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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查询意图的长尾查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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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９０）

查询推荐是一种提升用户搜索效率的重要工具．传统的查询推荐方法关注频度较高的查询，但对于那些

要

频度较低的长尾查询，由于其信息的稀疏性而难以产生好的推荐效果．另外，传统的方法由于没有考虑查询意图对
推荐结果的影响，故对长尾查询的推荐会受到查询中噪声单词的影响．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词项查询图（ｔｅｒｍ－
ｑｕｅｒｙ

ｇｒａｐｈ）概率混合模型，该模型能够准确地发掘出用户的查询意图．另外，文中还提出了一种融合查询意图的

查询推荐方法，该方法可以将新查询中单词的推荐结果按查询意图自然地融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噪声单词对推荐
结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通过考虑查询意图，可以显著提高长尾查询推荐的相关性．

查询推荐；长尾查询；概率混合模型；查询意图；词项查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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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询推荐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关注于那些频度较

的方法提出了一种可以即建模单向和双向边的社区

高的用户查询．然而，已有研究工作表明‘１ｆ，用户查

发现算法．Ｒｅｎ等人［９１从ＰＬＳＡ的角度出发，给出

询的频度分布服从长尾现象（“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规律，即

了一种概率化的社区发现算法，该算法假设有边

很大比例的用户查询的频度都很低，并且大多数用

相连的两个结点来自于同一个社区．受以上工作

户都会向搜索引擎提交这种长尾查询；但是由于其

影响，我们构建了一种关于词项查询图的概率混

信息的稀疏性，对于这类查询进行相关查询推荐的

合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建模查询和查询之间，以

结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因而，为长尾查询进行有效

及查询和单词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发掘出用户的

的相关查询推荐，将会极大地提高Ｗｅｂ搜索效率，

查询意图．

进而提升用户查询体验．

查询推荐一直是检索领域中一个重要问题．面

针对长尾查询的查询推荐的研究工作开展较

对不同的推荐需求，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和

晚，一些方法通过单词信息扩充查询间的关系，来进

算法．比如Ｍｅｉ等人［１阳使用ｈｉｔ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在ｃｌｉｃｋ—

行推荐．然而这类方法没有考虑到单词在查询中的

ｔｈｏｕｇｈ图上推荐语义相关查询．Ｚｈｕ等人［１妇通过利

不同作用，特别是忽略了查询意图对查询推荐的影

用带停止点的流行排序来推荐多样性查询．Ｇｕｏ等

响，从而导致较差的推荐结果．另外查询中有很多词

人［１２］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推荐方法，该方法将推荐

是噪声词，过分考虑这类词会造成推荐结果偏离用

进行聚类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推荐．最近由Ｂｏｌｄｉ

户的查询意图．实际上一个单词ｔ：对于查询ｇ是否

等人［１３］提出的查询流图（ｑｕｅｒｙ—ｆｌｏｗ ｇｒａｐｈ）也被用

是噪声单词，是由查询ｑ的查询意图决定的．比如有

于查询推荐，他们用在查询流图上进行个性化随机

这样的两个查询“ｗｗｗ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和

游走的方法进行查询推荐．在Ｂｏｌｄｉｎｏ等人口４３的工

ｎｅｔ”，尽管这两个查询均包含

作中，他们将查询流图映射到低维的欧式空间中进

“ｗｗｗ ｗｉｋｉ ｃｏｍ

“ｗｗｗ”这个单词，但是所起作用明显不同，前者

行查询推荐．

“ｗｗｗ”表示该查询是关于国际互联网大会，而在
“ｗｗｗ ｗｉｋｉ ｃｏｒｎ

ｎｅｔ”查询中，“ｗｗｗ”却是无关紧要

的噪声词．

长尾查询的推荐是近年来人们比较关注的问
题．尽管这类查询中单个查询发生的频率较低，但其
整体却占所有查询中不小的一部分．Ｓｏｎｇ等人口５３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了一种关于词项查询图

