上的
表现较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拥有更稠密的社交网络和较稀疏的用户 －
商品二部图。

另外，由图３可以看出，ＳＭＤ算法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上的ＲＳ值在ｐ＝１处发生了相变，即ｐ＝０９９处
的ＲＳ值远小于ｐ＝１对应的ＲＳ值。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相变问题，将ｐ＝１和ｐ＝１－１０－８时目标用户３６２４
的推荐列表进行比较，发现用户３６２４在整个数据集中选择了４个商品：４４０８、７４３、５２１４和５０１２，其中前三者
包含在训练集中而５０１２包含在测试集中。在ｐ＝１时，也就是在传统ＭＤ算法作用下，商品５０１２的最终资
源数量是０，排名第３０１２位；而在ｐ＝１－１０－８时，应用ＳＭＤ算法后，由于有了极少量的资源（初始资源总量
乘以１０－８）在社交网络中进行扩散，商品 ５０１２的最终资源数量为 ５２×１０－１１，进而排在了第 ３３６位。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中存在很多只选择过少数几个商品的用户，因此只要有资源在社交网络进行扩散，就会有很多商
品的排名会大幅前移，使得整个系统的ＲＳ值迅速变小从而导致ＲＳ值的相变。

另外，分别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实现了ＨｅａｔＳ和Ｈｙｂｒｉｄ算法［９］，实验结果见表１。Ｈｙｂｒｉｄ算
法在这两个数据集上的ＲＳ最优值分别在调节参数λ为０６７和０５１时得到。

表１　ＭＤ、ＨｅａｔＳ、Ｈｙｂｒｉｄ和ＳＭＤ算法推荐准确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ＭＤ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Ｄ，ＨｅａｔＳａｎｄＨｙｂｒｉｄ

数据集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

ＭＤ Ｈｅａ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ＭＤ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

ＭＤ Ｈｅａ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ＭＤ
排序分ＲＳ ０１０６３ ０１２１８ ０１０４７ ００９４８ ０１７３２ ０２１８０ ０１６４３ ０１６９６

　　现实生活中，用户－商品二部图通常是很稀疏的。换句话说，有许多用户只选择过少量商品或某些商品
只被少数用户选择过。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中用户选择商品的平均数即用户的平均度分别是２３和３７，为
方便表达，不妨将度小于３０的用户称为小度用户，其余用户称为大度用户。由于小度用户可被推荐算法利
用的信息较少，在为他们推荐商品时通常推荐准确度较低。因此，提高小度用户的推荐准确度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将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和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满足 ｋｉ≤３０的用户作为小度用户群体进行考察，当 ｐ＝
０７１和ｐ＝０７８时ＲＳ值分别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达到最优值，这时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
中满足ｋｉ≤３０的小度用户按照ｋｉ进行分组汇总后，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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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针对小度目标用户算法ＳＭＤ和ＭＤ的排序分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ＳｖａｌｕｅｓｕｎｄｅｒＳＭＤａｎｄＭＤ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ｓｍａｌｌｄｅｇｒｅｅｕｓｅｒｓ

　　由图４容易看出，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上，ｋｉ≤３０的用户在ｐ＝０７１处的ＲＳ按ｋｉ进行分组汇总后，
ＳＭＤ算法得到的ＲＳ值比ＭＤ算法得到的ＲＳ值都低，换句话说，对于这部分小度用户来说，ＳＭＤ算法较ＭＤ
算法在推荐准确度方面均有提高，而且具有度越小推荐准确度提高幅度越大的趋势。在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
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探索参数ｐ与ｋｉ的关系，将ＲＳ值按度进行分组汇总，分别确定度为ｋｉ
时ＲＳ取最优值对应的参数ｐ的值，将该值记作ｐ，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参数ｐ 与ｋｉ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ｋｉ

　　由图５容易看出，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参数ｐ与ｋｉ的关系都呈现出一致的趋势：目标用户的
度越小，使ＲＳ达到最优值的ｐ 取值也越小。参数ｐ的取值决定着在物质扩散过程中有多少资源需要经由
社交网络进行传输后到达商品，ｐ的值越小表示经由社交网络进行扩散的资源量越大。图５展现的这种趋势
说明小度用户由于选择的商品较少，可被推荐算法利用的信息较大度用户更少，所以小度用户较大度用户更

加需要依赖社交网络的朋友信息提高推荐准确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ＳＭＤ在提高小度用户推荐准确度方面的优势，考察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中分别满足
ｋｉ≤５和ｋｉ≤１３的那部分小度用户，他们分别占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中总用户数的３３４４％和２１６９％，
可见小度用户在实际网络中所占比例是非常高的。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两个数据集的完整网络结构上
运行ＳＭＤ算法，但只计算这部分小度用户的ＲＳ值，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ＳＭＤ算法针对小度用户的实验结果，虚线表示ＲＳ取得最小值对应的参数值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ＭＤ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ａｒｋ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

