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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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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过载问题使得推荐系统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 同时也出现不法商家将虚假消费记录定量地输入到系
统数据库从而改变推荐系统的推荐结果以获利. 因此, 本文围绕3个问题展开, 即: 为了提高推荐系统对虚假评论的
鉴别能力, 首先需要准确标注虚假评论的类标, 如何能获取大量准确标定的虚假评论信息; 如何有效过滤虚假评论
从而提高推荐的可靠性; 如何实现一种高效可靠的推荐系统. 针对虚假评论信息难以准确标定,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技术, 依据历史评论文本自动生成虚假评论文本, 并依据情感分析确定生成文本
的对应评分; 为了提高推荐系统对包含虚假信息数据的推荐效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聚类双
层网络推荐算法. 该算法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快速确定节点执行度阈值的基于图的过滤器, 有效过滤数据内虚假信
息, 并设计了一种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提高推荐效果. 将所提出的推荐算法应用到Yelp数据集上展开
试验, 验证本文提出的推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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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ing problem leads to wider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er system. At the meantime,
fake reviewers are quantitative input into the history review records by illegal business to affect the recommender to change
for their benefit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in our paper. In order to improve fake review filtering ability
for recommenders, abundant of accurately labeled fake reviewers are necessary. How to collect large amount of accurately
labeled fake reviewers? How to filter fake reviewers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How to design an efficient recommender?
Since it’s difficult to collect labeled fake reviewers, an automatic reviewer generator based on text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is proposed. Reviewers labeled as fake can be generated based on historical reviewers and can be rated according to
emotional analys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commendation effect of containing false information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and graph-based filtering. Firstly, we design
a graph-based filter that can quickly determine node execution thresholds to effectively filters the false 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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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y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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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 信息交换日益频繁, 带来
了信息选取的困难. 用户在面对大量信息时无法从中
获取有效的信息, 即信息过载问题, 而推荐系统则应
运而生. 在实际情况中, 推荐系统会对用户的选择产
生影响, 而一些商店为了最大化个人利益会利用虚假
用户与虚假评论增加目标商店推荐的概率, 并降低其
他相似商店的推荐概率. 因此实现有效的虚假评论过
滤并实现精准推荐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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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 从而生成大量可靠的包含评论类标信息的数
据, 为过滤算法开发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2) 虚假评论对推荐系统的推荐结果产生较大的
影响, 从而会影响到用户的选择, 如何过滤虚假评论
信息, 从而提高推荐的准确率.
3) 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 聚类算法的结果对基于
聚类的推荐算法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聚类算法中聚类
个数难以确定, 参数鲁棒性差等问题, 如何设计高效
的聚类算法提高推荐系统的推荐准确性.

推荐技术包括基于内容推荐、基于知识推荐和协
同过滤推荐[1] 等, 其中基于内容推荐和基于知识推荐
均基于对象的内容进行推荐, 不依赖于用户对商店的
评分. 协同过滤推荐则能够为用户找到与自己喜好相
似的人或者与自己喜爱的商店相似的商店进行推荐,
效果良好并应用广泛. 其次, 大多的推荐系统存在用
户—项目关联矩阵稀疏的问题, 即用户对项目的评价
或者消费记录较少. 为目标用户寻找相似用户时, 数
据稀疏直接影响推荐结果的准确性. 为了有效缓解数
据稀疏性对推荐系统的影响, 许多学者进行多方面的
研究, 例如, Zhao等人提出通过完善稀疏评分矩阵的
一种低秩和稀疏矩阵补充算法[2] . 在不断的研究中,
发现将聚类[3–4] 引入到推荐系统中也能够有效降低数
据稀疏性对推荐结果的影响, 也为解决数据稀疏性提
供思路. 基于聚类的推荐系统通过将大量稀疏数据压
缩成一系列密集子集来解决数据稀疏性的问题. Xue
等人利用K --means聚类算法对用户进行聚类[5] , 为每
个用户在所在簇中选取K 个最相似的用户作为临近
用户. Guo等人提出了一种依据评分信息与社区信任
关系不断对用户进行迭代聚类的聚类推荐算法[6] . 由
于聚类结果会对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产生较大的影
响, 而聚类算法普遍存在聚类中心难以确定和参数的
鲁棒性较差的问题, 直接影响推荐效果.

