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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协同过滤推荐方法中的用户项目评分数据稀疏和推荐准确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

兴趣评分填充的改进混合推荐方法。首先，分析用户对项目类型的偏好，计算用户兴趣评分并进行矩阵填充；然
后，考虑用户主观评分差异化及项目自身质量的影响，对传统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改进，并基于已填充评分矩阵
进行用户相似性及项目相似性计算；在此基础上分别基于用户和项目两个方面进行评分预测，并将两者的预测
评分进行加权求和，进而进行混合推荐；最后，以Movielens100k为数据集进行实验，先分析了用户兴趣评分矩阵
的填充效果，再将文中方法和传统协同过滤混合推荐方法以及文献中提出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实验结果表明；
提出的评分矩阵填充方法能有效缓解数据稀疏的影响，填充效果优于传统评分矩阵填充方法；提出的改进混合
推荐方法（IHRIRF）比传统的混合协同过滤推荐方法HCFR及WPCC方法具有更好地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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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Hybrid Recommendation Approach Based on User Interest Ratings 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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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data sparseness of user item ratings and low recommendation accuracy in tradition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methods, an improved hybrid recommendation approach based on user interest ratings filling was proposed. Firstly, the users’
preference to the item types was analyzed, and the user interest ratings were calculated. Afterwards, the operation of matrix filling was performed.
Then the impact of users’ subjective rating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item’s own quality were considered, and the traditional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improved. Based on the filled ratings matrix, users’ similarity and items’ similarity were computed, to predict ra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and items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weighted sum of two predicted ratings was calculated further to perform the hybrid recommendation. Finally,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Movielens100k dataset. The filling effect of user interest ratings matrix was analyzed
firstly, and then the proposed approach, tradition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methods, and previous methods in the literatur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atrix fill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ffect of data sparseness, and the
filling effect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ratings matrix filling methods. Furthermore, our improved hybrid recommendation approach (IHRIRF) has
better recommendations than tradition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method HCRF as well as WPCC method.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data sparseness; rating differentiation; hybrid recommend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信息过载问题使得用户选择个性化需求的服务
变得越来越困难。推荐系统作为一种能够解决信息
过载的有效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推荐系统能

够根据用户的历史服务使用记录分析用户的偏好，
从而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已有的推荐技术主要包括协同过滤推荐、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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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推荐以及混合推荐等等，已实际应用于大型
[1]

电子商务系统中 。有研究表明：协同过滤方法相比
其他推荐方法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扩展性

[2–4]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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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评分矩阵的缺失项往往利用用户或项目
的评分均值等进行填充，填充数据的可靠性程度有
待考量；

过滤方法可分为基于记忆和基于模型的方法，本研

2）使用传统的皮尔逊公式进行项目或用户的相

究侧重基于记忆的协同过滤。基于记忆的协同过滤

似性计算时，忽略了用户主观评分的差异化以及项

一般又分为基于用户和基于项目的方法。基于用户

目自身质量所带来的影响。

的协同过滤就是找到一组和目标用户相似性较高的
[5]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分析用户对项目类型的

邻居用户，根据邻居用户进行项目评分预测 。类似

兴趣（偏好），进而对原始评分矩阵中的缺失项进

地，基于项目的协同过滤就是找到目标项目的邻居

行填充；然后，考虑用户主观评分差异化以及项目

项目，根据邻居项目进行项目评分预测。但是，在很

自身质量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用户和

多系统中，用户使用过的项目所占比例非常小，评分

项目的混合协同过滤推荐方法，有效缓解了数据

信息极其稀疏，而数据稀疏问题容易导致推荐结果

稀疏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推荐准确率。

不准确 [6]。
目前，相关研究者针对协同过滤推荐已开展了

1 融合用户兴趣评分的矩阵填充方法

大量研究。Liu等 [7]提出一种考虑到用户共同使用项

目前，大多数学者仅通过用户或项目评分均值

目数的改进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方法WPCC，相比传

对评分矩阵中的缺失数据进行填充。这种同等对待

统协同过滤推荐方法准确率有了一定的提高。王海

的填充方法缺乏可靠性，在解决数据稀疏问题的同

[8]

