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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的研究不但为多网络数据融合提供了依据，而且在用户身份监管、谣言控制等领域均
有广泛应用价值。针对现有算法对用户兴趣在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中作用的忽视以及时间复杂度高的问题，提出了
基于用户兴趣的跨社交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UI-UI）。首先利用分块（blocking）思想对用户节点进行初筛选，以
提升算法效率降低时间复杂度；其次根据用户产生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和用户社交关系对用户兴趣
进行建模，并计算兴趣相似度作为身份识别的依据；最后利用半监督学习的方法进行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通过在
真实社交网络中进行实验，结果表明 UI-UI 算法能有效识别跨网络用户，且准确率和召回率稳定，运行时间显著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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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identification across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user interests
Deng Shiqi, Li Lei, Shi Huaji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user identification across social networks not only provides a basis for multi-network data fusion,
but also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user identity monitoring, rumor control and other fields.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ignoring the role of user interest in user identification acros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high time complexity, this paper
proposed a user identity algorithm based on user interest (UI-UI) . Firstly, the proposed algorithm filtered the user nodes by
Block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 and reduce the time complexity. Secondly, it modeled the user's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and user social relations, and used the similarity of user interest as the basis
for user identification. Finally, it used the method of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for user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s on real
social networks show that UI-UI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cross-network users, and both the accuracy and recall
rate of the algorithm are stable, besides, the running tim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 words: user identification across social networks; blocking; user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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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日益普及，
Twitter、Facebook、新浪微博和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已经成为
人们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主要渠道。人们会因不同社交需求同
时参与多个网络，一份社交媒体研究报告指出截至 2014 年已
有 52%的在线成人使用了两个或更多的社交网站。识别出这
部分跨网络用户在不同网络中的账号就是跨网络用户身份识
别问题，解决该问题为各类挖掘和学习任务提供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技术可以获取用户全面的社交
行为模式，为用户行为深入分析以及广告精准投放提供依据；
解决推荐系统中数据稀疏和冷启动的问题，为用户提供个性
化推荐服务[1~3]；反映网站的发展兴衰以及帮助分析用户在网
络之间的迁移模式 [4] ；除此之外其在商业、网络安全、信息
检索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现有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通常分为三类：基于用户
属性的方法[5,6]利用用户名、头像等属性字段的距离或者频率
作为判断依据进行身份识别；基于 UGC 的方法[7,8]利用 UGC
发布地点、时间、写作风格等信息进行识别；而基于用户关

系的方法[9~12] 通常利用用户的邻域特征计算待识别节点之间
的跨网络相似度。
为了进一步提升算法的准确率，众多学者开始尝试将上
述三类信息进行融合。Kong 等人[13] 将该问题形式化定义为
锚链接(anchor links)预测问题，综合了 UGC 的文本相似度、
时空信息和网络结构，然后训练二分类器进行实现。Zhang
等人[14]提取用户属性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充分考虑局部一
致性和全局一致性构建了基于能量的异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
模型。Liu 等人[15]利用了用户属性、UGC 以及社交行为等各
种可用资源提出了一种半监督多目标统一框架。
融合多种信息的算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准确率，然而过
度严苛的匹配条件导致算法的召回率不高，同时加重了计算
的负担。文献[16]指出，用户在网络中的社交行为，如关注
行为或信息发布行为都真实地体现了用户的兴趣倾向。尽管
用户会根据不同的目的参与网络，但他们的社交行为是由行
为习惯和特性驱使的，兴趣倾向是他们潜在意识的表现，在
不同的网络中会保持相对稳定。而用户不同的个性使得用户
兴趣成为用户之间相互区分的有效信息。由此，挖掘并分析
用户兴趣对于识别不同网络中属于同一用户的账号有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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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兴趣的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
算法（UI-UI），旨在依据用户兴趣实现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
该算法首先利用分块思想将待识别的账号划分到不同的数据
块中，只考虑同一数据块内账号的匹配可能性，减少盲目匹
配次数，降低时间复杂度；其次根据用户 UGC 主题倾向和
交互倾向对用户兴趣进行建模，并计算待匹配账号之间的兴
趣相似度；最后利用 UI-UI 算法进行账号匹配。实验表明，
本文所提算法综合性能显著提高，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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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户名相似度。
用户名是最易获取也是利用价值很高的属性信息，已有
学者[19,20]研究了仅利用用户名识别跨网络用户身份的方法，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文采用 Jaro-Winkler 相似度 [21] 计算用户名相似度。
Jaro-Winkler 是一种字符串匹配算法，对于计算短字符串相
似度非常有效，计算结果为 1 表示两个字符串完全匹配，结
果 为 0 则 两 者 没 有 相 似 性 。 则 两 个 字 符 串 s1 和 s2 的
Jaro-Winkler 距离计算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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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与相关定义