针对以上3个研究问题,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基于
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方法, 混合生成的虚
假点评信息与真实点评数据得到带类标的访问数据
集,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
络推荐算法, 实现虚假评论的过滤和准确推荐. 本文
围绕3个方面展开工作:

推荐算法能够较好的解决信息过载等问题, 但容
易会被数据库中包含的虚假信息影响. 为了降低虚假
信息对推荐系统的影响, 需要在推荐系统中引入过滤
器, 检测并剔除虚假信息. 随着Jindal等人首次提出虚
假用户和虚假评论检测的问题[7] , 在虚假信息检测领
域的研究也逐步增加. 基于监督学习的过滤器能够有
效的检测虚假信息, 但是基于监督学习的过滤器特别
依赖于标记类标的数据的训练. 在训练集较少的情况
下, 基于监督学习的过滤器的过滤效果欠佳.

Goodfellow 等人首次提出了生成式对抗网络模
型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8] , 该模型
在应用实数空间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但在处理离
散数据时并没有效果, 特别是文本数据. 为了使得
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有效的处理离散的文本数据,
Zhang 等人提出了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模型 (text
GAN, TextGAN)[9] . 该模型是由生成器和判别器两个
部分组成, 其中生成器为时间递归神经网络, 而判别
器为卷积神经网络.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3个研究问题:
1) 如何确认虚假评论, 并且获得准确的评论类标
信息是进一步实现有效过滤和精准推荐的关键. 目前
的人工标注类标的方法存在工作量大、准确率低等问
题. 是否有可能通过自动点评技术, 自动产生虚假评

1) 为了获得具有准确评论类标信息的数据集, 本
文提出一种基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方
法. 该方法依据历史评论利用对抗生成式网络生成虚
假评论, 并依据情感分析为每个虚假评论生成评分信
息, 最终混合生成的虚假点评信息与真实点评数据得
到带类标的访问数据集.
2) 设计一种能快速确定节点置信度阈值的基于
图的过滤器. 基于图的过滤器对用户和项目间评论网
络的图结构进行分析, 能有效删除网络结构中的虚假
用户节点和虚假评论信息, 提高推荐算法的准确性.
3) 提出一种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
算法, 该算法能够依据数据点的局部密度和最小距离
的分布关系确定聚类中心点, 实现参数的自适应, 并
具有较好的聚类结果, 从而提高推荐的准确率.

2 相关工作
2.1

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

TextGAN的框架以时间递归神经网络生成器, 用
光滑近似逼近时间递归神经网络的输出, 以卷积神经
网络为判别器, 提取最重要的语义特征进行判别. 该
框架下的卷积神经网络是由一个卷基层和一个最大
池化层组成. 最大池化层能够能有效的过滤信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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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词, 提取出语句中的最重要的特征.
TextGAN框架的目标函数与标准的GAN的目标
函数有所不同. TextGAN 的目标函数增加了特征匹
配[10] 的优化函数, 其中迭代优化过程包含以下两个步
骤:
1) 最小化:

LD = −Es ∼ slogD(s) −
Ez ∼ pz (z)log[1 − D(G(Z))].

虚假信息会对推荐系统的推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
响. 为了能够提高推荐系统推荐的准确性, 需要在推
荐系统中添加过滤虚假信息的过滤器, 过滤虚假信息,
提高推荐准确率.

(1)

LG = tr(Σs−1 Σr + Σr−1 Σs +
(µs − µr )T (Σs−1 + Σr−1 )(µs − µr ),

法 , 依据用户、商店和访问记录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过滤虚假信息.

3

2) 最大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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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算法

根据以上提出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图过滤的
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其基本框架如图1
所示.

其中: Σs 和Σr 分别表示真实的特征向量fs 和模拟语
句的特征向量fr 所对应的协方差矩阵; µs 和µr 分别表
示fs 和fr 平均向量. 其中第2个损失函数LG 是两个多
变量高斯分布N (µs , Σs )和N (µr , Σr ) 之间的 Jensen-Shannon散度.

2.2

基于聚类的推荐方法

实际数据往往会存在稀疏性而使得传统推荐算法
的推荐结果相对较差. 将聚类的概念引入到推荐算法
中将大量稀疏数据压缩成一系列密集子集, 能够有效
的解决数据稀疏性的问题.
Joseph等人通过主题模型将用户进行分类[11] , 使
其能够同时区分出用户的类型(旅客或者司机)和兴
趣; Rana等人提出了通过进化算法聚类用户的动态推
荐系统[12] . Wang等人利用 K --means算法将用户进行
聚类[13] , 并估计在用户–商店矩阵中的评分, 而得到目
标用户的偏好. Puntheeranurak等人提出了一种用模
糊K –means聚类算法聚类用户的混合推荐算法[14] .
Connor等人利用一些列划分算法对项目进行聚类[15] ,
并计算每个子集的预测值.
综上所述, 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能够有效的提高
推荐系统处理稀疏数据的推荐结果, 但是聚类结果的
好坏直接对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产生影响, 而且聚类
算法普遍存在聚类中心难以确定和参数鲁棒性较差
等问题, 所以为得到较好的推荐结果选取合适的聚类
算法十分重要.