　　由图６可以看到，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中，ＲＳ在ｐ＝０３５取得最优值，ＳＭＤ算法较ＭＤ算法在推荐准确度方
面提高３８４８％；在Ｅｐｉｎｉｏｎｓ中，ＲＳ在ｐ＝０４４取得最优值，ＳＭＤ算法较ＭＤ算法提高了９１７％。另外，发
现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上的小度用户更加依赖融合社交网络信息的推荐，在运行ＳＭＤ算法时，满足ｐ＜１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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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值对应的ＲＳ值均小于ｐ＝１对应的ＲＳ值。换句话说，只要有资源经由社交网络进行扩散，ＳＭＤ算法的
推荐准确度就有较大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占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总用户数３３４４％的小度用户只选择不超过５
个商品，仅仅依靠用户 －商品二部图很难得到满意的推荐结果，而相对丰富的社交网络信息可以帮助更好
地推测用户的个性偏好，为用户生成更加贴近其个性偏好的推荐列表。针对这部分小度用户，进一步在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应用ＨｅａｔＳ和Ｈｙｂｒｉｄ算法，实验结果对比见表２。
表２　针对小度用户，ＭＤ、ＨｅａｔＳ、Ｈｙｂｒｉｄ和ＳＭＤ算法推荐准确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ＭＤ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ＭＤ，ＨｅａｔＳａｎｄＨｙｂｒｉ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ｕｓｅｒｓ

算法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

ＭＤ Ｈｅａ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ＭＤ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

ＭＤ Ｈｅａ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ＭＤ
排序分ＲＳ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１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６

ＳＭＤ较该算法的提高 ／％ ３８１７ ４６７１ ３８１７ — ９２７ ２６１９ ７９２ —

　　在表２中，Ｈｙｂｒｉｄ算法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分别在λ＝１和λ＝０６５处取得最优值。当
考察两个数据集占比超过２０％的小度用户时，Ｈｙｂｒｉｄ算法基本上退化为ＭＤ算法，表明Ｈｙｂｒｉｄ算法针对小
度用户在推荐准确度方面较ＭＤ算法基本没有优势。而ＳＭＤ算法在两个数据集上较其他三个算法均较大
地提高了推荐准确率。就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而言，ＳＭＤ算法较Ｈｙｂｒｉｄ算法在推荐准确度方面提高３８１７％，
较ＨｅａｔＳ算法更是有４６７１％的提高幅度，对于目标用户仅选择了少量商品这类推荐算法的广义冷启动问
题，ＳＭＤ算法通过融合社交网络可以使之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

为了进一步验证推荐结果对测试集所占百分比的敏感性，从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的二部图分
别抽取１０％、２０％、…、９０％的边作为测试集，然后计算ＳＭＤ算法较ＭＤ算法在ＲＳ指标上的改进率，实验结
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测试集所占百分比不同时ＳＭＤ算法较ＭＤ算法的改进率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ＳＭＤｗｉｔｈＭ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ｅｓｅｔ

　　从图７容易看出，两个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都表明 ＳＭＤ算法较 ＭＤ算法的改进率与测试集所占百分
比呈正相关关系。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上当测试集所占百分比为７０％时，ＳＭＤ算法比 ＭＤ算法在 ＲＳ指标
上提高最多，达到５９１７％；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上测试集所占百分比为８０％时，ＳＭＤ算法较ＭＤ算法改进率达
到峰值 ２１６２％。由于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和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用户平均选择的商品数即平均度为 ２３和 ３７，而且
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数据集选择商品最少的用户只选择了３个商品，在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中用户最少选择了７个商品，
所以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的二部图较Ｅｐｉｎｉｏｎｓ要稀疏得多。在测试集所占百分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中
会出现大量小度用户，从而推荐准确度指标ＲＳ的改进比Ｅｐｉｎｉｏｎｓ数据集显著得多。

４　总结与展望

虽然在线社交网络与推荐系统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本文的研究表明将社交网络信息融入推

荐系统可以更好地识别用户潜在感兴趣的商品。尤其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扩散机制将社交网络中隐式的用户

个性偏好信息传导到用户和商品的选择关系之中，大幅提高了小度目标用户的推荐准确度。本文展示了一

种集成不同网络和互联网信息的新方式以帮助用户快速地检索信息，可以为设计集成社交网络和推荐系统

的新算法提供新思路。正如我们的研究所揭示的一样，将不同特质的数据集进行有机融合也许可以提取出

单个孤立数据集无法获取的信息，这与大数据时代下更深入、更复杂的数据分析理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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