利用伪反馈的方法扩展长尾查询的信息，通过ｕｒｌ

的概率混合模型．具体地讲，该模型用概率的方法建

信息将ｃｌｉｃｋ ｇｒａｐｈ和ｓｋｉｐ ｇｒａｐｈ的推荐结果融合

模查询意图，并解释了词项查询图中每个查询、每个

在一起．Ｐａｎｄｅｙ等人［１胡对长尾查询中的广告效用

单词以及每条边的产生过程．通过该模型，我们可以

进行了分析．Ｓｚｐｅｋｔｏｒ等人口７３利用模板和额外的本

清晰地表示出蕴藏于词项查询图中的不同查询意图．

体信息对长尾查询进行推荐．在Ｂｏｎｃｈｉ等人［１８３的

另外，我们还提出一种新的长尾查询的推荐方法．该

工作中，长尾查询被分解到单词，然后通过随机游走

方法通过查询意图来衡量单词在查询中所起的作用，

推荐查询．受该项工作的启发，我们也使用了查询中

将不同单词的推荐结果按查询意图整合起来．实验数

的单词信息，但我们的方法建模了查询意图，因而能

据表明我们的方法能够推荐出更加相关的查询．

产生更加相关的推荐结果．

２相关工作

３

基于查询意图的长尾查询推荐方法

概率混合模型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比较流行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词项查询图的定义，

数据分析方法．借助其清晰的定义和解释，概率混合

然后我们将介绍一种基于词项查询图的概率混合模

模型被用到多个研究领域，如文本分析［２］、协同过

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用户的查询意图．最后，我

滤［３］、社会网络分析［４１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

们基于查询意图，用词项查询图上的个性化随机游

作是Ｈｏｆｍａｎｎ［５３提出的ＰＬＳＡ模型和Ｂｌｅｉ等人［６３

走进行长尾查询推荐．

提出的ＬＤＡ模型．最近人们开始尝试用混合模型

３．１词项查询图

去解决社区发现的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

由于词项查询图是查询流图的一种扩展，因此

Ｎｅｗｍａｎ等人［７１提出的社区发现算法，能够发现可部

我们先介绍一下查询流图．查询流图是由Ｂｏｌｄｉ等

分重叠的网络社区．Ｒａｍａｓｃｏ等人［８］基于Ｎｅｗｍａｎ

人［１３］提出的一种新的用于挖掘查询日志信息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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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查询流图利用查询日志中的会话信息，将不同的

Ｅ是查询流图中边的集合，如果两个查询ｑ。，ｑｂ是同

查询连接起来构成一同质有向图．具体的说，如果我

一个查询会话中的连续的两个查询，那么在查询流图

们在查询日志中有一查询会话集合Ｓ，我们用Ｇ一

中就有一条从ｑ。指向ｑ。的有向边．Ｗ是边的权重集

（Ｖ，Ｅ，Ｗ）表示与其对应一个查询流图，其中结点集

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权重的定义不同，这里我们仅用

合Ｖ—ＱＵ｛５，ｔ），Ｑ是集合Ｓ中的所有查询，ｓ，ｔ分

查询会话集合中的查询问转移频率来表示边的权重．

别表达两个特殊的虚拟结点：开始结点和终止结点。

图１展示了从一组查询会话中构建查询流图的过程．

查询会话

查询流图

图１查询流图的构建

在查询流图中，查询结点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

词项查询图的概率混合模型．实际上，我们的模型基

查询会话中连续共现信息来建立．实际上在查询流

于如下几点假设：（１）每一查询都是产生于某种查

图中有大量的查询虽然没有边相连，但是却因为包

询意图．（２）在某一查询会话中，相邻的两个查询来

含同样的单词而具有相似或相关的语义．于是，

自于同样的查询意图．（３）组成某个查询的所有单

Ｂｏｎｃｈｉ等人［１８］提出一种被称为词项查询图的包含

词都来自同样的查询意图．这几条假设比较简单直

单词信息的扩展查询流图．如果还用Ｇ一（Ｖ，Ｅ，Ｗ）

观，符合人们对查询及查询问关系的理解．具体的

表示某一查询流图，而用Ｇ７一｛Ｖ７，Ｅ７，Ⅳ７）表示其

说，每一查询都是产生于某种查询意图，查询中单词

对应的一个词项查询图（如图２所示），那么Ｖ７一

蕴含了该种查询意图，用户在查询提交给搜索引擎之

ＶＵ Ｔ，Ｔ一｛Ｗ。，Ｗ：，…）表示所有查询中的单词集

后，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将会提交不同的查询来

合．Ｅ７一ＥＵＥＴＱ，ＥＴＱ表示词到查询的边集合，这样

重新表述其查询意图．因而，查询会话中连续的查询

的边可定义为，如果某一查询ｑ包含某个词Ｗｉ，那

是用户对其某一查询意图的多种表述．基于这样的认

么就有一条边Ｗｉ—ｑ．Ｗ７一ＷＵＷｍ，ＷＴＱ表示从
单词到查询的转移频率集合．图２给出了图１对应
的词项查询图．简洁起见，在词项查询图中，我们没
有将起始节点Ｓ和终止节点ｔ绘出．

