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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充分利用文本内容的上下文信息，结合图模型及查询向量的构建方法，提出一种融合查询内容信息的个性

化引文推荐方法。通过三种论文信息构建三层图模型，并在不同层上设置不同参数，调整节点向不同层次的跳转概率；
利用 word2vec 技术构建的查询向量，可以有效利用文本上下文内容信息，使相似的文章在距离上更加接近，进而对候
选文章进行评分预测与论文推荐。在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thology Network 数据集上进行计算分
析，相同查询下与原有的方法相比在 recall@N 上平均提高约 7%，在 NDCG@N 上平均提高约 11%。实验结果表明该
方法可以使引文推荐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能够获得较好的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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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method for personalized query citation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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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nxi 712100, China; 2, School of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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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text information of the papers,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graph model
and query vector, this paper proposed a fusion query information personalized citation recommendation method. Built a three
layer graph model through three kinds of paper information, and set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different layers to adjust the jump
probability of nodes to different levels; the query vector constructed using word2vec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use the text
context information, so that similar papers are closer to the distance, and then the candidate papers are predicted and
recommended. Computational analyzes performed on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thology Network dataset
showed an average increase of about 7% over recall@N and an average increase of about 11% over NDCG@N for the same
query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metho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itation recommendation and get better recommendation results.
Key words: multi-relation; word vector; query vector; random walk with restart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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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用网络和作者合作关系网络来挖掘论文和查询者之间相互

引言

关系进行推荐，用到的信息如用户标签[4]或用户历史信息[5]，但

科技论文推荐的研究是为满足研究人员引用需求，推荐少

CF 这种方法具有数据稀疏、冷启动和可扩展性等问题[6,7]。

量的并与他们研究内容相关的科技论文 [1]。目前，使用最广泛

随着复杂异构信息网络研究的兴起，基于图模型的推荐方

的推荐技术是基于内容过滤（content-based filtering，CBF）和

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8]。现有基于图的推荐方法使用数据集

基于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CF）[2]。CBF 从文本内

各种关联信息等来构建图模型（如文献[9]）
，把引文推荐作为一

容中提取到的单词或者根据一定方法获得文章主题层面的研究

项引用链接预测工作，如 West 等人[10]提出的基于引用关系图

内容，从而推荐与查询相匹配的论文。但同时 CBF 具有传统信

的层次聚类算法来确定论文的相关性，并根据论文在这些聚类

息检索所存在的问题，如语义模糊性[3]。CF 方法主要是利用论

中的重要性进行推荐。为解决引用关系图的稀疏和噪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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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等人[11] 提出了一种新的整合了引用关系和作者关系来衡

n

量论文相似度的推荐任务的分解策略图模型。然而，该方法主

k

关键字个数

Mpp

n×n 的论文引用关系矩阵

Maa

m×m 的作者关系矩阵

基于作

Mww

k×k 的关键字矩阵

者，论文，词和主题四个层面构建异构图模型，提出了个性化

Map

m×n 的作者-论文关系矩阵

推荐算法，在构建关键字层时用到了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Mpw

n×k 的论文-关键字关系矩阵

q

n+m+k 个元素的查询向量

没有考虑词语之间的语义信息。Ren 等 认为一些目标文章查

qp

包含于 q 的 n 个元素的论文向量

询进行推荐结果产生的过程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软

qa

包含于 q 的 m 个元素的作者向量

通过基于主题建

qw

包含于 q 的 m 个元素的关键字向量

模和内容分析的概率模型将文本内容融入到传统的矩阵分解方

θ

词向量相似度阈值

要强调引文网络的链接作用，忽视了数据集中的其他有用信息。
[9]

Pan 等人 利用引用关系和内容信息形成一个异构网络，使用
[12]

基于图的相似度学习算法执行推荐任务。Meng 等人

[13]

（LDA） 或者

TF-IDF[14,3]

。但是 TF-IDF 只是词之间的重叠，
[1]