2.3

虚假信息过滤器

虚假信息对推荐系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虚假信
息的检测问题也备受关注. 监督学习的方式检测虚假
信息是检测技术中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 Jindal等人
利用监督学习的算法[16] 依据评论的重要特征以及用
户的特征检测虚假评论, 其中重复度较高的评论被认
为是虚假评论. Li等人提出了一种依据协同训练的方
式检测虚假信息的方法. Lim等人使用行为特征来分
析检测评论[17] . Wang 等人提出了基于图的过滤算

图 1 算法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e algorithm.

首先, 通过基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
方法生成虚假点评信息, 并与真实点评数据混合得到
带类标的访问数据集. 其次, 将历史真实评论和标注
虚假的虚假评论作为输入, 设计基于图的虚假信息过
滤器, 提取真实评论信息. 最后设计基于快速密度聚
类双层网络的推荐算法, 获得用户的个性化推荐列表.

3.1

基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技术

获得具有准确评论类标信息的数据是进一步实现
有效过滤和精准推荐的关键, 而人工标注类标的方法
存在工作量大, 准确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能够获
得类似真实评论的虚假评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TextGAN的自动点评技术.

3.1.1

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生成虚假评论

基于TextGAN的虚假评论生成, 是以部分评分较
高的真实历史评论作为输入, 依据TextGAN生成评分
较高的虚假评论. 同理, 以部分评分较低的真实历史
评论作为输入生成评分较低的虚假评论. 生成的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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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信息的功能也有两种: 1) 评分较高的评论用以增
大推荐系统中目标商店的被推荐的概率; 2) 评分较低
的虚假评价可以用于降低推荐系统推荐与目标商店
相似的商店的概率.
本文依据TextGAN模型, 以Yelp数据集中对餐厅
的评论数据为输入数据生成与输入评论相似的虚假
评论. 总体来说, 在Yelp数据集上的评论信息往往伴
随着用户对项目的评分信息. 评分信息的取值为1–5
之间的整数, 在处理数据时可以以3为分界判定用户
对项目的情感倾向. 若评分信息大于3分, 则说明用户
对项目的情感倾向为正, 反之则为负. 通过这种方法,
能有效甄别用户评论信息的情感倾向, 将其大致分为
积极倾向评论和消极倾向评论两类并标记类标.
基于TextGAN的自动点评技术能根据输入的文本
语句生成与输入相似的评论信息. 其情感倾向与输入
文本语句的情感倾向保持一致. 以生成积极倾向的评
论信息为例, 本文需要将Yelp数据集中大量的积极倾
向评论作为输入进行模型的训练, 并根据模型输出虚
假评论信息. 其中真实的输入样本例如:“Very nice
and clean place to have breakfast or lunch”等大量文本
语句. 生成的虚假评论如:“Great food and service.”
和“It was amazing. I am a fan, and the service was
really great.”.

3.1.2

析 可 得“Great”在 情 感 词 典 中 所 对 应 的 Score =
0.25, 并由真实输入评论样本的评分均值为4可得, 该
虚假评论的评分为4.25.
“It was amazing. I am a fan, and the service was
really great.”: 将其中“service”作为特征词, 根据的
情感分析可得,“amazing”所对应的 Score = 0.15,
“great”所对应的 Score = 0.25,“really”所对应的
Score = 0.375, 并由真实输入评论样本的评分均值为
4可得, 该虚假评论的评分为4.75.