1.1 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
定义 1 用户身份。用户身份是现实世界中可以相互区
分的真实个体在网络中拥有的账号。
定义 2 跨网络用户。在两个社交网络中均拥有账号的
用户称为跨网络用户。
源网络和目标网络分别是两个完整的、存在一定跨网络
用户的社交网络。两者的具体定义如下：
定义 3 源网络和目标网络。将源网络和目标网络抽象
为有向图，分别用 Gs (Vs , Es ) 和 Gt (Vt , Et ) 表示，其中 Vs 和 Vt 分别
为两者的账号节点集合，Es 和 Et 分别为两者的节点间转发关
系集合。
如源网络内部的节点 u 指向节点 v 表示 u 转发了 v 的消
息，即 u 对 v 发布的消息感兴趣。
定义 4 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指
从目标网络中挖掘出与源网络中的节点属于同一跨网络用户
的节点，即寻找两个网络中属于同一跨网络用户的节点匹配
对。
假如存在一个节点匹配对 (v, w) ，说明源网络 Gs 中的节点
v 与目标网络 G t 中的节点 w 是匹配的，即 v 和 w 代表的两个
账号属于同一现实用户。
1.2 基于先验节点的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
定义 5 先验节点。先验节点（priori nodes， PN）是网
络中身份已被识别的节点。
利用身份已知的先验节点识别网络中身份未知节点的方
法叫做基于先验节点的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此类算法
的突出优点是时间复杂度明显低于无先验节点的算法。
本文将源网络和目标网络的先验节点集分别表示为 PN s
PN
和 t。

基于用户兴趣的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 UI-UI

2.1 分块处理
现有算法在识别跨网络用户身份时大多需要对两个网络
中的全部节点进行两两匹配，计算量很大且难以扩展到大规
模社交网络中。针对这一缺点，UI-UI 算法在进行身份识别
之前先对节点进行初筛选，以降低时间开销并增强算法的可
扩展性。
实体识别领域中为避免对整个数据集进行笛卡尔集级别
的计算提出了分块技术[17,18]。其通过代价较小的预处理，将
可能匹配的数据对象分配到同一个数据块中，不可能匹配的
数据对象分配到不同的块中，只进行块内数据对象之间的比
较，从而降低时间复杂度。
借鉴这种思想，UI-UI 算法首先利用稀疏性较低、获取
较容易的用户属性信息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分块处理，将源
网络和目标网络中用户属性相似度大于阈值的节点划分在一
个数据块内。其中各属性相似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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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 s1 和 s2 分别是两字符串的长度； m 是两者匹配的字
符数； t 是换位的字符数目。
b)性别、地址等属性。
对于性别、地址等属性值有限且固定的属性，本文采用
精确匹配的方法，若两个属性值完全匹配则相似度为 1，否
则为 0。
c)空属性值。
用户的隐私设置可能导致很多属性信息不可取，本文为
这些空属性值添加一个缺省标记。为缺省的属性值添加特殊
标记“none”，并设定其与其他属性值的相似度为 1，表示该
缺省属性值有可能与任何属性值相同。
2.2 用户兴趣建模
有研究表明，用户在社交网络上会对某些特定主题的内
容表现出更强的关注，不同的用户对同一主题的偏好程度不
同，且同一用户的兴趣倾向在不同网络中的表现是相似的。
因此用户兴趣的差异可以作为用户之间区分的标志。
一方面，用户会在社交网络中发表体现自己兴趣的言论
或参与感兴趣内容的讨论，因此合理利用 UGC 中的信息能
够有效建模用户兴趣；另一方面，用户会选择与兴趣相投的
用户进行交互，因此用户的社交行为也能体现用户兴趣。针
对上述分析，本文分别利用 UGC 和用户社交行为对用户兴
趣建模，并由此定义兴趣相似度作为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的
依据。
2.2.1 主题兴趣建模
UGC 是用户发表在社交网络上的原创内容，文献[16]指
出语言特征已被证明能够体现人格的差异，即用户兴趣倾向
的不同；文献[22]也证明了用户在网络中发表言论的语言特
征可以用来识别其在不同网络中的账号。
为了获取用户的主题兴趣，本文先利用潜在狄利克雷分
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23]对 UGC 中的文本
信息进行建模，得到 z 个虚拟主题，以及用户在各虚拟主题
下的概率分布 T ，再基于 JS 散度[24]计算用户之间的主题兴
趣相似度。
定义 6 主题兴趣相似度。若主题个数为 z，且节点 v  Gs
和 w  Gt 的 主 题 概 率 分 布 分 别 表 示 为 Tv = t1v，t v2， ，t vz  和
Tw = t1w，t 2w， ，t wz  ，则两者的主题兴趣相似度如式（2）所示。
simtop  v, w  =1  DJS (Tv , Tw )
1
T T
T T
 1   DKL (Tv , v w )  DKL (Tw , v w ) 
2
2
2