识，我们可以分析词项查询图中查询与查询、查询和
单词间的关系来挖掘出查询意图和单词的相互关系．
同传统的话题模型一样，这里我们也采用单词的分
布来表达用户的查询意图．但是，相对于传统的话题
模型（ＬＤＡ［６］，ＰＬＳＡ［５］），我们所学得的单词分布不
仅能反映出单词的共现语义性质，而且能通过建模词
项查询图中查询和查询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影响查询
中单词的产生方式，从而达到建模查询意图的目的．
图３展示了产生词项查询图的概率图模型．具
体的说，如果我们有一词项查询图Ｇ７，其中查询节

点的个数是Ｎ，查询和查询之间的边的数目是Ｍ，
单词集合是Ｔ．我们假设这样的Ｇ７是由Ｋ个查询意
图产生的，Ｂ是关于查询意图ｒ的ｌ Ｔｌ维多项分布，
Ｔｌ表示单词集合的大小．我们用‰来表示Ｇ７中连
接查询１２，ｂ的边．ｇ。。是一指示器变量，用来说明边
图２词项查询图

３．２基于词项查询图的概率混合模型
这一节将具体介绍我们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关于

万方数据

％来自于哪个查询意图．玎是整个Ｇ ７中关于查询意
图的Ｋ维多项分布．Ｗ表示在查询中出现的单词，
１２

１和Ｉ ｂ１分别表示查询口和ｂ中单词的个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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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我们用Ｑ，ｉ来表示在查询ｄ中单词硼ｉ出现的
次数，用Ｇ口。来表示连接节点ｎ和ｂ边的权重，使用