3.2

基于图的过滤算法

Wang等在文献[19]中首次提出了基于图的过滤
器. 该算法对用户和项目之间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
通过简单迭代计算所有用户节点的置信度, 最终过滤
置信度较低的虚假用户节点, 提高网络推荐算法的抗
干扰能力. 然而, 这种算法不能有效选取用户节点的
置信度阈值, 过滤效果受数据集影响较大. 本文提出
了一种能快速确定用户置信度阈值的方法, 能有效删
除网络中的虚假用户节点, 并提高推荐算法的准确性.
用户和项目的网络主要由3部分构成: 用户节点、
项目节点和评分信息. 基于图的过滤器为这些元素设
置相应的置信度计算法则, 通过多次迭代的方法过滤
出虚假的用户节点和评分信息.
对于任意一个用户节点u, 其置信度用Hu 表示:
nu
∑
Hu = H(ωui ),
(4)

依据情感分析确定虚假评论的评分

i=1

生成的虚假评论信息按照文本表达的不同情感给
予不同的评分. 情感分析的目的是根据评论中情感词,
对每条评论判断它们的倾向, 将其分为积极倾向或者
消极倾向. 情感分析的方法有多种, 选用 SentiWordNet. SentiWordNet是一个庞大的字典资源, 它包含一
个很大的文本文件, 存有字典中每一个单词的用法与
得分. 对于每个单词的每种用法都有相应的积极得分
与消极得分, 将积极得分Ps 与消极得分Ns 相减, 可以
得到该单词这种用法的得分Score:

Score = Ps − 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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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终每个词的得分的取值在[−1, 1]之间, 大于0时
笔者认为这个单词的这种用法具有积极倾向, 反之则
具有消极倾向.
为了给评论文本添加评分信息, 笔者提取除了特
征外能够表示情感倾向的形容词、副词、动词和名词
作为情感词, 累加句子中所有中情感词的得分, 并同
时考虑生成该评论的真实评论样本的评分均值, 计算
得到该语句的最终得分. 对以上所列举的基于 TextGAN生成的虚假评论为例进行情感分析:
“Great food and service.”: 对于句子分析其所得
的评分: 将其中的“food”和“service”作为特征词,
不考虑其对语句情感倾向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情感分

其中: nu 表示用户节点 u 留下的评分信息数, H(ωui )
表示用户u的第i条评分的置信度.
为将用户的置信度限制在一定的区间内, 令
2
T (u) =
− 1,
(5)
1 − e−Hu
其中T (u) ∈ (−1, 1). 由T (u)和Hu 之间的关系一一对
应, 且T (u)的有界性更适合后续过程中用户置信度阈
值的设置, 故最终使用T (u)表示用户节点u的置信度.
对于任意评分信息v , 其置信度H(v)的计算公式
为

H(v) = |R(ϕv )|(

2
− 1),
1 + e−A(v)

(6)

其中: ϕv 表示评论v 的目标项目, R(ϕv )表示该目标项
目的置信度, A(v)则表示用户置信度对v 置信度的影
响.
对于任意项目t, 它的置信度R(t)的计算公式为
2
R(t) =
− 1,
(7)
1 + e−Θ
其中
∑
Θ=
T (r)(ψv − α),
(8)
r∈Ut ,T (r)>0

Ut 表示访问过项目t的用户集合, 表示t和r之间评分
信息的具体分值, α是衡量评分信息性质的阈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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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描述, 不难发现T (u), H(v)和R(t)彼此
联系密切. 一般情况下, 可先初始化所有的 T (u) 和
R(t) 为 1, 计算出每条评分信息的置信度 H(v). 当
H(v)计算完毕后, 再按顺序依次计算T (u)和R(t). 接
着可根据更新后的 T (u) 和 R(t) 计算下一轮的 H(v),
如此迭代多次后, T (u), H(v) 和 R(t) 将逐渐收敛稳
定, 算法将输出T (u), H(v)和R(t)的最终值.
由于 T (u) 和 H(v) 的值域均为 (−1, 1), 在原始基
于图的过滤器中, 一般直接将0作为T (u)和H(v)的阈
值鉴定u和v 的真实性. 然而, 这种方法在面对不同的
数据集时会产生较大的过滤差异, 从而减少算法的应
用范围. 为了消除这一弊端, 本文提出了一种根据置
信度的频度分布来快速确定置信度阈值的方法.
以用户节点为例, 由于虚假的用户节点对项目的
评论一般具有靶向性和重复性, 所以虚假用户节点间
的置信度差异不会太大, 即虚假节点的置信度将集中
在(−1, 1)的某一子区间内. 而真实用户节点的置信度
应普遍高于虚假节点的置信度. 事实上, 通过之后的
试验分析可以发现, 大量真实用户节点的置信度接近
于1. 因此, 用户节点置信度的频度分布图将呈现图2
的双高峰形态. 若设定的置信度阈值恰好能落在双高
峰之间的低谷处, 则能有效对虚假用户和真实用户进
行区分, 最终完成对虚假用户节点的过滤.

