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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

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首先利用jaccard相似度

来计算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与真实问题相关

的用户评论之间的相似度，然后使用文本相似度

公式，即余弦定理的两种变种形式tf·idf和

Word2Vec以及BM25Fext分别计算未打标签报告和

已打标签报告的相似度，最后综合两个方面的相

似度对每一个未打标签的报告产生三种类型的

分值，并找出最优值，即选择性能最好的相似度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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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收集少于或者等于3颗星的用户评论信息并进行分类，分为五个类别，即信息

获取、信息搜寻、特征请求、问题发现以及其它；提取问题发现和特征请求类别中的用户评

论信息作为缺陷/特征相关的评论信息；

步骤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关于缺陷/特征的评论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评

论集；

步骤三、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查询条

件；

步骤四、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问题报告

集；

步骤五、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评论集之间

的相似度；

步骤六、使用余弦定理的两种变种形式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个相似度方

程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四得到的问题报告集之间的相似度；

步骤七、综合步骤五和步骤六得到的相似度对每一个查询条件产生最终的分值，如果

相似度分值超过阈值，则将此问题报告标记为“bug”/“feature  reques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值表达式如下：

Scorei＝α×s1+(1-α)×s2

其中，i＝1，2，3，s1为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查询条件和评论集之间的相似分值，s2为

采用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种方法对每个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产生对应方法

的分值，α和(1-α)分别是综合产生Scorei时s1和s2的权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

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评论集之间的相似度分值s1：

其中，R是用户评论文本的集合，Q是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文本集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tf·idf相似度方程计算方法为：

其中，ftd是词t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terms是文档d含有词的总数，#docs是语料库中

文档的数量，nt是含有词t的文档数量；

将问题报告的文本进行预处理成词的集合，将每个词用tf·idf权值表示，则得到问题

报告的向量，得到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tf·idf权重的向量后，直

接计算它们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余弦相似度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Clusteri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集合，BRj表示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即查询条

件；

其中，Ci和Cj分别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向量，ωki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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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集中第k个词汇的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ωkj表示在问题报告中第k个词汇的

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Word2Vect将一个单词映射为语义单

词嵌入，将大量的文本转移到矢量空间，并且文集中的每个唯一字在空间中被分配相应的

矢量，利用skip-gram模型的Word2Vect，在k维中，每个词表示为一个1*k维的向量，文档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映射到空间中：

Cs＝θT·HW

其中θT是文档中单词的tf·idf权重的向量，HW是单词向量矩阵，所述单词向量矩阵中，

第i行表示单词i的单词向量，矩阵通过连接文档中所有单词的单词向量来构造；通过矩阵

乘法，将文档转换为语义类别的向量，用Cs表示；得到Word2Vect向量后，利用余弦相似度公

式计算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相似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BM25Fext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逆文档频率IDF，如下所示：

其中，N表示语料库中文档的数量，Nd表示含有词t的文档的数量；

第二部分中的文档集D的词频TFD定义为：

其中，对于每一个域f，wf是域的权值；occurrences(d[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数；

lengthf是词袋d[f]的型号，即含有词的数量；average-lengthf是整个文档集D中所有文档

的词袋d[f]的型号的平均值，bf是一个决定域缩减的参数，并且0≤bf≤1；

第三部分中的查询条件集Q的词频TFQ定义为：

其中，occurrences(q[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数，q[f]为查询条件袋；

BM25Fext定义为：

其中，t是文档d和查询条件q中同时出现的词，k1是控制TFD(d，t)有效性的调整参数，k1

≥0；k3是控制查询条件中词权重的贡献度的自由参数，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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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软件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

动推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大量的移动应用程序发布到软件市场，这些应用程序的软件维护成为一项重

要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开发人员通常会提交问题报告以报告其中出现的错误，功能和其

他更改。在软件维护过程中，开发人员按照相应的标签来决定哪一个应该先修复。如果问题

报告的标签是“bug”(错误)，这意味着报告描述了严重的错误，开发人员应该先修复这个错

误；如果问题报告的标签是“feature  request”(特征)，这意味着报告描述了软件的用户希

望出现在软件里的新功能，开发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采用报告描述的内容。显然，

“feature  request”的优先级比“bug”低。根据我们的调查，17个最受欢迎的移动应用程序

中的35.6％的问题报告没有添加标签。开发人员很难决定哪个问题应该优先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

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

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收集少于或者等于3颗星的用户评论信息并进行分类，分为五个类别，即

信息获取、信息搜寻、特征请求、问题发现以及其它；提取问题发现和特征请求类别中的用

户评论信息作为缺陷/特征相关的评论信息；

[0006] 步骤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关于缺陷/特征的评论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产