z

(2)

tl

v
其 中 ： DKL (Tv , Tw )   t lv log t l 为 两 个 分 布 的 KL 散 度 ； 且 有
l 1

w

simtop  v, w   [0,1] ，该值越大，则节点 v 和 w 的主题兴趣相似度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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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交互兴趣建模
根据同质理论[25]，用户会选择与其“相似”的其他用户
进行交互。基于这种交互机制社交网络为用户提供了关注和
转发功能，这也使得用户的社交行为成为挖掘用户兴趣的一
种有效途径。现有算法[9,13]认为两个账号的关注列表越相似，
两者属于同一用户的可能性越高。然而用户的关注行为具有
一定的时效性和任意性，即用户的兴趣随时间而变化，且用
户关注的目的可能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出于互惠性[26]或其他
目的。因此本文采用更能体现用户交互兴趣的转发关系 [27]
进行建模，并利用式（3）计算节点间的交互兴趣相似度。
定义 7 交互兴趣相似度。基于 Jaccard 系数[28]，节点
v  Gs 和 w  Gt 的交互兴趣相似度定义如下：
 I  PNs    I w  PNt 
simrel  v, w  v
(3)
 I v  PNs    I w  PNt 
其中： I v 是节点 v 转发过的消息所属的节点集；同理 I w 为节
点 w 转发过的消息所属的节点集；PN s 和 PN t 分别为源网络和
目标网络的先验节点集。交互兴趣相似度越大两个节点各自
交互的用户越相似，两者属于同一跨网络用户的概率越高。
2.2.3 兴趣相似度计算
根据前文对主题兴趣相似度与交互兴趣相似度的计算，
如下定义节点兴趣相似度:
simint  u , v    simtop  u , v  + 1    simrel  u , v 
(4)
由于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主题倾向是较为稳定的，而在算
法刚开始时可利用的先验节点数量较少，对于用户交互信息
的获取不利，所以在此以黄金分割比例设置调和因子
 =0.618 。
2.3 UI-UI 算法
UI-UI 算法首先根据用户属性信息进行分块处理，得到
相应的数据块，目标网络中与源网络节点 v 同属一个数据块
的节点的集合即为节点 v 的候选节点集；然后计算节点 v 与
其候选节点集中各节点的兴趣相似度，选取相似度最高的节
点 w 作为节点 v 的匹配节点，将选出的目标网络中的节点 w
作为待识别的节点，同样根据兴趣相似度在源网络中寻找匹
配，若匹配到的节点为 v ，则匹配成功，将匹配对 (v, w) 输出，
并将 v 和 w 分别加入先验节点集 PN s 和 PN t ；最后采取迭代的
思想不断更新节点匹配对集，直至无新匹配对生成，算法结
束。具体算法流程如算法 1 所示。
算法 1 基于用户兴趣的跨网络用户身份识别算法
UI-UI
输入：源网络 Gs (Vs , Es ) 、目标网络 Gt (Vt , Et ) 、源网络先验
节点集 PN s 、目标网络先验节点集 PN t 。
输出：节点匹配对集 P 。
a)利用用户属性信息对两个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分块处
理。
b)对于源网络 Gs 中的待识别节点 v Vs  PN s ，根据分块结
果确定其候选节点集，并计算其与候选节点集各节点之间的
兴趣相似度 simint 。
c)选择与节点 v 兴趣相似度最高的节点 w 作为 v 的待匹
配节点。
d)将目标网络看做源网络进行反向验证，即将目标网络
中待匹配节点 w 作为待识别节点，在源网络中寻找匹配。
(a)若节点 w 匹配到节点 v ，则认为匹配成功，并将 v 加
入 PN s ， w 加入 PN t ， (v, w) 加入 P ；
(b)若节点 w 未匹配到节点 v ，视为匹配失败，返回步骤
b)，继续识别其他待识别节点。
e)循环迭代至无新的节点匹配对生成，输出集合节点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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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集 P 。
2.4 算法时间复杂度分析
假定源网络 Gs (Vs , Es ) 和目标网络 Gt (Vt , Et ) 中节点集的大
小分别为 Vs =m 和 Vt =n ，且两个网络中先验节点集大小分别
为 PNs =p 和 PN t =q ，显然有 p m, q n ，此时两个网络中待
识别节点的个数分别为 a  m  p 和 b  n  q 。
UI-UI 算法时间复杂度的计算分为分块处理、主题建模
及节点匹配三个部分。分块处理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 O(mn)；
主题建模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 O(m+n)；而在进行节点匹配
时，需要计算每个待识别节点与其候选节点集中全部节点的
兴趣相似度。假设 Bsi 和 Bti 分别为源网络和目标网络的一组对
应的数据块，其中 i  1, k  ， i, k  N * ，且 Bs1 + Bs2 + + Bsk =a ，
Bs1 + Bs2 + + Bsk =b 。这样一来每轮迭代只需计算每个待识别节
点与其对应数据块中节点的兴趣相似度，假设最大的一对数
据 块 大 小 分 别 为 Bsi =max  Bs1 ,..., Bsk  =r a 和
Bti =max  Bt1 ,..., Btk  =l b ,则计算兴趣相似度的时间复杂度为
O(rl)。同理可得反向认证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也为 O(rl))。因
此 UI-UI 算法在节点匹配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O(rl)。
综 合 上 诉 分 析 可 知 ， UI-UI 算 法 的 总 时 间 复 杂 度 为
O(mn)。