燕等 根据服务的推荐属性特征改进了传统的皮尔

时可能造成准确率的下降。针对传统矩阵填充的不

逊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并结合信任关系找到可信的

足，作者提出一种结合用户兴趣评分的矩阵填充方

邻居用户，提出一种能抵抗恶意攻击的推荐方法。

法，该方法充分考虑了用户对项目类型的兴趣偏好，

Guo等 [9]考虑社会信任信息，通过合并用户的可信赖

使填充的评分具有更好的推荐效果。

邻居的评分补充和表示用户的偏好，找到具有类似

在进行矩阵填充时，充分考虑项目所包含的属

偏好的其他用户，进而提出一种合并信任的推荐

性类别信息，同时结合用户项目评分，进一步找到用

方法。

户对项目所包含属性类型的偏好。这样，对评分缺失

Cai等 [10] 结合认知心理学借鉴客体典型性的思

项进行填充时，考虑用户对该项目包含类型的偏好

想，根据用户群中的用户典型程度找到用户的邻居，

信息，使得填充的数据更具有真实性。比如，推荐系

提出一种结合典型的协同过滤方法。Yu等

[11]

考虑不

统中常用的Movielens数据集，不仅有用户项目评分，

同用户间的共同知识，使用基于角色的方法向同一

而且还包含用户个人信息及电影类型等信息，如表

上下文组中的其他成员推荐服务，提出一种高效的

1和2所示。

角色挖掘推荐方法。范波等

[12]

表1

打破单一的评分相似
Tab. 1

度限制，对用户相似性的计算从不同项目类型进行
考虑，提出一种多角度计算相似性的推荐方法。

用户项目评分信息

User item ratings information

用户

I1

I2

I3

I4

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推荐准确率，但

U1

3

5

0

0

[13]

数据稀疏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此，王详德等

U2

5

2

3

4

选择非精确拉格朗日乘子法弥补数据缺失项，对填

U3

0

5

0

4

充矩阵使用基于模型的奇异值分解方法进行推荐。

U4

2

0

0

4

潘涛涛等 [14]利用置信系数区分填充值与真实值间的

表2

可信度，同时考虑物品可信度与可预测性，提出矩阵
填充和物品可预测性的方法。韩亚楠等 [15]进行矩阵
填充时考虑用户对项目的偏好度，同时将用户兴趣
可变性的特点融合到传统协同过滤推荐中。袁卫华
等 [16]提出一种非负约束下的低阶矩阵填充模型LRNMF，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群组的协同推荐
方法。
这些方法虽然能缓解数据稀疏并提高一定的推
荐准确率，但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Tab. 2

项目所属类型信息
Item type information

项目

动作

科幻

喜剧

爱情

I1

0

1

1

0

I2

1

0

1

1

I3

0

1

1

0

I4

1

1

1

0

表1中，数字为用户对项目的评分，范围在
“1～5”之间。其中，“0”分表示用户没有使用过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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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表2中，“1”表示项目属于该类型，“0”表示项目
不属于该类型。

ru,i =

通过分析用户项目评分及项目所属类型信息，

au

a∈Pi

（3）

|Pi |

能够得到用户对具体项目类型的兴趣评分，计算方

式中，ru,i为用户u对项目i的填充评分，Pi为项目i包含

法如式（1）所示。然后，根据用户对具体项目类型的

的类型集合，|P i |为该集合中的元素个数，a u 为用户

兴趣评分信息对缺失项进行填充。
∑
Ru,i

u对项目类型a的兴趣评分。

au =

3）在预填充项目所包含全部类型中，存在已评

i∈I u,a

（1）

Iu,a

式中，a u 为用户u对项目类型a的评分，I u,a 为用户u已
评分且包含类型a的项目集，|Iu,a|为该集合中的元素
个数，Ru,i为用户u对项目i的评分。
以 表 1、 2中 的 数 据 为 例 ， 通 过 式 （ 1） 计 算 用 户
U2对喜剧片类型的兴趣评分。首先，找到用户U2已评
分且包含喜剧片类型的项目集{I 1 ,I 2 ,I 3 ,I 4 }；然后，计
算该项目集中评分均值作为喜剧类型的评分，即
（5+2+3+4）/4=3.5。类似地，得到表1中每个用户的项
目类型兴趣评分，如表3所示。
表3
Tab. 3

分项目集中不包含的项目类型。在这种情况下，预填
充项目包含用户从未评分的类型，为了尽可能避免
矩阵填充导致的预测准确度降低问题，不对该项目
进行填充。
经过上述步骤，能对用户原始项目评分矩阵缺
失项进行极大的填充，从而缓解数据稀疏问题，并在
实验部分对本文填充方法和传统填充方法进行了对
比，验证了方法的填充效果。