生评论集；

[0007] 步骤三、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查询

条件；

[0008] 步骤四、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问题

报告集；

[0009] 步骤五、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评论集

之间的相似度；

[0010] 步骤六、使用余弦定理的两种变种形式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个相似

度方程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四得到的问题报告集之间的相似度；

[0011] 步骤七、综合步骤五和步骤六得到的相似度对每一个查询条件产生最终的分值，

如果相似度分值超过阈值，则将此问题报告标记为“bug”/“feature  request”。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分值表达式如下：

[0013] Scorei＝α×s1+(1-α)×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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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i＝1,2,3，s1为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查询条件和评论集之间的相似分

值，s2为采用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种方法对每个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产生对

应方法的分值，α和(1-α)分别是综合产生Scorei时s1和s2的权值。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

评论集之间的相似度分值s1:

[0016]

[0017] 其中，R是用户评论文本的集合，Q是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文本集合。

[0018] 进一步地，所述tf·idf相似度方程计算方法为：

[0019] tftd·idft＝tf(t，d)×idf(t)

[0020] 其中，ftd是词t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terms是文档d含有词的总数，#docs是语料

库中文档的数量，nt是含有词t的文档数量；

[0021] 将问题报告的文本进行预处理成词的集合，将每个词用tf·idf权值表示，则得到

问题报告的向量，得到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tf·idf权重的向量

后，直接计算它们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余弦相似度公式如下所示：

[0022]

[0023] 其中，Clusteri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集合，BRj表示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即查

询条件；

[0024] 其中，Ci和Cj分别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向量，ωki表

示在评论集中第k个词汇的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ωkj表示在问题报告中第k个词

汇的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

[0025] 进一步地，所述Word2Vect将一个单词映射为语义单词嵌入，将大量的文本转移到

矢量空间，并且文集中的每个唯一字在空间中被分配相应的矢量，利用skip-gram模型的

Word2Vect，在k维中，每个词表示为一个1*k维的向量，文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映射到空间

中：

[0026] Cs＝θT·HW

[0027] 其中θT是文档中单词的tf·idf权重的向量，HW是单词向量矩阵，所述单词向量矩

阵中，第i行表示单词i的单词向量，矩阵通过连接文档中所有单词的单词向量来构造；通过

矩阵乘法，将文档转换为语义类别的向量，用CS表示；得到Word2Vect向量后，利用余弦相似

度公式计算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相似度。

[0028] 进一步地，BM25Fext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逆文档频率IDF，如下所示：

[0029]

[0030] 其中，N表示语料库中文档的数量，Nd表示含有词t的文档的数量；

[0031] 第二部分中的文档集D的词频TFD定义为：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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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其中，对于每一个域f,wf是域的权值；occurrences(d[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

数；lengthf是词袋d[f]的型号，即含有词的数量；average_lengthf是整个文档集D中所有文

档的词袋d[f]的型号的平均值，bf是一个决定域缩减的参数，并且0≤bf≤1；

[0034] 第三部分中的查询条件集Q的词频TFQ定义为：

[0035]

[0036] 其中，occurrences(q[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数，q[f]为查询条件袋；

[0037] BM25Fext定义为：

[0038]

[0039] 其中，t是文档d和查询条件q中同时出现的词，k1是控制TFD(d，t)有效性的调整参

数，k1≥0；k3是控制查询条件中词权重的贡献度的自由参数，k3≥0。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所述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2] 结合图1，本发明提出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3] 步骤一、收集少于或者等于3颗星的用户评论信息，并加载评论信息分析工具SURF

执行用户评论信息的过滤和分类。在此过程中，包含无效信息(比如只包含“Thankyou！”之

类的不含信息量的句子)的用户评论信息将被过滤掉。其他信息将会被分为五个类别，即信

息获取、信息搜寻、特征请求、问题发现以及其它；提取问题发现和特征请求类别中的用户

评论信息作为缺陷/特征相关的评论信息；通过后续的人工校对，SURF对用户评论信息的分

类精确率达到91.36％。因此输出的与缺陷相关的用户评论信息是较准确的。

[0044] 步骤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对关于缺陷/特征的评论信息进行数据预处

理产生评论集；

[0045] 步骤三、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查询

条件；

[0046] 步骤四、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数据预处理产生问题

报告集；

[0047] 步骤五、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评论集

之间的相似度；

[0048] 步骤六、使用余弦定理的两种变种形式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个相似

度方程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四得到的问题报告集之间的相似度；

[0049] 步骤七、综合步骤五和步骤六得到的相似度对每一个查询条件产生最终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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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似度分值超过阈值，则将此问题报告标记为“bug”/“feature  request”。应用用户评

