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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信息推送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和目

标用户的历史操作信息，分别根据所述特征信息

和历史操作信息构建内容特征向量和用户特征

向量；根据所述用户特征向量计算所述目标用户

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似度从其

他用户中选择若干个与目标用户相似的相似用

户，获取所述相似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权

重，根据所述权重计算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

容的关联系数；根据所述内容特征向量对各个待

推送内容进行热度预测，并根据热度预测结果对

所述关联系数进行修正；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

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对

应的待推送内容推送给所述目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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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和目标用户的历史操作信息，分别根据所述特

征信息和历史操作信息构建内容特征向量和用户特征向量；

计算所述目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似度从其他用户中选择若干

个与目标用户相似的相似用户，获取所述相似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权重，根据所述权

重计算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关联系数；

根据所述内容特征向量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热度预测，并根据热度预测结果对所述

关联系数进行修正；所述热度预测进一步包括：构造待推送内容的预测函数；根据所述预测

函数构造损失函数，并对所述损失函数进行正则化操作；对经正则化的损失函数进行求解，

得到所述热度预测结果；

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对应的待推送内

容推送给所述目标用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包

括：

待推送内容的类别，待推送内容的历史页面浏览量，待推送内容的页面浏览量与各个

待推送内容的平均页面浏览量的比例，待推送内容不同时段内的页面浏览量，待推送内容

的不同时段内的页面浏览量的变化率，待推送内容的生成时间，待推送内容的页面浏览量

对应的时间信息和待推送内容在网页中的展示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特征信息构建内容特征

向量的步骤包括：

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

根据所述特征信息对待推送内容进行建模，得到所述待推送内容的模型；

根据所述模型构建内容特征向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特征信息对待推送内容

进行建模的步骤还包括：

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聚类操作；

根据聚类操作的结果对待推送内容进行建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聚类操作

的步骤包括：

确定聚类的中心点；

设置聚类的类别数量；

根据所述中心点分别计算各个待推送内容的距离，根据所述距离和类别数量对各个待

推送内容进行分类；

计算分类后各个类别的中心点，若所述中心点的值在预设的阈值范围内，结束计算；否

则，返回设置聚类的类别数量的步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测函数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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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分类结果，e为自然常数，θi,i＝1,2,…,n为所述用户特征向量中第i个元素的

权重，n为所述内容特征向量的维度，hθ(X)为预测函数，T表示转置，X为用户特征向量，xi为

用户特征向量中的第i个元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损失函数为：

式中，L(θ)为损失函数，l(θ)为优化的目标函数，n为所述内容特征向量的维度，yi为常

数，X为用户特征向量，xi为用户特征向量中的第i个元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热度预测结果对所述关联系

数进行修正的步骤包括：

其中，

式中，neighbour为相似用户，value (neighbour)为相似用户的权重，count

(neighbour)为相似用户的数量，A为待推送内容，score(A)为修正后的关联系数，value(A)

为目标用户对待推送内容A的权重，Afrequency为待推送内容A的推送时间间隔，value(item)

为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关联系数，itemfrequency为各个待推送内容的推送时间间

隔，count(item)为待推送内容的数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对各

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的步骤，包括：

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结合所述热度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推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相似度的范围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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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推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学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信息推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互联网快速增长的信息使得用户发现有价值信息愈发困难，从而使得信息推送系

统成为当今学术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信息推送系统力图辅助用户发现潜在喜欢的音

乐、电影、商品、App等。

[0003] 一些信息推送系统根据用户信息和商品信息进行学习，使得用户更喜欢的商品拥

有更高的权重。当有大量用户信息可供使用时，信息推送系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推送结果。

例如为软件工作者推送软件类书籍，而为艺术工作者提供艺术类书籍等。

[0004] 然而，用户的兴趣和偏好在很多情况下是随时间变化的。当前的信息推送系统在

向用户推送信息时，缺乏考虑用户兴趣和偏好的特点，信息推送的准确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信息推送的准确性较差的问题，提供一种信息推送方法。

[0006] 一种信息推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和目标用户的历史操作信息，分别根据所