3

实验

3.1 实验数据
本文将国外流行社交网站 Facebook 和 Twitter 作为实验
对象以验证算法性能。为获取两个网络中真实的用户身份信
息，本文首先将提供了用户在各个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主页链
接的 Google+网站作为收集信息的基站，从中收集了 56 107
个用户账号，并从其用户属性信息中提取其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中的非空且有效的主页链接；然后再分别从 Facebook
和 Twitter 中收集对应用户的属性信息、前 200 条（不足 200
取全部）推文信息和转发信息。获取的数据集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1
Table 1

Facebook 和 Twitter 网络数据
Facebook and Twitter network data

网络

节点数

转发连边数

Facebook

5 649

12 997

Twitter

8 373

44 376

跨网络用户数
1 193

3.2 实验评价标准
本文采用准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 recall、综合指标 F1
以及运行时间 running time 作为算法性能的衡量标准。其中
前三个指标（简称为 PRF 值）的相关定义如下：
precision=

recall =

F1 

tp
tp  fp

tp
tp  fn

2  precision  recall
precision  recall

其中： tp 是指算法识别出的正确账号个数； fp 是指算法识别
错误账号个数； fn 是指算法未识别出的正确账号个数。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避免偶然性，本文实验数据
均为算法在相应条件下重复 10 次后的平均值。同时文中实验
均假设只存在一对一匹配，即一个用户在一个网络中至多只
能拥有一个账号。
3.3.1 先验节点的影响
由于 Facebook 和 Twitter 网络都较为稀疏，选取度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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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节点作为先验节点会产生冷启动问题，所以本文只选择
入度不小于  的节点作为先验节点，并设置先验节点的选取
比例从 2%~10%分别进行实验。图 1 展示了  =50 时算法性能
随先验节点比例变化的影响；图 2 展示了先验节点比例为 8%
时，  变化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第 37 卷第 3 期