2 考虑用户评分差异化及项目自身质量的
相似性计算方法
皮尔逊相关系数被广泛应用于协同过滤算法的

用户项目类型兴趣评分信息

User item type interest ratings information

用户

动作

科幻

喜剧

爱情

U1

5.0

3.0

4.0

5.0

U2

3.0

4.0

3.5

2.0

U3

4.5

4.0

4.5

5.0

U4

4.0

3.0

3.0

0

具体对一个用户评分缺失项进行填充时，分为

相似性计算中 [17]，即被用于计算两个项目或者两个
用户的相似性，如式（4）所示：
∑
(ru,i −ri ) ∗ (ru, j −r j )
u∈Ui, j

sim(i, j) = √ ∑

(ru,i −ri )2

u∈Ui, j

∑

（4）
(ru, j −r j )2

u∈Ui, j

式中，Ui，j为同时使用项目i、j的用户集合，ru,i为用户
u对项目i的评分， ri 为评分矩阵中项目i的平均分。

以下3种情况：
1）在已评分项目集中存在与预填充项目所有类

但传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往往忽略了

型完全一致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项目的

用户主观评分差异化和项目自身质量对相似性结果

特定类型组合对用户偏好的影响，计算所有已评分

产生的影响，导致推荐准确率下降。作者考虑到传统

项目集中与预填充项目所有类型完全一致的项目的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相似度时存在的不足，从项

评分均值，并进行填充，如式（2）所示：
∑
Ru, j

目和用户两个角度对传统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公式

ru,i =

j∈I u,i

Iu,i

进行改进。计算项目相似性时，考虑用户评分的差异
化对项目相似性计算时的贡献度，对整体评分差异
（2）

式中，r u,i 为用户u对项目i的填充评分，I u,i 为用户u已
评分的与预填充项目i类型完全一致的项目集合，|Iu,i|
为该集合中的元素个数，Ru,j为用户u对项目j的评分。

较小的用户进行惩罚，以降低对项目相似性的影响；
计算用户相似性时，考虑项目自身质量的差异化，对
项目自身质量较高或较低的项目进行惩罚，以降低
对用户相似性的影响。
2.1 考虑用户评分差异化的项目相似性计算

2）在已评分项目集中不存在与预填充项目所有

由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式（4）可知，在计算两个

类型完全一致的项目，但该预填充项目所包含的全

项目的相似性时，需要找到对这两个项目均有评分

部类型均包含在已评分项目集的所有项目类型中。

的用户集，根据用户集中每个用户对两个项目评分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由式（1）得到的用户对项目类型

的差别计算两个项目的相似性。然而，用户对项目进

的兴趣评分，计算预填充项目包含类型的评分均值，

行评分时，往往存在差异较小的情况。如果一个用户

并进行填充，如式（3）所示：

对所有项目都评低分或者对所有项目都评高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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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整体评分差异化较小，那么，该用户任意两个

利用传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相似性时就会出现

项目的评分很可能一样，必然导致项目相似性偏大。
但是，这种情况下导致项目相似性偏大的原因是该

结果偏高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能说明两个用户的
相似性就很高。针对上述情况，认为该项目对两个用

用户整体评分差异性较小，并非因为两个项目就很

户相似性计算的贡献度偏小。

相似。此时，认为该用户对项目相似性计算的贡献度

为解决上述问题，作者将对项目所有评分的离
散性作为惩罚因子加入到传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公

偏小。如果一个用户对所有项目评分高低均匀时，即
该用户整体评分差异化较大，则该用户对项目相似
性计算的贡献度也较大。
采用用户所有评分的离散性表示该用户整体评
分的差异化情况，即该用户对项目相似性计算时的

式中，如式（8）所示。
∑
(ru,i −ru ) ∗ (rv,i −rv ) ∗ Xnorm,i
i∈Iu,v

sim(u, v) = √∑

贡献度，并将其作为一个惩罚因子加入到传统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中，如式（5）所示：
∑
(ru,i −ri ) ∗ (ru, j −r j ) ∗ Xnorm,u
u∈Ui, j

sim(i, j) = √ ∑

(ru,i −ri )2

∑

(ru,i −ru )

2

i∈Iu,v

∑

（8）
(rv,i −rv )