聚类方法来解释这种行为差异。Wang 等人

[15]

法中去。

论文数量

1.2 基于个性化查询的文献推荐方法

上述方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a）这些方法没有考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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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三层图模型

考虑到词与词之间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b）查询中没有用到查

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数据集中信息进行推荐，本文构建

询内容与候选集合论文的关系。本文利用作者关系、论文引用

了多层图网络模型。如图 1 所示，该图模型包含三种不同类型

关系和论文内容等信息构建三层图模型，在层与层之间添加相

的实体—作者、论文、关键字，存在的关系有作者-作者合作关

关参数来控制模型中节点跳转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利用

系（R1），作者-论文关系（R2），论文-论文引用关系（R3），论

研究人员的个性化信息和上下文内容信息构建查询向量向量，

文-关键字包含关系（R4）等四种。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

运行带重启的 Random Walk 的方法，产生最终的推荐列表。本

归结为一个三层图模型，层内之间连接的两点表示两个相同的

文所提方法具有以下贡献：a)文本内容表示向量的生成，可以

实体类型，层间的链接的两点表示两个不同实体类型。该三层

更有效的利用文本上下文信息；b)在不同节点层之间设置不同

图模型可以表示如下：G=<V,E,M>,其中 V 表示的是节点的集

的游走参数，可以使节点的跳转更符合实际情况，能够对目标

合。V 包含三个集合：作者集合 A={a1,a2,…,am}，论文集合

的推荐结果进行优化。

P={p1,p2,…,pn}，关键字集合 V={w1,w2,…,wk},也即 V=A∪P∪

1

V。集合 E 是集合 V 中存在链接的边，E={<vi,vj>| vi,vj∈V}。

本文方法

M 是关系矩阵，其中 wij 表示链接节点 vi 和节点 vj 之间的权

1.1 问题定义

重。

为了能够简单的表示和直观的理解，在本文中把文献推荐
问题定义为训练得到相关论文评分列表的问题 r(q，p):Q×P→R，
其中 q 表示针对一篇文章的一个查询向量，q∈Q；p 为一篇候
选文献，p∈P；R 是查询结果集合，此问题是根据论文集合中
的异构关系构成的。通过训练得到的针对查询文献与候选文献
之间的得分列表 r(q，p)，然后根据 r(q，p)产生推荐结果集合。
更详尽地，本文把个性化引文推荐问题定义如下：给定一个由
论文集合中相关信息构建的异构图 G 和查询论文 qp 查询关键
字 qw 和查询人 qa（如果该查询者是已知的）组成一个查询向量

图 1 三层图模型

q=[qp，qa，qw]。根据构建的推荐模型，为一个查询 q 推荐一个

a)作者层。当查询相关文档时，作者的可靠性和专业知识

与目标文献相关的候选文献子集。表 1 是给出了本文用到的一

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16]。在构建作者关系矩阵 MAA 时，如果作

些标记符号。

者 ai 和 aj 有合作关系，则 wij=wji=1；如果两个作者没有合作关
表 1 符号标记

系 wij=wji=0。同理，在 MAP 中，如果作者 ai 是论文 pj 的一个作

标记符

标记符描述

P

论文集合

b)关键字层。在 MWW 中设置所有边权值为 0，对于 MPW 和

A

作者集合

上文作者与论文关系类似，如果论文 pi 中包含关键字 vj ，

W

关键字集合

Q

查询向量集合

m

作者数量

者，则 wij=wji=1；如果不是则置 wij=wji=0。

wji=wij=1，否则 wji=wij=0。
c)论文层。与上面不同，在 MPP 中，如果论文 pi 引用了论
文 pj，wij =1，则 wji =0；如果两篇论文之间不存在引用关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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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所述，本文中概率转移矩阵 M 被分解为九个子矩阵，

中各个单词的 N 维向量，单词 wi 表示为 wi   wi , ...