述特征信息和历史操作信息构建内容特征向量和用户特征向量；

[0008] 根据所述用户特征向量计算所述目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

似度从其他用户中选择若干个与目标用户相似的相似用户，获取所述相似用户对各个待推

送内容的权重，根据所述权重计算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关联系数；

[0009] 根据所述内容特征向量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热度预测，并根据热度预测结果对

所述关联系数进行修正；

[0010] 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对应的待推

送内容推送给所述目标用户。

[0011] 上述信息推送方法，通过构建内容特征向量和用户特征向量，根据用户特征向量

计算目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似度计算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

的关联系数，根据热度预测结果对所述关联系数进行修正，并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将对

应的待推送内容推送给所述目标用户，能够较为准确地反应用户的真实偏好的特点，从而

使推送结果更加准确。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信息推送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信息推送方法的实施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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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1为本发明的信息推送方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所述信息推送方法可包括以下

步骤：

[0015] S1，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和目标用户的历史操作信息，分别根

据所述特征信息和历史操作信息构建内容特征向量和用户特征向量；

[0016] 可根据以下方式构建内容特征向量：

[0017] 首先，可从数据库中提取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

[0018] 然后，可根据所述特征信息对待推送内容进行建模，得到所述待推送内容的模型，

所述模型可包括待推送内容的历史特征信息、类型、关键字和相关时间信息；

[0019] 最后，可根据所述模型构建内容特征向量。

[0020] 在从数据库中提取特征信息之后，还可对待推送内容进行聚类操作，并根据聚类

操作的结果对待推送内容进行建模。具体讲，对待推送内容进行聚类操作时，可首先确定聚

类的中心点，设置聚类的类别数量，根据所述中心点分别计算各个待推送内容的距离，并根

据所述距离和类别数量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可计算分类后各个类别的中心

点，若所述中心点的值在预设的阈值范围内，结束计算；否则，返回设置聚类的类别数量的

步骤。

[0021] 在本步骤中，所述待推送内容的特征信息可包括待推送内容的类别，待推送内容

的历史页面浏览量，待推送内容的页面浏览量与其他所有全局信息的平均页面浏览量的比

例，待推送内容不同时段内的页面浏览量，待推送内容的不同时段内的页面浏览量的变化

率，待推送内容的生成时间，待推送内容的页面浏览量对应的时间信息和待推送内容在网

页中的展示位置。所述待推送内容的类别可以根据待推送内容所处的行业来进行区分，也

可以根据待推送内容的其他特征来区分。所述待推送内容的生成时间可以是所述待推送内

容的上线时间。所述待推送内容的页面浏览量对应的时间信息可以是生成页面浏览量的时

间，例如，工作日、周末等。

[0022] 所述用户特征向量依赖于用户的历史操作信息，用户在操作应用程序或者评论

时，可对每个待推送内容生成操作记录，对于所有的操作记录可生成相应的权重与之对应，

例如，可设曝光不浏览为0，浏览为1，收藏为2，购买为3，可根据所述历史操作信息构建所述

用户特征向量。重复购买后，用户对此待推送内容的权重会继续增加，为衰减之后的增加，

防止多次购买之后，用户对某个待推送内容的权重呈现畸形式的增长，以此来构成用户的

特征向量。在对用户特征向量进行构建时，可首先利用用户的历史纪录，通过计算一个用户

的权重均值来对用户的权重习惯进行调整，例如一个用户A的对于待推送内容的权重为(8，

9，9，7)，可根据所述权重与权重均值的差来调整所述权重，经过调整后，用户对待推送内容

的权重修正为(-0.25，0.75，0.75，-1 .25)。同时，可结合用户的操作时间与当前时间的距

离，对所述权重进行适当的衰减，衰减有几种不同的方案，指数衰减，均值衰减，同时，衰减

的参数可以调整，用于后期评估推送结果与参数的关系。S2，根据所述用户特征向量计算所

述目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似度从其他用户中选择若干个与目标用

户相似的相似用户，获取所述相似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权重，根据所述权重计算目标

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关联系数；

[0023] 计算用户相似度时，可以利用用户的特征向量之间的欧式距离或者皮尔森相似

度，或者余弦距离。欧式距离在计算用户的距离时，容易对口味趋势相似、但是平均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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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之间的距离放大，所以，此处选择利用余弦距离计算用户的相似度，设X和Y分别为目