2

i∈Iu,v

式中：Iu,v为用户u,v共同评分的项目集；ru,i为用户u对
（5）

(ru, j −r j )2

项目i的评分； ru为用户u的平均评分；Xnorm，i为惩罚因
子，是项目i评分标准差的归一化结果，取值范围为
[0～1]。

式中，Xnorm,u为惩罚因子，即用户u对项目相似性计算

式（8）相对于传统的皮尔逊计算式（4），加入了
惩罚因子Xnorm,i，即考虑了每个项目的自身质量对用

时的贡献度，是用户u评分标准差的归一化结果，由

户相似性计算结果的影响，从而使得到的用户相似

式（6）计算得到，取值范围为[0～1]。

性更加准确。

u∈Ui, j

Xnorm,u =

u∈Ui, j

Xu − Xmin
Xmax − Xmin

（6）

式中：Xu为用户u评分的标准差，即离散性，由式（7）
计 算 得 到 ； Xmax为 所 有 用 户 评 分 标 准 差 的 最 大 值 ，
Xmin为所有用户评分标准差的最小值。
v
t
N
1∑
Xu =
(yi − µ)2
N i=1

（7）

式中，N为用户u参与评分的所有项目个数，yi为用户

3 基于用户兴趣评分填充的改进混合推荐
方法
通过改进的相似度计算方法能找到更加合适的
邻居用户，进而根据邻居用户对项目进行预测评分。
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评分预测如式（9）所示：
∑
Sim(u, v) ∗ (rv,i −rv )
Pu (ru,i ) = ru +

对第i个项目的评分，μ为该用户对其参与评分项目的
平均评分。
式（5）与传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式（4）相

! =0)
(v∈Nu )∧(rv,i

∑

Sim(u, v)

（9）

! =0)
(v∈Nu )∧(rv,i

式中，P u (r u,i )为用户u的预测评分， ru为用户u参与评

比，加入了惩罚因子Xnorm,u，即计算项目相似性时，考

分的所有项目的平均评分，N u 为用户u的邻居用户
集合。

虑了每个用户由于评分差异化所产生的贡献度不

类似地，基于项目的协同过滤评分预测如式

同，从而使得到的项目相似性更加准确。

（10）所示：

2.2 考虑项目自身质量的用户相似性计算
类似地，计算两个用户相似性时，需要找到两个
用户共同使用的项目集，根据两个用户对项目集中
每个项目评分的差别计算相似性。由于项目自身质
量的差异化，同样会影响用户相似性的计算结果。
例如：一个项目的性价比较低，多数用户对该项
目的评分都是1分；或者一个项目的性价比非常高，
多数用户对该项目的评分都是5分。这种情况下，任
意 两 个 用 户 对 该 项 目 的 评 分 很 可 能 也 是 1分 或 者
5分，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该服务的自身质量
很高或者很低，并非因为两个用户的偏好相同。如果

Pi (ru,i ) = ri +

∑

Sim(i, j) ∗ (ru, j −r j )

( j∈Ni )∧(ru! j =0)

∑

Sim(i, j)

（10）

( j∈Ni )∧(ru! j =0)

式中，Pi(ru,i)为项目i的预测评分， ri 为项目i的平均评
分，Ni为项目i的邻居项目集合。
最后，使用系数 λ （0≤ λ ≤ 1）将基于用户和项目
的方法进行结合 [18]，如式（11）所示：
P(ru,i ) = λ · Pu (ru,i ) + (1 − λ) · Pi (ru,i )

（11）

由式（11）计算出候选项目预测评分，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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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选择评分较高的项目进行推荐。
根据以上工作，作者提出一种基于用户兴趣评
分填充的改进混合推荐方法（improved hybrid recommendation approach based on user interest rating fill，
IHRIRF）。首先，根据算法1得到用户对项目类型的兴
趣评分，并对用户原始评分矩阵进行填充；然后，通
过算法2利用改进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计算用户
以及项目间相似性，进而将基于用户的和基于项目
的方法结合进行推荐。
算法 1

融合用户兴趣评分的矩阵填充方法

输入：
1. 评分矩阵R={[(u 1 ,i 1 ),···,(u 1 ,i m )],···,[(u n ,i 1 ),
···,(un,im)]}；
2. 项 目 类 型 矩 阵 A={[(i 1 ,a 1 ),···,(i 1 ,a q )],···,
[(im,a1),···,(im,aq)]}。

193

1节所述的评分矩阵填充的第1种情况计算缺失项的
评分；语句16～21行针对第2种情况计算缺失项的评
分；语句22～24行根据计算的评分对原始评分矩阵
进行填充，并返回填充后的评分矩阵。
算法 2

基于用户兴趣评分填充的改进混合推

荐方法
输入：
Rfilled={[(u1,i1),···,(u1,im)],···,[(un,i1),···,(un,im)]}。
输出：
Top–ki：评分最高的前k个项目。
begin
1.

for u to un ∈Rfilled

2.

do

for v to un ∈Rfilled

do

for i to im ∈Rfilled

3.

do

Xmax←Xi；Xmin←Xi；

4.

