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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个性化实时推荐系统的不足，提出通过构造 BP 树的方法压缩访问事务集。采用一个实时推荐的系统模型，将耗时的数据预

处理放在离线模块，实时推荐采用动态修剪 BP 树的方法，穿过访问模式树的相关部分，利用网页推荐算法得到频繁访问集，生成推荐集。
结果表明该算法只需扫描数据库一次，得到的频繁模式可满足页面实时推荐的快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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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 Recommendation System Based on Web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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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insufficiency of personalized real-time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heor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BP tree method, and compressing visit business collection, using a Real-Time Recommendation System(RTRS) model, putting time-consuming data
pre-processing module on the off-line one, recommending the use of dynamic BP tree pruning method in real-time, passing through the visit of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 pattern tree, obtaining the frequent visit collection by way of the homepag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so as to produce
recommendation collection.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is algorithm only needs to scan the database one time, the frequent pattern obtained can meet the
rapid demands of the Web page recommendation in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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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Web 使用挖掘技术能捕捉到用户的浏览行为和行为的方
式作为智能的 Web 站点，一些研究就是使用的关联规则挖掘
作推荐系统，其中多数研究也试图在生成推荐或为实时的动
态推荐系统之前发现所有的关联规则。
WebWatcher 系统 [1-2]采用跟踪用户浏览 Web 站点的行为
或访问路径方法，学习用户的访问模式，将用户可能感兴趣
的 Web 页在线推荐给用户。还有利用 Apriori 算法用于预处
理之后的数据，挖掘出频繁项集，同时把用户最近访问的几
个页面和挖掘出频繁项集相匹配，关联规则挖掘计算复杂性
高，不易增量挖掘。目前已经存在很多的个性化信息推荐系
统，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多数推荐系统对新用户和访问站点较少的用户的信
息推荐考虑不够，因为新用户和浏览站点较少的用户被系统
收集的用户信息较少，采用的一些推荐算法并不合适。
(2)算法的伸缩性，推荐系统在处理大规模数据量时面临
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难以满足系统实时性要求。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利用 Web 使用挖掘动态的引导用户
选择适当的网页，基于以往的访问记录，立即推荐给下次合
适的网页。通过对当前网站推荐系统以及相关技术的分析，
设计一个实时推荐系统(Real-Time Recommendation System,
RTRS) 结构，主要解决：(1)对 Web 日志进行挖掘时，对 Web
日志文件进行有效的预处理。(2)在预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构
造 BP 树的算法发现用户的频繁访问路径，产生推荐集进行
实时推荐。

2

RTRS模型

本文给出的模型是根据 Web 以往的访问日志，应用数据
预处理的技术，形成事务文件，然后构造 BP 树，利用实时
推荐算法对事务文件进行挖掘，从而挖掘出用户浏览的频繁
访问路径，形成频繁项集，基于这些关联规则设计了一个实
时推荐的模块，为用户提供推荐服务，使浏览的过程成为自
适应的过程。RTRS 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1

RTR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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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模块首先需要对原始的 Web 日志文件进行数据预
处理，小型的网站每天的日志文件也就几兆或几十兆，而大
型的网站每天的日志文件则会超过几百兆甚至几 G，所以对
于如此海量的日志文件进行预处理会非常耗时，必须把这一
步工作放在离线模块中来进行，否则会大大影响实时推荐的
速度。
在线模块模块，其任务就是根据跟踪用户当前点击流及
应用推荐算法计算生成推荐集，实现实时推荐在增量构造 BP
树时，只需扫描一次序列事务数据库即可，同时挖掘算法也
仅仅挖掘相关部分的结构，减少计算时间，因此，整个框架
的效率很高。

3

RTRS关键技术

3.1

离线模块数据的预处理
离线模块数据的预处理过程包括：

(1)数据收集，可以从服务器端数据、客户端数据、代理
服务器端进行，这些数据不仅意味着存放的位置不同，其中
还包含了 Web 世界中不同的浏览模式，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于服务器端。
(2)数据清理，日志中记录的原始数据通常非常大，存在
很多对于挖掘任务没有意义的数据记录和数据项。要删除以
下几类：首先是图片、动画等，要除去 URL 中包含后缀为：
gif, jpg, jpeg, swf, png 等，其次是搜索引擎，这些蜘蛛程序和
其他蠕虫(bot)程序，还有用户请求访问失败的记录，这类访
问的返回代码为 404(请求的页面没有找到)、301(永久删除)、
500(内部服务器错误)，以及由 GET 以外的方式完成的服务
和其他无关的日志。例如：后缀为：css, map, js 等文件。

次数，count(S)为 S 中事务的总数，则 X 的支持度定义为
Support(X)=count(X)/count(S)，如果 Support(X)大于用户给定
的最小支持度 minsp，则称 X 为频繁项目集 [4]。
算法描述

3.2.2

(1)访问模式树 BP 树的定义
访 问 模 式 树 BP 树 由 项 头 表 (header_object) 和 前 缀 树
(prefix_tree)组成。
项头表由 3 个域组成：名称(Item)，支持度计数、节点链，
其中，支持度计数是指该节点的访问数目，节点链指向相同
名字的前缀树的第一个节点。
前缀树包含 4 个子域：名称，计数，子节点链，节点链，
其中，计数代表的是访问这个节点的数目，子节点链是指向
前缀树中的下一个节点，节点链是指向前缀树中相同名字下
一节点的链接，如果没有下一连接，用“Null”表示。
(2)BP 树的构建
首先建立根节点，用 Root 表示，然后扫描事务数据库 S，
为第一个事务创建一个分枝，然后将后面的事务插入到树中，
当处理一个事务时，首先查看当前事务与树已有的分枝之间
是否有相同的共享前缀，如果有，则沿共同路径的前缀上的
每个节点的计数增加 1，为跟随在前缀之后的项创建节点并
与调整相应的项头表中相同节点的链接，如果没有则创建一
个新的分枝，计数置为 1。
本文通过一个实例来构建 BP 树，用户会话如表 1 所示，
BP 树的建立过程如图 2 所示。
表1

