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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交网络链接预测能够获取丢失链接的重要信息, 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 现有链接预测算法
或因无法充分利用信息或因无法捕获全部特性而在链接预测精度上有所欠缺. 为提高链接预测精
度,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算法 —— 监督联合去噪模型 (supervised joint denoising model, SJDM), 该算
法把链接预测问题看作一个有监督的矩阵 “去噪” 问题. 为了能够获取理想社交网络矩阵, 该算法综
合利用现有用户特征信息和链接信息去训练一个映射函数. 该函数能够通过现有社交网络链接矩阵
获取理想社交网络链接矩阵, 完成链接预测. 获取的理想社交网络链接矩阵是一个权重矩阵, 采用
该矩阵进行社区发现能取得比采用原矩阵更佳的效果. 本文采用 5 个真实社交网络对 SJDM 算法
进行了验证, 实验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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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线社交网络 (online social network, OSN) 已深入大众生活, 成为人们重要的沟通及交友工具.
同时, 在线社交网络在政治经济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比如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 链接预测
(link prediction) 研究是社交网络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应用很多 [1] , 比如朋友推荐 [2] 、寻找潜在合
作者 [3, 4] 、寻找跨领域合作伙伴 [5] 、在学术社交网络中寻找专家或者合作作者等 [6, 7] . 本文所研究的
链接预测主要指利用已知社交网络信息预测未知链接. 如图 1 所示, 图 N 为已知链接 (实线), 图 N̄ 为
未知链接 (虚线), 本文链接预测研究是指利用图 N 的已知信息去预测图 N̄ 中的未知链接.
已有较多学者对社交网络链接预测问题进行了研究 [1] . 有些学者的研究基于节点对之间的相似
性 [8∼10] , 这类研究基于一个基本的思想: 节点对之间越是相似, 它们之间存在链接的可能性越大. 有些
学者基于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研究 [11∼13] , 即使最简单的没有节点和边属性的网络, 其网络结构、
引用格式: 郝占刚, 章伟雄, 陈政. 基于监督联合去噪模型的社交网络链接预测.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7, 47: 1551–1565, doi:
10.1360/N112016-00262
Hao Z G, Zhang W X, Chen Z. Link predict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supervised joint denoising model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17, 47: 1551–1565, doi: 10.1360/N112016-00262

c 2017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郝占刚等: 基于监督联合去噪模型的社交网络链接预测

N

N

图 1 链接预测问题示例图
Figure 1

Example of link prediction

网络特征也能够对节点相似性的研究提供帮助, 而且现实中很多社交网络是很复杂的. 有些学者基于
社会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14, 15] , 这些学者使用经典的社会理论, 比如社区理论、强弱联系理论、
同质性理论等对链接预测问题进行研究. 有些学者基于特征、内在属性和外在信息提出了基于学习的
链接预测方法 [16, 17] .
Chen 等 [18] 基于矩阵 “去噪” 理论提出了 mDA 算法用于领域适应学习研究, 其也可用于社交网