输出：

5.

end for

已填充矩阵Rfilled。

6.

Xnorm,i=(Xi–Xmin)/(Xmax–Xmin)；//项目i评

分标准差归一化

begin
1. for a to aq ∈A do

间相似性
then //项目i包含类型

sum+=ru,i；count++；

4.

sim(u,v) pro ←r u,i ,r v,i ,X norm,i ；//计算用户

7.

2.
for i to im ∈R do
3.
if i 包含 a,ru,i>0
a且有评分

8.

Su←sim(u,v)pro；

9.

rank(Su)；

10.

end for

5.

end for

11.

end for

6.

au=sum/count；

12.

for i to im ∈Rfilled

7. end for

13.

8. for i to im do

14.

9.

for j to im do
sum+=ru,j；count++；

11.
12.

end for

13.

if ru,i==0

14.
16.

Xmax←Xu；Xmin←Xu；
end for

17.

Xnorm,u=(Xu–Xmin)/(Xmax–Xmin)；

18.

sim(i,j)pro←ru,i,ru,j,Xnorm,u；//计算项目
Si←sim(i,j)pro；

ru,i=sum/count；

20.

rank(Si)；

21.

for a to aq

do

if i 包含 a

18.

then //项目i包含类型a

sum+=au；count++；

19.
20.

end for
ru,i=sum/count；

21.

do

16.

19.

else

22.

for u to un ∈Rfilled

then

17.

do

间相似性

then

if count!=0

15.

for j to im ∈Rfilled

15.

if itype==jtype then //项目i，j类型完全一致

10.

do

Rfilled←ru,i；

23. end for
24. return Rfilled；

end for

22.

end for

23.

for vneighbor to top–k ∈Su

do

Pu(ru,i)←sim(u,v)pro,rv,i；//计算基于用户

24.
的预测评分
25.

end for

26.

for jneighbor to top–k ∈Si

27.

do

Pi(ru,i)←sim(i,j)pro,ru,j；//计算基于项目的

预测评分

end begin

28.

end for

算法1中，语句1～7行通过式（1）计算用户对具

29.

P(ru,i)=λ *Pu(ru,i)+(1 − λ )*Pi(ru,i)；

体项目类型的兴趣评分；语句8～15行针对文中第

30.

rankedP(ru,i)←rank(P(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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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op–ki ←chooseTopk(rankedP(ru,i)，k)；

32.

return Top–ki。

第 51 卷

DCGn (u) = r(u, i1 ) +

n
∑
r(u, ik )
k=2

end begin
算法2中，语句1～11行通过式（8）计算用户间相
似性并得到用户相似性矩阵；语句12～22行通过式
（5）计算项目间相似性并得到项目相似性矩阵；语句
23～28行分别通过式（9）和（10）计算基于用户的和
基于项目的预测评分；语句29行通过式（11）将基于
用户的和基于项目的预测评分进行加权求和；语句
30～32行对求和得到的预测评分进行排序，并将评
分较高的前k个项目推荐给用户。

lb(k)

（14）

式中，r(u,ik)为所有候选项目根据预测评分从高到低
排序中的第k个项目的实际评分。可以看出，NDCG值
越大，表示对候选项目的预测评分越准确。
4.3 结果分析
首先，通过实验验证作者提出的矩阵填充方法
的有效性；然后，通过实验确定式（11）中系数 λ 的最
佳取值；通过MAE和NDCG两项指标对相关方法的推
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选取用户评分均值（URA）、项目评分均值
（IRA）以及本文融合用户兴趣评分（UIR）的3种矩阵

4 实验与分析
将 本 文 方 法 与 传 统 混 合 协 同 过 滤 方 法 及 WPCC方法[7]进行比较，并分析相关结果。

填充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实验时，从用户所有已评分
项目中随机挑选项目并将其认定为评分缺失项，再
通过3种方法进行填充，根据填充结果计算3种方法