即 MAA，MPP，MWW，MAP，MAW，MPW，MWP，MPA，MWA，其

文章向量本文用 qr 中各个单词的词向量进行累加得到，得到 N

中 MAW=0，MWA=0。一篇候选文章与目标文献的相关性可以通

维的文章内容表示。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1

过层加权和得到，计算如下所示：


R

 p   1    
i

 M

 p j p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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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为某篇文章的单词数量。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图模型中

j

i


 q



（1）

各个文章的内容进行 N 维向量空间的表示，记为
pv={pvj|j=1,2,…,k} ，其中 k 为图模型中的文章数量。若查询向

其他层节点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相似的公式计算得到。从式

量 qr=X=[x1,…,xN]，候选文章向量 pv=Y=[y1,…,yN]，通过 consine

（1）可知通过调整相应的参数（α，β，γ）可以控制层节点从

相似度计算 qr 内容向量与各个候选文章 pv 的内容向量之间的

当前层游走的下一层的概率。分解后的关系矩阵 M 可以表示成

相似度得 consine（qr，pv）=consine（X,Y）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N

如下所示：

chinaXiv:201804.02398v1

w

...,

N

i

ji

j

j

PW

q

w

 M
PP
 1

M   2 M AP


  3 M WP

M
M

con sin e  X ,Y  


PW

0 

0 


M

1

PA

2

AA

0

x * y
i

i 1

N

x
i 1

2
i



i

N

2

i 1

i

y

（3）

则查询向量 q 中研究人员查询内容 qr 与图模型中的各个文章的
内容相似度向量 qp 可表示为

在分解矩阵 M 中，MPP(i,j）表示三层图模型中论文 pi 和 pj
之间的引用关系矩阵，MAA(i,j）表示模型中的作者是作者 ai 和

q p  q r  con sin e q r , pv1 ,con sin e q r , pv 2  ,......,

（4）

作者 aj 的合作关系矩阵，MAP(i,j）表示模型中的作者-论文关系

con sin e q r , pv k 1 ,con sin e q r , pv k 

矩阵，MPW(i,j）表示图模型中论文-关键字关系矩阵。并且在矩

根据上述过程可以得到查询向量 qp 的 distributed

阵M中

MAP=MPAT，MWP=MPWT。各个位置所对应的值如上文

representation 表示。
c）在关键字层，本文利用上述 word2vec 的方法生成关键

作者层，关键字层，论文层所述。
在该模型中，在论文层的一个节点，有三种可能的运动行

字的向量，关键字 wi，wj 的向量用 X 和 Y 表示。而词与词之间

为：运动到作者层或者是关键字层，亦或者是还在论文层，所

的关系则用两者之间的 consine 相似度来表示。计算公式如公

以本文设定 α1+α2+α3=1。本文还假定 β1+β2=1，因为一个节点再

式 3 所示，则有 qw（wi，wj）=consine（X,Y）。

次游走之后及可能在作者层，也有可能调出作者层。类比于关

最终查询向量为 q=[qp，qa，qw]，使用上述三层图模型，利

键字层，设 γ=1。通过这些约束简化参数个数，所以矩阵 M 可

用上面的概率转移矩阵 M 运行推荐模型。

以有如下表示：

1.3 推荐模型


 1M PP

M 
 2 M AP

 1 


1  2  M WP


M

PA

1    M AA
0

M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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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查询向量
与 Totti 等人[3]的查询向量不同，本文所采用的三层模型的
查询向量 q 的构成如下所示：
a)针对作者的查询 qa 表示查询作者已经确定，针对一个查