Item

01

A, B, C, D

(3)用户识别，目的是对用户唯一性的识别。由于用户端
高速缓存、代理服务器、防火墙以及动态地址池的存在，使
得这一过程的实现较为困难。如：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的用
户在日志文件中的 IP 地址相同；由于防火墙的存在，在服务
器日志中多个用户的 IP 地址相同，动态地址分配又将同一个
用户赋予不同的 IP 地址。
(4)会话识别，就是用户在规定时间内(或称一次浏览内)
对服务器的一次有效访问，通过其连续请求的页面，可以获
得他在网站中的访问行为和浏览兴趣，有 4 种识别会话的模
型 [3] ： 页 面 类 型 模 型 (page type model) ， 参 引 长 度 模 型
(reference length model)，最大前向参引模型(maximal forword
reference model)和时间窗口模型(time window model)。最常采
用的是时间窗口模型，以用户访问时间作为划分会话的分界，
一般间隔时间取 30 min。
(5)路径完整，指完善访问路径，由于存在着客户端的缓
存，用户浏览页面时很可能使用到浏览器的后退功能，这时
要根据用户访问路径的前后页面进行推理，将其中疏漏的页
面补在路径里。
在线模块实时推荐
在线模块根据用户的访问，增量构造 BP 树，增量的模
式可以很快影响下一次的推荐结果。
3.2

基本概念

3.2.1

定义 1 设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可以得到页面集合 E={e1,
e2,…, en}和序列事务集合 S={s1, s2,…, sm}，其中，S∈E 是包
含一系列 E 中的一个序列事务，模式 X 代表浏览行为，将项
集 X 中所含的项目个数称为项集的维数或长度，记为：|X|。
定义 2 设有项目集 X∈E，设 count(X)为 X 在 S 出现的
—48—

用户会话

TID
02

A, C

03

A, B, D, C

04

B, A, C

05

A, B, C, D, E
Root:5
A:4

Item 支持度计数
A

5

B

4

C

5

D

3

E

1

节点链

B:1

B:3
C:2

D:2

C:1
D:1

A:1
C:1

C:1

E:1

图2

BP 树的建立过程

(3)页面推荐算法
页面推荐算法由 2 个算法组成：构造候选子集的算法，
在候选子集的基础上产生推荐集的算法。
推荐算法首先遍历项头表，找到与浏览行为 X[1]相同的
节点，通过发现其节点链一直查找下去，直到节点链为 Null
的节点，只需访问相关部分，对树进行修剪，得到第一个候
选节点，再通过 X 的长度 L 来控制挖掘的深度，返回与 X[index]
相同的下一级候选节点，一直持续到项集的长度，再挖掘所
有的候选子项后，合并相同的节点，计数求和，假设这组计
数满足之前定义的最小支持阈值 ξ，记录它的名字作为推荐
结果组，否则剪切。

构造候选集的算法如下：

B:3

输入 BP 树，项头表，访问事务 X
输出 候选集

C:1

C:1

C:1

D:2

发现第一个候选节点，通过遍历头结点一直到尾节点修
剪节点树获得第一个候选集

图3

Return 候选集 candidate
输入 候选集，最小支持阈值 ξ
输出 推荐集
i=1
l=|candidate|

5

while i<=l then
s=0
j =i+1
while j <=l then
if 候选子集[i] = 临时子集[j] then
//合并相同的节点，然后修剪

从临时子集中修剪临时子集[j]

(b)匹配节点

BP 挖掘实例

//因为修剪了子集，所以长度-1

结束语

本文给出一个基于 Web 日志的实时推荐的模型，使用
BP 树压缩访问信息以便更好地发现频繁序列。为改进搜寻的
性能，BP 树挖掘实现分而治之的方法，只需搜寻树的相关分
枝，而不是遍历整个树，基于该技术，BP 挖掘能实时推荐，
而且每一个推荐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但它也存在可扩展性较
差的问题，当事务数据量很大，节点较多时，内存可能无法
容纳整个 BP 树，从而降低算法的性能。

s>ξ*根节点的数目 then
推荐集=推荐集∪候选子集[i]

return 推荐集

4

E:1

它们的子节点对应不同的推荐集，然后检查支持阈值，
剪切不频繁的分枝，对于每一个推荐结果，它出现的计数必
须满足最小支持度阈值，最小支持度等于 ξ 乘以在 S 中事务
的数目(根节点的总数)，C(2>0.1×5), D(1>5×0.1)满足阈值，
因此，获得推荐集 C 和 D。

产生推荐集算法如下：

L=l – 1

C:1

(a) 选集及其子链图

在第一候选集的基础上，由 X[index]构造从长度为 2~|X|
的下一级候选集

if

D:2

E:1

for index=2 to |X|

s=s+临时子集[j].count

D:1

D:1

C:2

for each 项头表中的每一个节点 do
if 项头表的名称=X[1] then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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