，弘ａ，，＝＝Ｐｒ（ｇ。ａ＝ ｒ｜ｅ。。）＝ ：！：！：ｊ：｛；铲
一可』坐旦—立生Ｌ
兀，Ⅱ卢野Ⅱ卢警ｔ

如上的符号的定义，我们给出一条连接查询ｎ和ｂ
的边ｅ。。的产生过程：

（４）
…

Ｋ

∑丌，Ⅱ卢野Ⅱｐ警ｔ
ｒ２１

ｉ：ｗｉ∈％

ｉ：ｗｉ∈％

从该式可以看出础，，反映了第ｒ个查询意图对

匾№圃

有了以上的关于隐变量ｇ。。的后验估计，我们就
可以写出如下关于Ｇ７的对数似然函数：

Ｍ

７

＼

、

产生边Ｐ曲的贡献程度．

ｌｎＰｒ（Ｇｌ ７ｆ，ｐ）一

∑Ｇ。。弘，ｌｏｇ（∑丌，Ⅱ卢黟Ⅱ卢身ｔ）（５）
ｒ２１

ｅａｂＥＥ

ｉ：ｗｉ∈％

ｉ：”ｉ∈ｑｂ

我们在上式中加入丌和卢的概率归一性约束，
图３产生词项查询图的概率图模型

过程１．

就得到如下目标函数：

产生边ｅ。。的过程．

１．对于边‰，我们首先按照Ｋ维多项分布丌

ＬＬ一∑∑Ｇ４６７幽，ｌｏｇ（丌，１－［ｐ箩Ⅱ卢墨‘）一
气６∈Ｅ

选取某个意图ｒ．

ｒ＝１

ｉ：ｗｉ∈％

ｉ

２■∈％

ａ（∑丌，一１）一∑肛（∑ｐ，，一１）

２．对于查询口，我们按照１ Ｔ１维多项分布房选取

（６）

其中口，且是拉格朗日因子．我们将上式分别对丌和

Ｉ口１个单词组成查询口．
Ｔ Ｊ维多项分布Ｂ选取

３．对于查询ｂ，我们按照Ｊ

卢求导数，并令各自结果为０．化简后可得到如下的
公式：

ｌｂｌ个单词组成查询ｂ．
根据上述过程，我们可以写出产生边气。且

∑Ｇ曲７也，

７ｆ，一｛生Ｌ—一
∑∑Ｇ。ａ叩砒，

ｇ曲一ｒ的概率如下：
Ｐｒ（Ｐ。６，９４６一ｒ）一Ｐｒ（醌６一，．）·

（７）

ｒ一１ ｅａｂ∈Ｅ

ＩＩＰｒ（硼。Ｉｔ）Ｑｎ．ｔⅡＰｒ（叫：Ｉｒ）ｑ．ｔ

一丌ｒⅡ卢黔Ⅱ卢寰
ｌ：叶Ｃ－ｑａ

∑（Ｑ口，ｉ＋Ｑ。）Ｇｏ。叩如Ⅱ（叫。Ｅ

（１）ｐ产—萨

ｉ２１气６∈Ｅ

（８）

Ｋ

Ｐｒ（％）一∑兀，Ⅱ卢黔ⅡＪ８身ｉ
ｒ＝１

ｔ：叶∈％

（２）

ｉ：’∈如

通过建模每一条边的产生概率，我们可以得到
关于整个Ｇ７似然函数如下定义：

ｌ丌，卢）一ＩＩ（∑丌，ＩＩ鼹ｚ ＩＩ卢身ｔ）％
ｒ一１

ｌ：Ⅵｌ∈ｑａ

从上式可以看出，丌和口是控制似然函数
ｌ丌，口）参数．一般来说，通过最大化似然函数可

以将模型参数求出，但是由于上式中连乘的每一项都
是由累加计算而来，这使得直接最大化似然函数比
较复杂．基于这种考虑，这里我们采用ＥＭ算法来
迭代的最大化似然函数，同时求出各个参数的值．
在模型中，我们用隐变量ｇ。。指示边属于哪个查

询意图．令枷，，＝Ｐｒ（ｇ。。一ｒ１ Ｐ曲），那么关于枷，，就
可以写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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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垆㈦三乩－－－－－ｔｒｕｋｅ

㈤

值，然后按照式（４）、（７）、（８）迭代计算，就可以得到

ｉ：”ｉ∈ｑｂ

（３）

Ｐｒ（Ｇ７

上式中，Ⅱ（·）是指示函数，定义如下：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首先随机初始化丌和Ｊ８的

Ｋ

ｅａｂ∈Ｅ

Ｖ叫；∈６）

∑（∑（Ｑ口。ｉ＋Ｑ６，。）Ｇｄ叼机，Ｉ（ｗｉ Ｅａ ＶｗｉＥｂ））

ｌ；ｗｉ∈％

将变量ｇ。。积掉，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边‰的概率：

Ｐｒ（Ｇ７

ｄ

关于模型参数丌和卢的估计值．ＥＭ算法保证了迭
代的收敛性，并且每次迭代都会使对数似然函数增
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某一阈值作为终止迭代
的条件，当对数似然函数的增幅小于这一阈值之后
便认为收敛．ＥＭ算法是确定性算法，其迭代终止时
得到的结果是由参数初始化值而定的．因此我们可
以进行多轮迭代，将其中拥有最大似然函数值的那
轮迭代的参数作为最后结果．
３．３结合查询意图的长尾查询推荐
在文献Ｄ８］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利用词项查询图
对长尾查询进行推荐的方法．该方法首先从查询会

计

算

机

学

报

话中构建出词项查询图，然后对于某个长尾查询

较大，因而能够对ｚ。ｒ。产生相对重要影响．同时由于

ｑ一｛ｔ。，ｔ：，…，ｔ。），利用如下概率转移矩阵Ａｉ计算每

我们用Ｐｒ（ｒＩｑ。）来权衡不同意图的重要程度，故对

个单词ｔｉ在词项查询图上通过个性化随机游走而得

于ｑｃ蕴含的那些不明显的意图（即Ｐｒ（ｒ ｑ，）比较

到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向量ｚ㈤：

／ｂ），其对ｚｔ的最后得分影响也较小．

Ａｉ一（１一Ａ）Ｗ＋Ａ１Ｐｊ

（１０）

其中，ｗ是由Ｇ ７一｛Ｖ７，Ｅ７，ｗ７）的邻接矩阵按照行

４

实

验

进权重归一化得到的矩阵，Ａ∈［ｏ，１］是个性化随机
游走中远距传输概率（ｔｅｌ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ｅ。