图 2 含虚假信息的用户置信度频度分布图
Fig. 2 User confidenc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with virtual
information

3.3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为了解决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中存在的问题两个
主要问题: 1) 用户或者商品的典型类型代表(聚类中
心)需要人工确定; 2) 相似用户的个性化推荐. 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其
基本框架如图3所示, 主要分两步完成, 即:
1) 提取用户和项目的特征信息, 并分别依据其特
征信息对用户上项目进行聚类;
2) 建立双层二部网络模型, 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
结果进行最终个性化推荐.

图 3 聚类推荐算法的基本框图
Fig. 3 The basic block diagram of cluste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3.3.1 快速密度聚类算法
社交网络数据往往存在较大的数据稀疏性, 且由
于社交网络数据具有节点众多, 节点实时更新添加等
特点, 传统推荐算法在处理这类数据时会产生极高的
时间复杂度且推荐效果不佳. 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能
够将大量稀疏数据压缩成一系列密集子集, 既能够优
化推荐效果, 也能够降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Rodriguezs等人提出了一种自动确定聚类中心的
算法[20] , 在该算法中人为聚类中心具有高密度且与密

度更高点之间的距离也较大. 但是这种聚类算法任然
存在两个缺点: 无法完全自动的确定聚类中心和密度
半径会直接影响聚类的结果. 基于这种思想, 本文提
出了一种快速确定聚类中心的算法, 并有效的解决了
以上所述的两个问题.

定义 1
算公式为

对于任意的样本点i, 其局部密度ρi 的计

ρi =

∑
ζ(dij − dc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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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 dij − dc 6 0,
0, x = dij − dc > 0,

(10)

其中dij 表示样本点i和样本点j 之间的距离值.

定义 2 对于任意样本点i, 其最小距离δi 为局部
密度大于该点的所有点中离点i的最小距离值.
δi = min(dij )(ρj 6 ρi ).

(11)

定 义 3 考虑到自动确定聚类中心的算法存在
的问题, 引入变量γ , 其定义为
γ i = ρi × δ i .

(12)

依据 γ 的定义得到 γ 的概率密度分布, 从其分布可
以发现它的形状近似于正态分布. 依据近似正态分布
曲线计算置信区间, 通过置信区间确定奇异点.
假设对应的γ 均是服从均值为µ, 标准差为σ 的正
态分布. 为确定均值和标准差时, 首先计算出样本均
值x̄和样本方差S , 再根据矩估计原理, 则可得
√
N −1
µ = x̄, σ =
S.
(13)
N
对一个数据集的γ 密度分布图进一步分析, 可以发
现所有数据的γ 值均为非负. 在这一点上说明对于任
意数据点 i, 其 γ 值的分布并非严格的正态分布, 因为
在 γ 值为负的区间内存在数据点的缺失, 会对式 (13)
的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 为能够准确地求取µ和σ 的
值, 需要对缺损的区间内数据进行补全:
先求出样本均值(x̄1 ), 选取[0, 2x̄1 ]范围内样本点,
更新得到样本均值 (x̄2 ), 再选取 [0, 2x̄1 ] 范围内样本
点, 并更新得到样本均值(x̄2 ), 依次不断迭代直到样
本均值不再变化或变化非常小, 最终样本均值为(x̄2 )
依据对称性原则, 以 x = x̄0 /2 为对称轴将区间[x̄0 ,
+∞)内数据填充到(−∞, 0], 弥补γ 密度分布图在负
半轴的数据缺失的问题. 依据当前数据计算样本方
差S , 再利用式(13)得到µ和σ 值.
求出 µ 和 σ 的值后, 就能得到一条正态分布曲线,
现在根据正态分布的5σ 原则选取置信区间以找出奇
异点. 具体方法为:
设置边界值Wide = µ+ 5σ , 将数据集中所有点的
γ 值与 Wide 进行比较. 对于数据点 i, 若 γi > Wide,
则标记i为聚类中心点.