实验设置 UI-UI 算法中  =50 ，先验节点比例为 8%；FRUI
算法中先验节点比例也设置为 8%；而 MNA 算法是监督学习
算法无须设置先验节点。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3
Fig. 3
图 1  =50 时，PRF 值随先验节点数的变化

chinaXiv:201901.00059v1

Fig. 1

PRF changes with number of PN when  =50

图 2 先验节点比例为 8%时，PRF 值随  的变化
Fig. 2 PRF changes with  when proportion of PN is 8%

据图 1 所示，当先验节点比例为 2%时，算法的准确率
和召回率都很低，F1 值仅为 0.325。这是由于当先验节点较
少时，可用来识别节点的信息不 v 增加节点兴趣的辨识度提
升，各项指标都明显上升。同时可以注意到算法的准确率在
先验节点比例为 8%时达到峰值 0.834，而此后继续增加先验
节点数算法的准确率略有下降，原因是当先验节点过多时，
反而会导致与待识别节点兴趣相似度一样的节点变多，这些
节点难以区分对匹配结果造成干扰。
实验结果表明，当先验节点比例大于等于 8%时 UI-UI
算法均能取得 0.81 以上的准确率以及 0.67 以上的召回率。
如图 2 所示，  =0 时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仅分别为
0.245 和 0.308，因为不限制先验节点的最低度数会导致一部
分度数很低的节点被选中，这些低度数的节点不利于节点交
互兴趣的获取，一方面使得节点交互兴趣辨识度不高，识别
准确率低；另一方面产生冷启动问题使得算法召回率受到很
大影响。而随着  值的增加算法性能明显提升，且算法的各
项指标在  =50 后趋于稳定。
实验结果证明了设定先验节点最低度数的有效性，当设
置   50 时，UI-UI 算法能达到 0.81 以上的准确率以及 0.62
以上的召回率。
3.3.2 算法性能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算法性能，本文将提出的 UI-UI 算法与
两个现有识别效果较好的算法进行性能比较。第一种对比算
法是 FRUI 算法[10]，其利用了共有已知好友数量实现跨网络
节点的一对一匹配；第二种对比算法是 MNA 算法[13]，该算
法提取了 UGC 的时空信息以及文本相似度，并训练了 SVM
进行身份识别。

PRF 值对比
PRF comparison

如图 3 所示，UI-UI 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都优于另两
种算法，且综合评价指标 F1 值比 FRUI 算法提升了 11.1%，
比 MNA 算法提升了 8.8%。
FRUI 算法准确率明显低于另两种算法，这是因为该算
法仅利用用户的好友关系进行身份识别，无法区分网络中大
量结构相似的节点，而 UI-UI 和 MNA 算法都融合了 UGC 信
息和用户交互信息，大大增加了节点的辨识度，准确率显著
提升。但是 MNA 算法利用 UGC 的时空信息进行识别，这类
信息在社交网络中非常稀疏，虽然相比纯拓扑算法提升了一
定准确率，但算法召回率很低，也难以扩展到大规模的社交
网络中。相比 FRUI 和 MNA 这两种对比算法而言，UI-UI 算
法摈弃了传统利用好友关系挖掘用户交互信息的方式，而采
用了更能体现用户兴趣偏好的转发关系进行设计，同时利用
主题建模方法挖掘用户隐藏在 UGC 信息中的兴趣偏好，准
确率和召回率都有明显提升。据图 3 所示，UI-UI 算法的识
别准确率超出 FRUI 算法 19.7%，超出 MNA 算法 9.3%；召
回率超出 FRUI 算法 4.4%，超出 MNA 算法 8.4%。实验结果
证明了用户兴趣对于识别跨网络用户身份的有效性。
本文用总运行时间来评估算法的效率。如图 4 所示，相
同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UI-UI 算法的运行时间比 FRUI
算法略高，但明显低于 MNA 算法，少于 MNA 算法所需时
间的一半。这是由于 FRUI 算法仅考虑了网络拓扑结构，而
UI-UI 算法融入了 UGC 信息，主题建模的过程增加了一定的
时间开销。但对比同样融合多种网络信息的 MNA 算法，
UI-UI 算法中分块预处理为算法的匹配过程节约了大量时
间。

图4
Fig. 4

运行时间对比

Running time comparison

综上所述，UI-UI 算法相比现有的跨网络身份识别算法
准确率和召回率更优，且时间开销更少，更适用于大规模的
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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