标用户和其他用户的特征向量，则相似度为：

[0024]

[0025] 得到的目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相似度，根据所述相似度选择相似用户。相似

用户的数量可以根据相似度的阈值或者根据相似的情况动态得获得。当相似度较低时，取

较少的相似用户，或者直接采用其他推送方式，相似度较高时，可以增加相似用户的数量。

相似用户的数量会影响到推送的结果，当相似用户的数量较多时，会导致推送的结果倾向

于热门推送，相似用户数量较少时，无法准确获得用户的偏好。对于用户的特征向量的处

理，衰减了用户的特征的信息，可以较为准确的反应用户的真实偏好。

[0026] S3，根据所述内容特征向量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热度预测，并根据热度预测结

果对所述关联系数进行修正；

[0027] 可构造待推送内容的预测函数；所述预测函数为：

[0028]

[0029] 其中，线性边界为：

[0030]

[0031] 式中，g为分类结果，e为自然常数，θi ,i＝1,2,…,n为所述用户特征向量中第i个

元素的权重，n为所述内容特征向量的维度，hθ(X)为预测函数，T表示转置，X为用户特征向

量，xi为用户特征向量中的第i个元素。

[0032] 可根据所述预测函数构造损失函数，并对所述损失函数进行正则化操作；所述损

失函数为：

[0033]

[0034] 式中，L(θ)为损失函数，l(θ)为优化的目标函数，n为所述内容特征向量的维度，yi

为常数，X为用户特征向量，xi为用户特征向量中的第i个元素。

[0035] 对经正则化的损失函数进行求解，得到热度预测结果。

[0036] 协同过滤算法利用相似用户的特征向量以及与相似用户的相似度，对所有的待推

送内容进行推送权重的计算，对计算的结果进行排序，同时排除当前用户已经浏览过或者

评价过的待推送内容。

[0037] 对于利用协同过滤算法的推送结果，结合热度预测的结果进行推送结果的权重打

分，进行重新排序，热度高的排序结果会提升，热度低的排序结果会下降，这样可以减少冗

余的推送，使得推送结果的点击率可以最大化，最大程度适应用户的需求。根据热度的推

送，主要是利用了以下计算过程：

[0038]

[0039] 对于利用协同过滤算法的推送结果，结合热度预测的结果进行推送结果的权重打

分，进行重新排序，热度高的排序结果会提升，热度低的排序结果会下降，这样可以减少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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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推送，使得推送结果的点击率可以最大化，最大程度适应用户的需求。根据热度的推

送，主要是利用了以下计算过程：

[0040]

[0041] 式中，neighbour为相似用户，value(neighbour)为相似用户的权重，count

(neighbour)为相似用户的数量，A为待推送内容，score(A)为修正后的关联系数，value(A)

为目标用户对待推送内容A的权重，Afrequency为待推送内容A的推送时间间隔，value(item)

为目标用户对各个待推送内容的关联系数，itemfrequency为各个待推送内容的推送时间间

隔，count(item)为待推送内容的数量。

[0042] 根据历史数据，选出训练集与测试集，对所有的参数进行调整，找到最佳的衰减、

提升方案，进行推送系统参数的确定。

[0043] 对于线上的推送系统，可每隔一段时间(例如，20分钟)对于log进行读取，并对用

户的相似度进行重新计算，计算过程仅仅设计发生log变化的用户。在每天取一个时间间隔

(例如：用户操作较为低频的深夜)，进行整个推送系统的更新。

[0044] 根据当前的计算结果，将推送结果保存到数据库A，每隔一段时间(例如，20分钟)，

进行log的处理，推送结果保存到数据库B，每隔一段时间(例如，10分钟)对线上的推送结果

进行动态得更新，保证全局有一个可用的推送结果，每次进行刷新时，会删除旧的推送结

果，使数据库的容量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045] S4，根据修正后的关联系数对各个待推送内容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对应的