络链接预测. 但该算法仅利用网络结构信息, 而无法利用用户特征信息, 这也降低了其链接预测精度.
为提高链接预测精度, 本文提出一种新方法 —— 监督联合去噪模型 (supervised joint denoising model,
SJDM), 该方法把链接预测问题看作一个有监督矩阵 “去噪” 问题. 与 mDA 相比, 新模型是专门针对
链接预测问题而构建的一个全新模型, 该模型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结构信息和用户特征信息, 具有更高
的预测精度. 该方法把已有社交网络看作一个不完整网络, 这种不完整是相对于理想社交网络而言 (理
想社交网络指充满所有链接的网络, 所有链接指所有两个用户之间应该建立的链接, 建立链接的两个
用户在社交网络中有可能成为朋友, 当然并不是所有用户之间都存在链接). 这个思路类似于深度学习
中使用的降噪自动编码器. 在降噪自动编码器方法中, 去噪方法被广泛地使用在深度网络的初始化中.
其思路是希望深度网络中的 “编码” 层可以更好地概括拥有缺失信息的数据, 并由 “解码” 层来重构完
整的数据. 而在社交网络中如果把最终需要预测的网络看作完整的数据, 那么当前观察到的网络就是
拥有缺失信息的网络, 其中很多链接没有被观察到. 该方法主要是构造一个函数, 该函数能够把已有
社交网络映射到理想社交网络. 在社交网络中, 一个用户和另一个用户是否建立链接受以下两个因素
的影响很大: 一是两个用户之间的相似性, 两个用户的相似性越高, 二者之间建立链接的可能性越大,
比如同属某个城市、同属某个大学等; 二是两个用户和其他用户的链接, 比如用户 u1 和 u2 , 如果两个
用户之间拥有共同朋友 u3 , 二者就有可能建立相互链接. 尽管这些数据可能存在 “噪声”, 但这些数据
对用户之间是否建立链接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用户信息和网络拓扑结构
信息建立一个映射函数, 通过该函数去获取理解社交网络.
为构造所需函数, 本文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权重矩阵范数最小化问题, 通过解这个最小化问题, 得
到所需函数. 通过该函数, 能够获取一个带权重的理想社交网络, 基于该社交网络的社区发现效果要
优于使用原社交网络. 本文方法主要贡献如下:
(1) 在准确性方面, 通过在 4 个较小规模和 1 个大规模真实社交网络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 无论

是在小规模社交网络还是在大规模社交网络中, SJDM 方法都能够显著地提高社交网络链接预测的
精度.
(2) 在计算效率方面, SJDM 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局部的算法, 比起基于全局的算法, 它在空间

复杂度和时间消耗上都要更小. SJDM 算法实际运算中可以采用低秩近似, 低秩矩阵能够节省大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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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间, 提高计算效率.
(3) 可以提供更准确的朋友推荐, SJDM 算法获取的加权矩阵能够提供任意一个用户 ur 和其他所
有用户的链接强度排名, 可以据此得出推荐排名. ur 和排名靠前用户成为朋友的概率显然更高, 从而
提高朋友推荐的准确性. 而加权矩阵中的负值则意味着两个用户之间不应该存在链接, 在做推荐时一
定要避免.
(4) 在应用拓展方面, 通过 SJDM 方法获取的加权理想矩阵可以用于社交网络中的社区发现, 能
取得更佳效果.