4.1 实验准备
所有实验和算法均通过Java实现，开发环境为
Eclipse。所有实验运行在一台具有Intel Core i5-4590

在不同用户规模下的MAE值，如表4所示。
表4
Tab. 4

CPU，4 GB内存，操作系统为Windows 7的PC上。

URA

IRA

UIR

U50

1.046

1.039

0.948

U100

1.001

1.038

0.860

0.961

0.956

0.856

U500

0.959

0.977

0.882

Uall

0.994

1.001

0.897

实验采用的是Movielens100k数据集 [19]。该数据
集是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系统中常用的数据集，本
文提出的方法也是基于协同过滤的，所以选取它为

U300

实验数据集，以方便进行实验对比分析。Movielens100k
数据集包括943个用户对1 682个项目的10万条评分，
数据集中还包括用户个人信息、项目相关属性信
息等。
4.2 评估指标
为了评估推荐算法的准确度，选择推荐系统中
常用的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和
归一化折损累积增益（normalized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NDCG）作为评价标准 [20]。其中，MAE反映预
测值和真实值间的差距，NDCG反映对多个候选项目

从表4可以看出，使用作者提出的UIR方法填充
数据的MAE值在不同用户规模下都比URA和IRA方
法小，说明用户评分矩阵填充时考虑了用户对具体
项目类型的兴趣能够达到更好的推荐效果。
分析参数 λ 的取值对本文IHRIRF算法的影响。将
邻居用户数分别设置为10、20、30、40、50时，计算本
文算法的MAE值，结果如图1所示。

评 分 预 测 排 序 情 况 的 优 劣 ， 计 算 方 法 如 式 （ 12） ～

MAE =

MAE

（14）。
n
∑

|Pi − ti |

i=1

n

（12）

式中，p i 为对候选项目i的预测评分，t i 为候选项目的
实际评分，n为候选项目个数。式（12）表明，MAE值越

邻居数为10
邻居数为20
邻居数为30
邻居数为40
邻居数为50

0.76
0.75
0.74
0.73
0.72
0.71
0.70
0.69
0.68
0.67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参数 λ

小，预测结果越准确。
NDCGn (u) =

填充数据MAE值对比

Comparison of MAE values of filled data

DCGn (u)
max DCGn (u)

（13）

图1
Fig. 1

参数 λ 对IHRIRF算法的影响

Impact of parameter λ on the IHRIRF algorithm

式中，NDCG n (u)为用户u候选项目预测评分排序的

图1表明，在不同规模的邻居数下，本文IHRI-

DCG n (u)值 与 实 际 情 况 下 的 max DCG n (u)值 之 比 ，

RF算法的MAE值随着参数 λ 的增大出现不同的变化

DCGn(u)值由式(14)得到：

趋势。其中，邻居规模为20和30时，λ 值为0.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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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值最小；邻居规模为40和50时，λ 值为0.4时

外两种大，推荐效果更好，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方法的

MAE值最小。综合考虑两种情况， λ 值取0.3时，本文

有效性。

算法能够接近最优值。因此，将参数λ 的值设置为
0.3，进行如下对比实验。

5 结

论

选取传统的混合协同过滤推荐方法HCFR （hy-

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兴趣评分填充的改进混合

bri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考虑用户

推荐方法。首先，通过分析用户对项目类型的偏好，

共同使用项目数的改进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方法

计算用户兴趣评分并进行矩阵填充，缓解了数据稀

WPCC 和本文的IHRIRF方法进行比较，结果如图2

疏的问题；然后，在进行相似性计算时考虑了用户主

所示。

观评分差异化以及项目自身质量的影响，提出了一

[7]

0.95

HCFR
WPCC
IHRIRF

MAE

0.90

方法和传统的混合协同过滤推荐方法HCFR及WP-

0.85

CC方法 [7]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本文的IHRIRF方法

0.80

能够产生更好的推荐效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尝试使用其他更大规模的

0.75

数据集，以验证方法的通用性；同时，尝试将基于记

0.70

忆的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方法相结合，以进一步提高

0.65
10

20

30

40

50

邻居数

[1] Ja Dongyan,Zhang Fuzhi.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

mendation system based on double neighborhood selection

HCFR
WPCC
IHRIRF

0.96
0.92

推荐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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