为了能给目标文献推荐出合适的文章，需要计算目标文章
和候选文章之间的相关性大小。因此，本文用到了重启动随机
游走（Random Walk with Restarts，RWR）算法[18]。用 R（vi）
表示图 G 中的节点与目标文献的相关性。G 中所有节点与目标
文献的相关性向量 R 可以通过幂迭代得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R

t 1

 1    M R   q
t

（5）

其中：θ 是返回起始节点的重启概率，M 是图 G 的权重矩阵。
（0）

询对象 u，如果该作者存在于候选作者集合中，则有 q（
a u）=1，

在公式 5 中，初始时令 R

否则，qa（i）=0，i≠u。

相关性 R 后，本文所要的结果是对论文的评分值，即 R(p)，选

b)在进行查询时，研究人员输入的查询内容是几个独立的
词汇，而非具有完整语义信息的文本，利用文本相似度计算方
法难以得到。词向量化 word embedding[17]可以将词映射为特征

=q。计算出目标文献与候选文献的

取前 k 篇 R 值较大的论文作为推荐返回。为使公式 5 在经过若
干次幂迭代之后能够收敛，需要对 M 和 q 进行列归一化。
本文的推荐算法过程如下：

向量，利用向量之间的距离来逼近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因此本

a)数据准备。对数据集中的论文内容进行提取，并对数据

文采用 word2vec 中的 CBOW 词向量化模型[17]生成词向量。设

集中作者—文章关系、作者—作者关系、文章—文章关系、文

研 究 人 员 输 入 的 原 始 查 询 qr 为 m 个 单 词 的 集 合 ， 即

章—关键字关系进行提取。

qr={wi|i=1,2,…,m}。利用词向量模型训练语料库，可以得到 qr

b)模型构建。构建多关系图模型，用矩阵 M 表示，利用
word2vec 生成词向量，并根据词向量生成文本向量，计算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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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间的相似度，并计算研究人员输入的查询内容与候选文章

据集合中并没有给出文章的摘要信息，需要对摘要进行提取工

之间的关联性，并根据研究人员生成查询作者向量；

作，并生成关键词。先通过下面的方法对文章内容进行预处理：

c)循环迭代。依照式（5）所示的随机游走进行计算，更新
R 并与 M 相乘不断迭代，直到 R 收敛，得到 R 的最终结果。
d)结果输出。对 R 最终值，选取对应的文章维度向量，并
排序，输出文章的 topN 的列表。

2

a)删除没有引用关系的论文；
b)提取文章摘要和标题，并删除没有摘要和标题的论文；
c)删除由少于三个字符组成的单词；
d)删除停用词；
e)用 NLTK 的 stemmer 词干分析工具对单词进行词干化，

实验与分析

为了减少噪声数据，还删除了在整个数据集的语料中词频少于

为了验证本文中所提的算法的有效性，本小节将进行文中
所提出的方法在召回率（recall）和归一化折损累积增益（NDCG）

十次的单词，这样一共产生的 4，918 个不重复的单词。
本文使用 2013 年之前发表的 11 129 篇论文候选文章集合

这两个评价指标与其他不同的方法做实验对比。并介绍了常用

来建立多关系的图模型，并把 2013 年发表的 1,375 篇论文的作

的一个数据集合 AAN（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者身份 ID 作为查询向量的作者部分，关键词与候选文章关键

(ACL) anthology

network）[19]

。

词的相似度作为查询向量的内容部分，查询内容与候选文章内
容的相似度作为查询向量的文章部分。对这 1 375 篇论文进行

2.1 实验数据

chinaXiv:201804.02398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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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做的验证测试均是在 AAN 数据集上进行的，该数