2

相关工作

现有社交网络链接预测算法可以分为两类: 基于特征的模型和隐变量模型. 下面对这两类算法在
近几年的文献做简要综述.
基于特征的模型. Bhattacharyya 等基于用户关键词的相似性对用户之间的相似度进行评估; 他
们定义了一个 “森林模型”, 并通过该模型在语义相关性基础上来链接相关关键词; 基于该模型, 他们
定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函数来量化用户之间的相似性 [1, 8] . Papadimitriou 等 [19] 定义了一个新的节点
相似度衡量方法, 该方法综合利用网络的局部和全局特征. Symeonidis 等 [20] 采用谱聚类的方法对社
交网络的链接预测进行了研究; 他们通过降维的方法获得一个更小的矩阵, 采用该矩阵能够提高预测
效果; 他们不但计算了类内节点之间的相似度而且计算了不同类之间的节点相似度. Bastani 等 [21] 提
出模糊模型对社交网络链接预测进行研究, 他们基于粒计算和模糊逻辑提出了两种新的相似指数, 并
且基于多个链接预测模型提出了一个新的复合模型, 该模糊模型能够通过更好的网络特征表示来提高
链接预测精度. Bliss 等 [22] 提出一个基于领域相似性和节点相似性的线性组合模型, 并采用自适应协
方差矩阵进化策略对该模型权重进行优化, 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进行链接预测. Bayrak 等 [23] 针对基于
位置的社交网络提出一个基于语境特征的链接预测方法, 该方法能够提高预测的精度. Xie 等 [24] 提出
了一种联合预测特征模型, 该模型考虑了用户的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 并把链接预测问题转化为一个
分类问题进行研究.
隐变量模型. Zhu 等 [25] 提出一个混合时间序列链接预测模型, 把社交网络用户的时间因素和
整个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相结合进行社交网络链接预测. Liu 等 [26] 首先构建了一个特征转化方法,
该方法能够把原有特征大大简化, 简化后特征将比原特征更能提高链接预测精度; 其次构建基于受限
Boltzmann 机的深度学习算法进行链接预测, 这是个无监督算法, 其仅使用小样本训练即可取得良好
效果. Gong 等 [27] 对社交 – 属性网络方法进行了扩展, 该算法能够基于网络结构和节点属性对社交
网络链接进行预测, 他们把该算法与几种监督和无监督链接预测算法相结合来对社交网络链接进行预
测. Panwar 等 [28] 提出一种启发式算法进行社交网络的链接预测, 其研究的社交网络主要为研究者或
作家社交网络. He 等 [29] 提出一种基于 OWA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操作算子的链接预测方法,
在该文中采用 3 种不同的 OWA 算子进行链接预测,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Sherkat 等 [30] 提出一种基于
蚁群算法的社交网络链接预测方法, 蚁群算法主要用来发现特殊的子图, 通过对这些子图进化的研究
去预测社交网络的新链接. Nguyen-Thi 等 [31] 基于 boosting 学习算法提出一种新的迁移学习框架, 该
框架包括一个包含 RBF 核函数的 SVM 分类器; 在该框架中, 他们使用两类特征对社交网络链接预测
进行研究.
对基于特征的模型而言, 特征是其进行链接预测的根基, 但现实中有些特征不易获取, 获取的特
征也可能存在 “噪声”. SJDM 算法尽管也需要用到特征, 但需要的特征数可以比较少, “噪声” 特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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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算法流程示意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SJDM algorithm

其影响很小, 而且特征只是算法所需信息的一部分. 社交网络往往呈现 “同质性 (朋友的朋友)” 和 “统
计上相同” 两种特性 [32] , 隐变量模型很难同时获取这两种特性, 而 SJDM 算法则可以同时获取, 从而
提高预测的精度.

3

SJDM 算法

本文使用大写字母 X, Y 表示矩阵, 使用小写字母 x, y 表示列向量, (X)ij 或 Xij 表示矩阵 X 的
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X 在本文中表示一个现有的 n × n 社交网络链接矩阵, 在该矩阵中只有一些现存
链接, 非常稀少, 是一个 0, 1 稀疏矩阵. 如果 Xij = 1, 表示第 i 个社交网络用户和第 j 个社交网络用
户之间存在链接, 否则表示两个用户之间不存在链接, 在该矩阵中存在大量的数字 0, 即大量用户之间
不存在链接. 数字 0 在社交网络中表示两种含义: 一是两个用户之间应该存在链接, 但现有的社交网
络并没有反映出来; 二是两个用户之间不应该存在链接, 但现有社交网络也无法反映. 因此, 本文希望
能够建立一个新的链接矩阵 Y , 该矩阵包含所有应该建立的链接, 也可以清晰地表示不应该建立的链
接. 为了能够顺利获取该矩阵 Y , 本文把社交网络链接预测问题看作一个有监督机器学习问题. 通过
解该问题, 获取一个函数 h ∈ H , 该函数能够把已有矩阵 X 映射到预测矩阵 Y , 即 Y = h(X). 算法
流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3.1