待推送内容推送给所述目标用户。

[0046] 下面结合一个具体的应用实施例来说明本专利的实现过程。

[0047] 本算法的应用是建立在已经有用户历史操作的基础上，例如，一个用户在系统中，

纪录对应的权重分别为，浏览为5，收藏为10，购买为15，曝光但是没有任何操作为0。进而进

行构建用户特征向量。

[0048] 用户的记录中应用每个记录操作生成的时间，在构建用户特征向量时，会根据与

当前推送系统推送过程的时间差进行衰减，例如，进行对数衰减，当距离当前时间为100天，

底数为5时，衰减为log5(100)＝2.8倍，对一个用户的购买纪录，权重会衰减2.8倍，假设在

一个系统中，用户购买的权重为15，当发生一次购买时，经过衰减的购买权重修正为5.35，

进而用户的某一待推送内容对应的特征向量所在的位置的权重为5.35。利用线性衰减时，

可假设每天衰减0.5％，一个用户在四周之前进行了浏览，衰减14％，则用户在相应特征向

量位置的权重为4.3。

[0049] 结合待推送内容的热度进行衰减，当利用对数衰减时，例如，在一个音乐推荐系统

中，整个系统中的待推送内容的平均热度为100，另一个待推送内容的热度为567时，待推送

的热度为平均热度的5.67倍，进行底数为5的对数衰减，衰减倍数为math .log(5 .67)/

math.log(5)＝1.07，一个项目的评分权重修正为当前的权重除1.07，例如，《泡沫》的评分

为8.2，修正后为8.02/1.07＝7.49，加上时间衰减，当一个用户一个月前对泡沫的评分为8，

经过时间对数衰减，当底数为20时，衰减的倍数为math.log(30)/math.log(20)＝1.13,调

整后，用户对《泡沫》的评分修正为(8/1.13＝7.07)，利用线性衰减时，每天衰减0.1％，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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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约衰减3％，修正后的打分为(8*0.97＝7.76)，同时，当热度小于平均值时，会进行提升，

当热度为78时，小于平均热度，用户对于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的打分为8，进行热度提

升，(math.log(100/78)/math.log(5)＝0.15) ,进行评分提升，(8*1.15＝9.2) .进行贝叶斯

平均时，参数为全局平均值，评价人数，该待推送内容的得分，最少人数(或全局平均平均人

数，一个可调参数，在下方的贝叶斯公式中用C表示)，全局平均分，例如，全局权重分为8.9，

该待推送内容得分为7.6，评价人数为1897，系统的项目平均人数为549，则修正后的分数为

7.89。贝叶斯平均的意义在于，对于一个项目的全局评分进行重新修正，结合热度、评分，可

以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内容、项目的真实评分，可以利用贝叶斯平均来将全局平均评分修正

后再进行向量修正。不同的衰减方式衰减的程度都有所不同。

[0050] 贝叶斯平均的公式：

[0051]

[0052] C为人工设置的参数，可以利用全局的平均评价数，n为当前项目的评分数量，xi为

每个用户的评分，m为总体平均分。 为对当前项目的评分修正结果。

[0053] 构建完所有用户的特征向量时，利用余弦相似度对用户的相似度进行计算，最后

的相似度范围应为0-1，得分越高，相似度越高。

[0054] 例如，得到A用户与其他所有用户之间的相似度，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截取排序

结果的前K个用户，然后，根据其他相似用户对于待推送内容的打分，进行用户A权重的预

测，例如，B用户与A的相似度为0.45，对item1的打分为7.6，邻居B与A的相似度为0.47，对于

item1的打分为12.2，两位邻居对于item1的打分应为9.95，结合其他用户，item2的打分为

12.34，则优先推送item2。

[0055] 利用item在历史中的浏览量等信息，对待推送内容的热度进行预测，训练的方法

用logistics  regression时，得到待推送内容热度增加的可能性，例如，待推送内容的打分

为10，当热度增加的可能性为90％时，最终的打分为9，当热度增加的可能性为67％时，待推

送内容的最终打分为6.7。结合热度进行排序后，得到最终的推送排序。

[0056] 本算法为具有权重自适应调整的协同过滤推送算法(WACF)，与热度结合后

(TWACF)会进一步调整推送结果排序，与传统的协同过滤算法(CF)相比，本算法的推送结果

更为有效。表1为不同邻居数量下算法的推送正确率，根据表1可知，本申请的WACF算法比其

他两种算法的推送正确率更高。

[0057] 表1不同邻居数量下算法的推送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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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6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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