引用文献推荐。表 2 给出了本文用到的 AAN 数据集进行处理

据集包含了许多 ACL 期刊上的所有论文。未经处理的数据集

之后的基本统计信息。被引用的文章表示在相应的范围内至少

合包含从 1965 年到 2013 年的 21，236 篇文章，并且有论文内

被引用了一次的文章，引用关系表示在相应的范围内总共的引

容包括摘要和题目，论文出版年份，作者和期刊等信息。在对

用关系。

文章关键词的表示时，本文用论文标题和摘要来表示，由于数
表 2 AAN 数据集的基本统计信息
年份

论文数目

作者数目

被引用的文章

引用关系

2013 年之前

11,129

9, 744

9, 016

65, 891

2013 年

1,375

1, 333

4, 822

11, 529

2.2 评价指标
本文用 recall@N 值[20]和 NDCG@N 值[3]进行来对推荐结果

NDCG @ N 

的准确性和排序质量评测，这两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



1 C  N
2 r j  1  / IDCG @ N  （7）


C i 1  j 1 log  j  1 

2



其中：C 和 N 的表示和上文中 recall@N 中的表述相同，rj 表示

和统计分类领域。
a)recall@N。在信息检索领域，recall@N 衡量的是检索系

推荐结果列表中，排名为 j 的文献的评级，rj∈{0,1}ss，rj=1 表

统的查全率。在本文中 recall@N 是 Top-N 的推荐列表中实际被

示该文章是一个相关文献，rj=0 则意味着不相关。IDCG@N 则

引用的文献数量与目标文献实际引用列表中文献数量的比值。

是理想状态下的推荐结果排序，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recall @ N 

1 C R  p T  p
 T  p
C i1

IDCG @ N 

r 1
 2  i  1
log
REL
i 1

（6）

其中：C 表示的是查询列表的个数，N 表示的是推荐列表的个
数。T(p)表示目标文献实际引用的文献集合，R(p)表示推荐结果

i

（8）

2

其中：REL 表示推荐结果中实际相关的论文集合。
2.3 参数调整与分析
在推荐系统中，最初的概率转移矩阵，通过迭代过程中不

中文献集合。所以 R（p）∩T（p）表示推荐列表中实际引用的

断重启动随机游走模型最终确定节点的概率转移矩阵。本节中，

文献集合。

将主要分析一个 1.3 小节中所提到的重启概率参数 θ。

b)NDCG@N。recall@N 并不能充分评估推荐方法的有效

不同的 θ 值对最终的推荐结果的质量有着不同的影响，所

性，一个好的推荐系统对实际相关的引用文献在推荐结果中的

以本小节中通过本文提出的方法使用不同的 θ 执行相关实验。

位置应该是敏感的，显然，recall@N 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本

对一个查询向量的节点来说，（1-θ）表示从当前节点过渡到相

文希望推荐结果中的相关文献出现在推荐列表的靠前位置，因

邻节点的概率，而 θ 则代表了从当前节点过渡到初始查询向量

此在这篇文章中用到了 NDCG@N 来衡量推荐列表的排序。

（查询论文）的起始节点的概率。公式 5 中的 θ 的值越大意味

NDCG@N 的定义如下：

着返回初始查询向量中的节点的概率越大。图 2 显示了 θ 从 0.1
到 0.9 时的 recall@75、recall@100 和 NDCG@75、NDCG@100
的实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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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重启概率 θ 的 recall 和 NDCG 的值的变化。
（a）图为 recall@75 和 recall@100，
（b）图为 NDCG@75 和 NDCG@100。

如图 2（a）所示，在 0.1~0.6 内，随着 θ 值的增大，recall@75

d)CiteRank[23]。CiteRank 为每一个节点使用个性化的传送

和 recall@100 随之变大。当 θ 从 0.6 改变成 0.7 时，recall@75

因素，并且考虑到了时间衰减，使用交通动力学的一个简单的

减小，而 recall@100 则变大，但 recall@75 减小幅度不大，当

CiteRank 使用到了统计力学，
网络模型来对科技论文进行排序，

θ 大于 0.7 时这两个评测指标都开始下降。从而本文得出，当

通信供应和信息网络的知识内容。在本实验中，该方法的衰减

θ=0.7 时，recall@75 和 recall1@100 达到最优值，并且从图中

参数 τ 设置为 2.6。

观察到，当 θ=0.1 时，recall@75 和 recall@100 的结果值最差。
如图 2（b）所示，NDCG@75 和 NDCG@100 的变化曲线

e)PopRank[24]。PopRank 是 PageRank 的一种扩展算法。
该方法将一个流行的传播因子（PPF）添加到一个对象的每一个

大致相同，当 θ 在 [0.1,0.7]间时，随着 θ 值的变大，NDCG@75

引用，并且利用作者论文关系和出版信息对候选论文进行排序。

和 NDCG@100 总体呈上升趋势，在[0.7,0.9]之间，这两个测量

本实验中设置流行的传播因子 PPF=0.3，阈值为 0.01。

指标呈下 降趋势 。 由此得 出 ，在 θ=0.7 时，NDCG@75 和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RandomWalk 的论文、作者、论文关