问题构建

因为矩阵 X 是不完整矩阵, 缺少很多链接, 本文希望基于该矩阵去发现缺失的链接. 相对于 Y 而
言, X 中包含的链接很少, 其可以被看作是从 Y 中随机抽取若干链接后所形成的链接矩阵. 我们希望
训练一个映射函数 h, 通过该函数能够把 “被破坏的” 矩阵 X 映射到目标矩阵 Y . 因为目标矩阵 Y 是
希望获取的, 是未知的, 因此直接通过矩阵 X 获取映射函数 h 是非常困难的. 为获取该函数, 本文使
用一个数据驱动的有监督判别学习算法来训练该函数. 首先对现有矩阵 X 进行进一步的 “破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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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一个更深层次 “被破坏的” 矩阵 X̃. 然后希望通过 X̃ 来训练函数 h, 并使得 h 能够把矩阵 X̃
映射到矩阵 X. 如果该函数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就认为该函数也能够把现有的社交网络矩阵 X 映射
到目标矩阵 Y , 也就可以完成链接预测任务. 现有链接可以认为是从完整链接中随机抽取后所形成的,
而完整链接中的任意一个链接被抽取到概率是相同的, 因此可以假设 X 是通过对 Y 进行均匀随机抽
取后所形成的矩阵.
对本文函数训练来讲, 除了社交网络本身的链接信息可以被利用外, 用户特征对于函数训练也具
有相当的价值, 把这些信息也整合到模型中, 可以提高训练效果. 在训练阶段, 将产生一个 “破坏的”
矩阵集合 χ̃, 每个 X̃ ∈ χ̃. 本文将把已知链接矩阵 X 中的 1 以给定的概率 p (0 < p < 1) 变为 0, 从而
产生一系列 “破坏的” 矩阵 X̃. 具体通过对以下函数的最小化来训练映射函数 h:
ℓ(h) = αg(v) + ∥Y − h(X)∥2F + β

∑

∥X − h(X̃)∥2F ,

(1)

X̃∈χ̃

其中 g(v) 是一个衡量用户之间相似性的函数; Y 是希望发现的具有完整链接的矩阵; h(X) 是希望训
练的函数, 它可以把已有的社交网络矩阵 X 映射到完整的社交网络矩阵 Y ; h(X̃) 能够把 “破坏的” 矩
∑
阵 X̃ 映射到已知矩阵 X; ∥ · ∥F 为加权矩阵 Frobenius 范数 (Frobenius norm), ∥A∥2F = i,j (Aij )2 ; α
和 β 是权重, α + β = 1. 在本文中, α 和 β 将通过试错法获取, 即不断调整 α, β 的值并计算对应的函
数值, 最后取能使函数值最优的 α 和 β 值作为参数值 (所有公式说明见附录 A, 表 A1).
3.2

用户之间的相似性函数

每个用户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特征, 这些特征可以用来描述用户, 如果用户之间具有相似的特征, 或
者共同具有某个特征, 用户之间将有可能建立相互链接. 因此, 基于特征之间的用户相似性的度量对
链接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设 Vk×n 是一个社交网络矩阵, 包含 n 个用户, 每个用户有 k 个特征. 任意
两个用户之间相似性度量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g(v) =

∑

sij ∥vi − vj ∥2R ,

(2)

ij

其中 sij 是一个常数, 可以通过先验知识获取. 式 (2) 可以被改写为以下矩阵形式:
g(v) = tr(V LV T ),

(3)

其中 L = D − S; S 是社交网络相似性矩阵; 矩阵 D 的对角线元素是矩阵 S 中每一行元素的和, 其他
元素为 0; 目标矩阵 Y = V T V , tr(·) 表示矩阵的迹.
3.3

基于间接链接的矩阵重构

本文希望通过现有的社交网络链接矩阵 X 去重构目标矩阵 Y , 但是并不知道目标矩阵, 因此希望
能够训练一个映射函数 h ∈ H , 把 “破坏的” 矩阵 X̃ 映射到矩阵 X. 如果能够获取该函数, 就可以完
成本文的目标, 通过 X 获取 Y . 因此, 重构的关键在于对映射函数 h ∈ H 的获取, 该函数能够产生隐
藏在现有用户链接下的内在网络拓扑结构.
两个原本没有链接的用户之间通过第 3 个用户建立相互链接而形成的矩阵用 W 来表示, 该矩阵
并不包括原本就存在的链接. 具体来说, 想要知道两个用户 ei 和 ej 之间是否可以建立链接, 可以在网
络中进行搜索, 看看 ei 和 ej 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用户 ek , 该用户和 ei , ej 之间都存在链接. 如果可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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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样的 ek , 就认为 ei 和 ej 也应该存在链接, 否则两者之间就不应该存在链接. 本文定义一个 n × n
的密切关系矩阵 W , 该矩阵的值表示一个用户和其他用户之间是否存在链接. 可以把该密切关系矩阵
W 和现有的链接矩阵 X 进行线性组合来表示上述通过中间链接而形成的链接, 公式如下所示:
Yij =