是一个Ｉ Ｖ７ ｌ维的行向量，该向量除了第ｉ个元素是
１，其余全是０．１是各元素全是１的Ｉ Ｖ７ Ｉ维行向量．

传统的方法将ｑ中每个ｔｉ计算出来的％，按照

４．１数据集
我们实验数据来源于某商业搜索引擎３个月的
搜索日志．我们从中剔除了非英语的查询，并将所有
的查询中的单词转化为对应的小写单词．我们按照
３０ｍｉｎ的时间间隔将查询切分成查询回话，构建查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积相乘：
（１１）

询流图．为了减小噪音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去除了所

其中，ｚ。即是Ｇ ７中每个结点关于查询ｑ的推荐得分．

有发生频率小于３次的边，并使用ｎｌｔｋ工具包中的

然后将得分较高的结点所对应的查询取出作为查询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算法对所有单词提取词干．我们选取了其

ｑ的推荐．

中最大的一个连通子图来构造词项查询图，该子图

ｚ口＝ｚ（１）。ｚ（２）。…。ｚ（。）

从式（１１）可以看出，传统方法使用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包含１６ ９８０个不同的查询、５１ ２１４条边以及８７１３个

积时，将每个单词ｔｉ等同看待，且不考虑ｑ的查询意

不同的单词．实验中我们经验选取意图的个数为

图和每个单词ｔ。的相互关系，这样就会造成一些噪

６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并均取得相似的实验效果，这里我

音单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ｑ的最后推荐结果．

们仅报告话题个数Ｋ一１００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利用查询意图来衡
量每个单词ｔ。对查询ｑ的重要程度，从而达到消除

４．２评价查询意图
在表１中，我们展示了３个随机选取的查询意
图，并将每个词按照Ｐｒ（硼；ｌ ｒ）的大小进行排序，这

或减缓噪音单词对查询推荐的影响．
在上一节中，我们可以计算出查询意图的分布

里我们仅展示了每种查询意图中排序最高的１０个

丌和查询意图关于单词的分布口．对于一个新来的查

单词．为了方便辨认，我们将词干还原成对应的单

询ｑ。，利用贝叶斯公式可得到该查询关于查询意图

词．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清晰地反映了各个查询意

的分布：

图，其中第一列是关于移动通信的，第二列是关于汽

胁ｋ，一掣些止！一面二塑』兰

车的，第三列是关于航空旅行的．
表１在３个查询意图中的高频词

∑Ｐｒ（ｒ）Ｐｒ（ｑ。Ｉ ｒ）∑（丌，Ⅱ卢囊ｔ）
ｒ２１

ｒ２１

ｉ

ｗ１．∈＆

（１２）

因此对于每一种查询意图ｒ，ｑ。中的每个单词ｔ。
关于该意图的重要性可以用Ｐｒ（￡；Ｉ ｒ）一Ｂ，ｉ来表示．
利用ｑ。中每个ｔｉ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ｚ∽，我们可以计算
在该种意图ｒ下ｑ。的推荐得分：

Ｚ、ｒ一诒ｉ。维；…。。《葛

（１３）

将不同的ｚ：，以Ｐｒ（ｒｌ ｑ。）为权重累加起来，就
得到最后我们关于ｑ的推荐得分：

４．３评价长尾查询的推荐
这一节我们将评价对长尾查询的查询推荐质量．

ｚ啡一∑（Ｐｒ（ｒ ｑｃ）·（兹？。如；…～。ｒ。，ｍ，））
（１４）

从式（１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单词的％，会
由于当前查询ｇｃ属于不同的查询意图ｒ而表现出不

我们将文献Ｅ１８］中提到的方法作为基准方法．基准方
法和我们的方法均使用相同的Ａ—ｏ．７来计算长尾查
询ｑ一｛ｔｌ，．”，ｔ。）中每词ｔｉ对应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向量ｚ（ｆ）．
表２中列出了两个随机选出的长尾查询：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ｉｎｂｏｘ”．“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同的重要性．那些关于意图ｒ比较重要的单词ｔｉ，由

为例子，来比较我们的方法和基准方法产生的推荐

于其ｐ。比较大，故礁ｉ中各个结点得分的差异也比

有效性．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方法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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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推荐查询同原查询更相关．而基准方法给出的

重（Ｐ，一（叫ｌ ｒ）一Ｂ．。较大），使得计算出来这些节点的

查询由于等同看待查询中的每个单词，因而推荐出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在该权重的作用下具有较强的区分能

的查询是那些与每个单词都尽量相关的查询．从而

力，对最后的排序结果的影响也较大，从而推荐效果

导致了在整个词项查询图中比较流行的查询（如

也就更好．如图４的例子所示，我们有一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被推荐出来．我们的方