NDCG@100 的 值 达 到 最 大 ， 当 θ=0.1 时 ， NDCG@75 和

键字的三层图模型的方法（PAWRW）
，查询中使用到了论文相

NDCG@100 结果最小。

似度，作者关系，关键字相似度作为的查询向量，并且考虑了

根据图 2 可以得到当 θ=0.7 时，recall@N 和 NDCG@N 达

不同层之间的转换概率。

到最大值，因此本文把 θ 的值确定为 0.7。根据相关分析表明不

表 3 是不同的方法性能对比的结果，明显地可以看到随着

同的重启概率 θ 对本文所提方法的推荐结果有着不同的影响，

N 的增大，recall@N 和 NDCG@N 的值都会随之变大。从不同

并且当设置 θ=0.7 时，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推荐效果达到最好。

的方法对比中可以看出，PAWRW 的实验结果均高于 RTM、

2.4 对比实验

Link-PLSA-LDA、LDA、CiteRank、PopRank 这五种方法在 AAN

通过五个不同方法和本文提出的方法作对比来说明本文提
出方法的有效性。这五种方法如下所示：
a)关联主题模型[21]（relational topic model，RTM）。RTM

数据集上，这是因为本文的实验模型中融入了内容和网络信息
还有作者信息，而仅仅通过引用关系或者是内容信息来进行相
关论文的推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缺少文本信息，从表 3

是 sLDA 的一个扩展算法，用链接作为监督来训练 LDA 模型。

中可以发现在所有指标上 PopRank 的效果明显比其他方法要差。

RTM 在两个不同的文本数据之间增加了一个二元随机变量，利

由于仅仅依赖文本主题相似度信息，LDA 各项指标的结果是所

用主题分布的带有 Hadamard 积的 SIGMOD 函数来推荐论文。

有方法中最差的。RTM 和 Link-PLSA-LDA 的实验结果较为相

在本文实验中，设置 RTM 的主题数目为 60。

近，并且要优于 LDA，这是因为这两种方法整合了引用链接信

b)Link-PLSA-LDA[22]。Link-PLSA-LDA 使用 PLSA 生成

息和其他一些额外的信息来进行主题学习。通过表 3 还可以看

引用博客和 LDA 生成引用的博客，在本文中，把每篇文章当成

出，CiteRank 与 LDA 相比，即在论文内容的基础上使考虑了

一个博客，推荐列表是根据引文中论文的主题-词分布的相关性

时间因素推荐结果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和引用论文中论文分布的相关性生成的。在本实验中，LinkPLSA-LDA 主题数目同样设置为 60。
c)LDA。LDA 是一个文档主题生成模型，包含文档、词、
主题三个部分。在本实验中首先使用 LDA 得到主题信息，之后
推荐与查询高度相关的主题下的文章，主题数目设置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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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方法的对比结果

Top-N

25

50

100

方法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PAWRW

0.2176

0.3084

0.2853

0.3429

0.3458

0.3891

0.396

0.3995

RTM

0.1734

0.2738

0.2751

0.3225

0.3273

0.3851

0.3698

0.3841

Link-PLSA-LDA

0.1725

0.2742

0.2576

0.3174

0.3207

0.3815

0.3647

0.3786

PopRank

0.1341

0.1124

0.2254

0.2149

0.2911

0.2635

0.3092

0.2782

LDA

0.1132

0.037

0.1473

0.083

0.1755

0.1207

0.1826

0.1865

CiteRank

0.1233

0.052

0.1506

0.9254

0.1783

0.1327

0.1907

0.1941

2.5 不同查询向量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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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字的信息都可以使推荐效果得到提升，并且发现，添加关键字