论信息和已标签报告的信息来对每一个没有标签的报告计算出分值，当产生的分数超过阈

值时，将问题报告视为相应标签的报告。换句话说，问题报告被标记为“bug”/“feature 

request”。否则，问题报告的标签不是”bug”/“feature  request”。

[0050] 在执行所述方法之前，首先对问题报告进行预处理。系统加载python库NLTK和

TEXTBLOB实现以下步骤：

[0051] 1、分词：问题报告或者用户评论信息被切分成若干词汇，这些词汇被用来计算文

本相似度。

[0052] 2、停止词去除：一些停止词(比如“the”“a”“are”等)频繁出现在英文文本中但又

对缺陷定位没有任何具体意义。根据WordNet停止词列表，系统将移除这些词汇。

[0053] 3、词根化：所有的单词将会被转化为它们的根形态，也就是说第三人称单数，过去

时和将来时等时态会被转化为词汇的原始形态。

[0054] 4、名词和动词筛选：通过加载POS标签分类模块识别问题报告和用户评论信息中

的动词和名词。只有这些词汇被用来计算文本相似度，因为它们是文本中最具有代表性意

义的词汇。

[0055] 所述方法中步骤一到步骤七中所涉及的数据预处理同样也执行上述所述的预处

理步骤，即分词、停止词去除、词根化和名词和动词筛选。

[0056] 所述分值表达式如下：

[0057] Scorei＝α×s1+(1-α)×s2

[0058] 其中，i＝1,2,3，s1为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查询条件和评论集之间的相似分

值，s2为采用tf·idf和Word2Vec以及BM25Fext三种方法对每个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产生对

应方法的分值，α和(1-α)分别是综合产生Scorei时s1和s2的权值。

[0059] 所述使用jaccard相似度计算步骤三得到的查询条件与步骤二得到的评论集之间

的相似度分值s1:

[0060]

[0061] 其中，R是用户评论文本的集合，Q是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文本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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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所述tf·idf相似度方程计算方法为：

[0064] tftd·idft＝tf(t，d)×idf(t)

[0065] 其中，ftd是词t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terms是文档d含有词的总数，#docs是语料

库中文档的数量，nt是含有词t的文档数量；

[0066] 将问题报告的文本进行预处理成词的集合，将每个词用tf·idf权值表示，则得到

问题报告的向量，得到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tf·idf权重的向量

后，直接计算它们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余弦相似度公式如下所示：

[0067]

[0068] 其中，Clusteri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集合，BRj表示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即查

询条件；

[0069] 其中，Ci和Cj分别表示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向量，ωki表

示在评论集中第k个词汇的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ωkj表示在问题报告中第k个词

汇的概念向量和tf·idf权重的乘积。

[0070] 所述Word2Vect将一个单词映射为语义单词嵌入，将大量的文本转移到矢量空间，

并且文集中的每个唯一字在空间中被分配相应的矢量，利用skip-gram模型的Word2Vect，

在k维(工作中k＝100)中，每个词表示为一个1*k维的向量，文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映射到

空间中：

[0071] Cs＝θT·HW

[0072] 其中θT是文档中单词的tf·idf权重的向量，HW是单词向量矩阵，所述单词向量矩

阵中，第i行表示单词i的单词向量，矩阵通过连接文档中所有单词的单词向量来构造；通过

矩阵乘法，将文档转换为语义类别的向量，用CS表示；得到Word2Vect向量后，利用余弦相似

度公式计算已打标签的问题报告和未打标签的问题报告的相似度。

[0073] BM25Fext是BM25F的扩展，BM25Fext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逆文档频率IDF，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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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

[0074]

[0075] 其中，N表示语料库中文档的数量，Nd表示含有词t的文档的数量；

[0076] 第二部分中的文档集D的词频TFD定义为：

[0077]

[0078] 其中，对于每一个域f,wf是域的权值；occurrences(d[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

数；lengthf是词袋d[f]的型号，即含有词的数量；average_lengthf是整个文档集D中所有文

档的词袋d[f]的型号的平均值，bf是一个决定域缩减的参数，并且0≤bf≤1；

[0079] 第三部分中的查询条件集Q的词频TFQ定义为：

[0080]

[0081] 其中，occurrences(q[f]，t)是词t在域f出现的次数，q[f]为查询条件袋；

[0082] BM25Fext定义为：

[0083]

[0084] 其中，t是文档d和查询条件q中同时出现的词，k1是控制TFD(d，t)有效性的调整参

数，k1≥0；k3是控制查询条件中词权重的贡献度的自由参数，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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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本发明通过对17个开源移动应用项目中的43,649条用户评论信息和7,174个未打

标签的问题报告进行的评估实验，表1和表2分别显示出对于“bug”和“feature  request”和

标签(17个项目中只有7个含有“feature  request”标签)，当选择最佳阈值时，使用三种相

似性度量方法的性能。(注：F1分值为一种衡量模型精确度的指标，可以看作为准确率和召

回率的加权平均值)。

[0087] 表1问题报告“bug”标签推荐方法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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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表2问题报告“feature  request”标签推荐方法性能比较

[0090]

[0091] 表3展示了当F1分值最高时，所有项目对于”bug”/“featurerequest”标签三种方

法的阈值和α值。

[0092] 表3”bug”/“feature  request”标签三种方法的阈值和α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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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面向移动应用问题报告的标签自动推荐方法，进行了

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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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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