3.3.2

基于双层网络结构的个性化推荐

Zhou等在文献[21]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二部网络的
推荐算法. 该算法通过分析二部网络中用户节点和项
目节点之间的访问记录来得到所有项目节点之间的
隐藏关系并对其进行量化. 在具体的个性化推荐中,
若用户访问了a项目却没有访问b项目, 但由于经过基
于二部网络图的关联性分析后, 发现项目a和项目b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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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则推荐系统也会将项目b推荐
给该用户. 和其他个性化推荐算法比, 该算法能发现
用户的潜在兴趣.
若i和j 分别表示二部图中不同类型的两个节点,
该算法给出了计算两者之间相关权重的具体方法. 用
Wij 表示节点i对于节点j 的重要性, 使用Wji 表示节点
j 对节点i的重要程度. 通常, Wij ̸= Wji .
对于一个用户和商户之间的二部网络, 将其记作
G(U, B, L), 其中: L 表示二部网络中所有连边的集
合, U = {u1 , u2 , · · · , um }表示所有的用户节点集合,
B = {b1 , b2 , · · · , bn }表示所有项目节点的集合. 首先
将B 中的所有资源分配至U . 对于第p个用户节点, 它
所包含的项目资源是
n l f (b )
∑
ip
i
f (up ) =
,
(14)
i=1 k(bi )
其中: f (bi )表示第i个项目所具备的初始化资源, 在具
体计算中往往被置为1; lip 表示用户 p 和项目 i 之间的
连边信息, 若p访问过i, 则lip = 1, 否则lip = 0. k(bi )
表示所有访问过项目i的用户数量总和.
之后, 根据用户集合中项目资源的分布情况, 将这
些项目资源再重新分配至每个项目.
m l f (u )
∑
ip
p
f ′ (bi ) =
,
(15)
p=1 k(up )
其中: f (up ) 可以由式(14)计算得到, lip 表示用户 p 和
项目i之间的连边信息, k(up )表示所有访问过用户p
的项目数量总和.
将式(14)代入式(15), 即

f ′ (bi ) =

m l f (u )
m
n l f (b )
∑
∑
lip ∑
ip
p
ip
j
=
.
p=1 k(up )
p=1 k(up ) j=1 k(bj )
(16)

进一步地, 将式(16)进行简单形变, 即可得到
n
∑
f ′ (bi ) = wij f (bj ),
(17)
i=1

其中

uij =

m l l
1 ∑
ip jp
.
k(bj ) p=1 k(up )

(18)

在式(18)中, 关联f ′ (bi )和f ′ (bj )的权重wij 均可根
据二部网络中的连边关系自行计算. 这种计算方法的
目的是通过网络的连边关系对原始的项目资源进行
一次重分配.
当所有的wij 被计算出来后, 就能计算出用户和项
目之间的关联性矩阵, 用S 表示, 其中第j 个项目和第i
个用户之间的关联性为
n
∑
wjp lpi .
(19)
S(j, i) =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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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户ui , 将关联性矩阵的第i列进行降序排列,
即可得到和该用户关联性由强到弱的项目列表.
基于以上方法, 本文采用双层二部网络框架进行
用户的个性化推荐, 算法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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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文的推荐算法所得的推荐结果. 最终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Top N 推荐问题. Top N 推荐中, 以是否推荐,
和测试集中用户是否使用为坐标定义4个系数.
表 2 推荐准确性系数
Table 2 Table of confusion

1) 分别对用户和项目进行聚类, 得到用户簇集合
和项目簇集合. 以用户簇和项目簇为节点, 统计用户
簇和项目簇之间的访问次数, 构建第1层二部网络. 对
构建的二部网络使用基于二部网络的推荐算法, 得到
所有用户簇的个性化推荐列表.
2) 对于每个用户簇, 选取上一步得到的个性化推
荐列表中的前N 个项目簇, 以用户簇中包含的用户和
选中项目簇中包含的项目为节点, 以用户和项目之间
的评分信息为连边构建第2层二部网络. 同样地, 对第
2层二部网络也使用基于二部网络的推荐算法, 最终
得到每个用户的个性化推荐列表.

使用
未被使用

数据集

在本文试验中, 主要依据Yelp数据集验证推荐算
法. Yelp是国外的一个点评平台, 其功能与大众点评
类似. 本次试验数据集使用的是第8届Yelp数据竞赛
公开的数据集, 包括用户、餐厅的属性、用户对参观的
评论属性等, 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表 1 Yelp数据集信息统计
Table 1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Yelp data set
用户数

商店数

餐厅数

评论数

686556

86872

26709

2835065

本文选取3个美国的城市在Yelp数据集中餐厅数
据进行测试, 包括匹兹堡州、夏洛特州和麦迪逊州. 将
其中少于5条消费信息的用户的消费记录过滤后进行
测试, 匹兹堡州保留10373条餐厅消费记录, 夏洛特州
保留13666条餐厅消费记录, 麦迪逊州保留5597条餐
厅消费记录.