最后，为了分析查询向量对 PAWRW 推荐结果的影响，本

信息之后的推荐效果要比添加文章相似度信息的推荐效果好。

小节将对比不同向量的推荐结果，q1 表示查询向量中只有作者

同时，还可以发现，查询为 q3 和 q4 情况下的推荐效果比较接

信息，没有论文相似度信息和关键字信息，即 q1=[0， qa，0]；

近，特别是 recall@N 的值。这是因为在论文相似度的计算过程

q2=[qp, qa,0]，包含作者信息和论文相似度信息，而不包括关键

中，虽然也用到了 word2vec，但比关键字相似度的计算多了一

字信息；q3=[0, qa, qw]，包含作者信息和关键字信息，但不包括

步，就是文本向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加，使本来就有误差的词向

文本相似度信息；q4 则是本文中所用查询，包含了作者信息，

量生成的文本向量误差更大，所以查询 q3 的推荐效果要比 q2 的

论文相似度信息，关键字信息，q4=[qp, qa, qw]。表 4 为各不同

推荐效果高，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查询 q4 的推荐效果为什么与

查询向量的推荐结果。

q3 的推荐效果在性能指标上较为接近。

通过表 4 可知，在查询语句中添加文章相似度信息和关键
表 4 不同查询向量推荐结果对比
Top-N

3

25

50

75

100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recall

NDCG

q1

0.1446

0.1846

0.2171

0.3207

0.2617

0.3518

0.299

0.3541

q2

0.1565

0.2537

0.2363

0.3469

0.2844

0.3812

0.3213

0.3885

q3

0.1749

0.2743

0.2722

0.3128

0.3384

0.3402

0.3931

0.3716

q4

0.2176

0.3084

0.2853

0.3429

0.3458

0.3891

0.396

0.399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论文引用关系、作者关系、论文内容

recommendation by information network-based clustering [C]// Proc of the
20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New York: ACM Press, 2014: 821-830.

等信息的三层图模型的文本推荐方法。考虑到一篇论文被推荐

[2] 李伟霖, 王成良, 文俊浩. 基于评论与评分的协同过滤算法 [J]. 计算

不仅仅与同时被推荐的论文相关，还与这篇论文的作者和该论

机应用研究, 2017, 34 (2): 361-364. (Li Weilin, Wang Chengliang, Wen

文的内容相关，并在不同层次类型的关系对象上使用不同的参

Junhao.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eviews

数，使某节点在向不同层次的节点跳转时的概率不同，构建概

and ratings [J].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2017, 34 (2): 361-364. )

率转移矩阵，针对查询向量中的文本信息缺失问题，提出了利

[3] Totti LC, Mitra P, Ouzzani M, et al. A query-oriented approach for relevance

用 word2vec 的方法计算文本相似度及词的相似度对查询向量

in citation networks [C]// Proc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进行填充， 有效利 用了文 本 内容的上下 文信息 。之后 基 于

Companion on World Wide Web. 2016: 401-406

Random Walk 对相应的查询给出相关的推荐结果。实验表明，

[4] 王宁宁, 鲁燃, 王智昊, 等. 基于用户标签的微博推荐算法 [J]. 计算

改进的查询向量和基于三层图模型的推荐方法可以提高个性化

机应用研究, 2017, 34 (1): 58-61. (Wang Ningning, Lu Ran, Wang Zhihao,

引文推荐的效果，突出相关论文的排序结果。本文并没有考虑

et al. Microblo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user ’ s tag [J].

模型中词关系的信息，未来的研究工作在对模型中词关系进行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2017, 34 (1): 58-61. )

下一步的研究和优化的同时，建立更有效的推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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