ｍａｐｑｕｅｓｔ，ｂａｎｋ ｏｆ

法通过查询意图来衡量单词关于查询的重要性，因
ｃｏｄｅ

而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单词ｗ（如“ｚｉｐ

ｆ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中的“ｚｉｐ”和“ｃｏｄｅ”）赋予更多的权

向量ｚ㈤一［ｏ．６

０．１］Ｔ，相对于不同的单词

０．３

权重ｐ…一０．１，ｐ∥一０．９得到的两个排序值对每
个节点有明显不同的区分性，那些Ｐｒ（Ｗｌ

ｒ）一Ｄ．。

较大的ｚ船区分力较大．

表２两个长尾查询推荐的对比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ｉｎｂｏｘ”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ｆｏｒ

我们的方法

基准方法

我们的方法

基准方法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ｍａｐｑｕｅｓｔ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ｍａｉｌ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ｒｎ

ｗｗｗ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ＷＷＷ ｍａｉｌ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ｒｎ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ｃｉｎｇｕｌａｒ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ｃｏｒ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ａｐｑｕｅｓｔ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ｍａｐ

ｍａｉｌ

ｅ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ｍａｐ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ｗｈｉｔｅ

ｓｂｃ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ｉ

ｒｅａｌｔｏｒ ｃｏｒｎ

ｇｍａｉｌ

ｋ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ｄｅｐｏｔ

ｚ０。．１＝ｌ

ｏ．３

ｍ ９５

Ｌ０．１Ｊ

＝

㈨

００

９

厂ｏ．６］“９

。譬：ｌ

ｏ．３

Ｌｏ．，ｊ

∽ ７９

ｆｉｎｄｅｒ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ｙａｈｏｏ ｗｅｂ ｍａｉｌ

厂ｏ·６］。

ｃｏｄｅ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ｄｏｌ

ｗｗｗ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ｉｌ ｃｏｒｎ

ｂａｙ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ａｒｅａ

ｑｕｅｓｔ

ｙａｈｏ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ｐ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ｐａｇｅ

ｃｏｄｅ ｌｏｏｋｕｐ

ｚｉｐ ｃｏｄｅ ｌｏｏｋｕｐ
ａｒｅａ

ｃｏｄｅ ｆｉｎｄｅｒ

ｒｏ．６３］

：Ｉ

ｏ．３４

Ｌｏ．，３Ｊ

图４查询意图对排序值的影响

另外，我们请了３位评价者来人工地标记推荐
查询的相关性．这里我们采用３级标注法，其中０分
表示根本不相关，０．５分表示部分相关，１分表示完
全相关．我们从已有的查询日志中随机地产生１００
个在词项查询图中没有出现过的查询，同时要求组
成这些查询的单词包含在词项查询图内．我们按照
图５相关性得分对比

式（１５）计算关于查询ｑ的相关性得分（ＲＳ）．其中ｑ
表示当前查询，ｋ表示关于ｑ的推荐查询个数，Ｌ一
｛ｚ。，ｌ。，…，ｚ。）表示各个推荐所得分数．

５

总

结

女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查询意图的长尾查询

∑ｌ。

ＲＳ－一｝

（１５）

其中ｑ表示当前查询，ｋ表示关于ｑ的推荐查询个
数，Ｌ一｛ｚ。，ｚ。，…，厶）表示各个推荐所得分数．
我们按照推荐分数进行排序，并选取前是一１，
３，５，７，１０个查询让用户标注同源查询的相关性．
图５展示了我们的方法和基准方法随机选取１００个
查询的平均相关性得分的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推荐
查询个数的增多，越来愈多的不相关的查询被推荐
出来，所以基准方法和我们的方法的相关性得分都

推荐方法．不同于以往关于长尾查询的推荐方法，本
文提出了一种概率混合模型来挖掘词项查询图中的
查询意图，在该模型中我们将查询意图定义为单词
的分布，因而可以从单词的角度去预测长尾查询的查
询意图．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种根据查询意图来集成
单词的个性化随机游走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衡量单
词在查询中的重要程度，对长尾查询进行推荐．实验
验证了我们推荐方法的有效性．在以后的工作中，我
们将会考虑ｕｒｌ等信息，进一步提高推荐效果．

在变差．但显而易见，由于我们的方法考虑了查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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