4.2

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常见的5折交叉验证的测试方式评估依

TP
FP

FN
TN

表 3 推荐准确性系数
Table 3 Table of confusion
评价指标

计算公式

准确率(precision)

TP
TP + FP

召回率(recall)

TP
TP + FN

F --measure

2 × precision × recall
precision + recall

4 试验结果与分析

4.1

未被推荐

本文使用3个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分别为准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F --measure. 一般来说随
着推荐物品数目K 值的扩大, 准确率会减少, 而召回
率则会增加, F --measure则可以视为准确率和召回率
的均值.

双层网络结构能有效降低原本二部网络的复杂度,
提高推荐算法的运行效率. 此外, 两层网络使用不同
的连边构建方法, 先通过用户和项目之间的访问记录
数量寻找用户簇的强关联性项目簇, 再通过具体的评
分信息对每个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 这使得推荐算法
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试验中的操作系统为 Windows10, 集成开发环
境 为 MATLAB2012a, CPU 为 Radeon R5 Graphics
2.00 GHz, 内存为4 GB.

推荐

4.3

过滤器试验分析

为了验证提出的基于图过滤器的有效性, 根据文
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生成虚假评论, 并依据情感分析将
其转化为虚假评分, 加入到真实的Yelp数据集中进行
测试. 由于虚假评分信息一般具有靶向性, 所以虚假
评分信息一般会对某些特定的项目进行多次评分. 试
验中, 设置虚假评论数与真实评论数的比值为1 : 5.
为验证在不同靶向项目对象和不同重复评论次数条
件下过滤器的有效性, 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测试,
具体结果如表4–6所示.
本文使用准确率和召回率作为过滤器效果好坏的
评价指标, 其定义为: 输入的虚假样本点个数Zx , 被检
测出来的虚假样本点的个数为Dx , 依据本文过滤器算
法过滤掉的总样本点个数为Nout , 在这里定义两个变
量A和W , 其计算公式如下:

Dx
Dx
× 100, W =
× 100,
(20)
Nout
Zx
A和W 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过滤器效果的好坏.
A和W 的值越高表明过滤效果越好, A和W 的值越低
表明过滤效果越差. τ 表示用户置信度的截断阈值.
表4–6中第1列表示一个虚假用户的靶向项目数,
第1行表示对一个虚假用户评价信息的重复次数. 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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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以发现, 随着虚假用户的靶向项目数增加, 过
滤准确率下降. 这是因为随着靶向项目数的增加, 重
复的虚假评论对彼此的影响增大, 导致虚假评论信息
和虚假用户的置信度上升. 但是, 从表中可以发现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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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用户评论重复次数对准确率影响不大. 此外, 可以
发现表中所有试验的召回率均为100%, 说明即使在
过滤器效果变差时, 过滤器始终能够删除所有的虚假
评论和虚假用户.

表 4 基于图过滤器对匹兹堡州的Yelp餐厅数据在不同条件下的虚假信息过滤情况
Table 4 Filtering of virtual information on Yelp restaurant data in Pittsburgh in different cases
based on graph filters
1

2

3

4

5

靶向项目数
5
10
15
20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95.91
96.34
96.28
96.66

100
100
100
100

0.09
0.08
0.10
0.10

83.33
82.53
83.41
82.37

100
100
100
100

0.42
0.42
0.42
0.42

65.22
64.12
64.33
64.33

100
100
100
100

0.74
0.74
0.75
0.75

55.30
54.45
54.04
52.39

100
100
100
100

0.89
0.90
0.90
0.90

47.24
45.84
46.22
45.06

100
100
100
100

0.95
0.96
0.96
0.96

表 5 基于图过滤器对夏洛特州的Yelp餐厅数据在不同条件下的虚假信息过滤情况
Table 5 Filtering of virtual information on Yelp restaurant data in Charlotte in different cases
based on graph filters
1

2

3

4

5

靶向项目数
5
10
15
20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97.18
97.55
97.63
97.55

100
100
100
100

0.10
0.10
0.10
0.10

88.80
88.26
88.06
88.66

100
100
100
100

0.45
0.45
0.42
0.42

73.94
73.08
72.21
71.81

100
100
100
100

0.73
0.75
0.75
0.75

63.54
62.12
61.72
62.31

100
100
100
100

0.89
0.91
0.90
0.90

55.29
53.96
53.65
54.21

100
100
100
100

0.96
0.96
0.96
0.96

表 6 基于图过滤器对麦迪逊州的Yelp餐厅数据在不同条件下的虚假信息过滤情况
Table 6 Filtering of virtual information on Yelp restaurant data in Madison in different cases
based on graph filters
1

2

3

4

5

靶向项目数
5
10
15
20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A/%

W /%

t

95.04
96.23
95.86
96.42

100
100
100
100

0.10
0.10
0.10
0.10

82.86
85.27
85.71
83.14

100
100
100
100

0.43
0.43
0.43
0.42

67.90
64.97
63.36
66.67

100
100
100
100

0.74
0.75
0.75
0.75

52.87
51.88
51.23
52.20

100
100
100
100

0.89
0.90
0.90
0.90

45.25
43.96
42.83
43.67

100
100
100
100

0.96
0.96
0.97
0.96

4.4 多种数据集的实验结果分析与对比
图4–6分别表示3种评价指标衡量基于快速密度聚
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
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餐厅数据集
所得到的结果.
分别对比图4–6中3种数据集的试验结果, 可以看
出来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在处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的时候往往推荐结果最差,

说明通过基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方法
生成的虚假点评信息会对推荐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基于文本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自动点评方法
能够生成有效的包含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的访问数
据集, 为过滤算法和推荐算法开发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从图4到图6中3种数据集的试验结果, 也可以发现, 虽
然处理过滤后的数据集的效果相对于处理原始数据
集较差, 但是普遍较为接近, 这也能说明本文提出的
基于图的过滤器能够有效的过滤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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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匹兹堡州

(b) 夏洛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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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麦迪逊州

图 4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
餐厅数据集的准确率
Fig. 4 The accuracy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a) 匹兹堡州

(b) 夏洛特州

(c) 麦迪逊州

图 5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
餐厅数据集的召回率
Fig. 5 The recall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a) 匹兹堡州

(b) 夏洛特州

(c) 麦迪逊州

图 6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
餐厅数据集的F --measure值
Fig. 6 The F --measure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4.5

推荐算法试验结果分析与对比

为了展示出本文提出的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
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在推荐中的效果, 本文选取
了一种非负矩阵分解推荐算法(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22–23] 作为本试验的对比推荐算
法. NMF 算法的思想是在非负的条件下把原矩阵
(例如, 评分矩阵)分解成多个矩阵的乘积, 并使得矩
阵和的乘积还原原始的矩阵, 得到用户对未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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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分.
图7–9分别是本文提出的推荐算法与NMF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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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与含虚假信息的
餐厅数据集所得到的3种评价结果.

图 7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餐厅
数据集的准确率
Fig. 7 The accuracy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图 8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餐厅
数据集的召回率
Fig. 8 The recall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图 9 基于快速密度聚类的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处理3个不同州的原始餐厅数据集, 含虚假信息的餐厅数据集和过滤后餐厅
数据集的F --measure值
Fig. 9 The F --measure of the double layer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st density clustering deals with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data set, the restaurant data set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filtered database data set in three different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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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3种评价指标中本文提出的推荐算法与NMF
算法在处理原始Yelp数据集的推荐结果可以发现, 本
文提出的推荐算法在对原始Yelp数据集的推荐效果上
会稍优于NMF推荐算法的推荐结果. 对比3种评价指
标中本文提出的推荐算法与NMF算法在处理含虚假
信息的混合Yelp数据集的推荐结果可以发现, 本文提
出的推荐算法在处理含虚假信息的混合Yelp数据集上
所对应的推荐结果明显优于NMF所对应的推荐结果.
这样的推荐结果既体现了虚假信息的产生会对整个
推荐系统产生明显的冲击, 也体现了相对其他推荐算
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络
推荐算法能够为含虚假信息的混合Yelp数据集内用户
进行更为有效的推荐.

5 结语
本文针对目前数据集中缺少虚假评论数据的类标
标注问题, 过滤虚假评论和解决聚类算法难以确定聚
类个数和参数鲁棒性较差等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图
过滤的快速密度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 从试验的结
果可以看出来, 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有效的剔除虚假
信息, 而且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数据集的聚类个数和实
现参数的自适应. 但是本文的基于图过滤的快速密度
聚类双层网络推荐算法在推荐所考虑的因素较少, 无
法更好的实现推荐. 所以接下里的工作是研究增加算
法考虑的信息, 并需要进一步改进过滤器过滤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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