∑

Wik Xkj ,

(4)

k

如果 ei 和 ej 之间存在链接, 则 Wik 是正值, 否则是负值.
依据式 (4), 可以通过 X 重构 Y , Y 中所有存在的链接 Yij 可以表示如下:
Yij = h(X) =

∑

Wik Xkj + bi ,

(5)

k

bi 是一个偏差值. 以矩阵形式, 式 (5) 可以被改写为以下函数形式:
(Y )ij = h(X)ij = (W X + b1T
n )ij ,

(6)

W 是密切关系矩阵, 1n 是维数为 n 的所有元素都是 1 的列向量.
3.4

低秩近似

可以假定间接亲密关系矩阵包含若干隐含特征, 和很多其他隐变量模型类似, 可以把间接亲密关
系矩阵用低秩矩阵来表示: W = U U T . 与 3.1 小节中 α 和 β 取值类似, 合适的维数可以通过试错法获
得. 因为减少了冗余特征, 比起原矩阵, 低秩矩阵能够提高预测的精度. 而且低秩矩阵还可以解决过拟
合问题. 低秩矩阵表示形式如下:
(Y )ij = h(X)ij =

∑

uT
i uk Xkj + bi ,

(7)

k

u 是矩阵 U 的列向量, 实验中假设矩阵的维数为 n × k, 其中 k 为隐变量的维数, 称为隐维数 (latent
dimension). 尽管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 亲密关系矩阵 W 是一个对称矩阵, 但并不限定 X 和 Y 也

是对称矩阵.
考虑 “破坏的” 训练矩阵 χ̃ 和现有矩阵 X, 模型参数可以通过对以下目标函数进行最小化来获取:
(
)
ℓ1 (V, U, b) = αtr V LV T + V T V − U U T X − b1T
n

2
F

+β

∑

X − U U T X̃ − b1T
n

2

.

(8)

F

X̃∈χ̃

3.5

梯度计算

与大多数监督学习和去噪模型类似 [33] , 使用的训练数据 (“破坏的” 矩阵 χ̃) 越多, 得到的结果越
好. 但随着训练数据集的增加, 训练时间也将会随着训练集线性增加, 这使得计算并不可行. 受文献 [31]
启发, 依据弱大数定律, 通过求取期望, 可以考虑使用有限的训练集来进行训练, 式 (8) 可以被改写为
下述形式:
[
]
2
(
)
2
T
T
ℓ2 (V, U, b) = αtr V LV T + V T V − U U T X − b1T
+
βE
X
−
U
U
X̃
−
b1
, (9)
n F
n
F p(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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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交网络特性表
Table 1

The social network properties of the four datasets evaluated

Social network

Nodes

Links

Density

Facebook

2634

63557

0.01833

Twitter

4292

142690

0.01550

Gplus

4712

377848

0.03404

Pokec

12781

80920

0.00099

其中 p(X̃/X) 是破坏率的 Bernoulli 分布; 期望是关于随机变量 X̃. 本文使用梯度下降法来优化式 (9),
直至目标函数收敛为止, 获取参数值, 从而获取映射函数 h, 通过其获取目标矩阵. 同时需要计算和 V ,
U , b 相关的梯度, 结果如下:
∂ℓ2
= αV L + 2V V T V − V X T U U T − V U U T X − V blt,
∂V
∂ℓ2
= −XV T V U − V T V X T U + P U U T U + U U T P U + bltX T U
∂U
+ (1 + β)XIbU − 2βP U + βQU U T U + βU U T QU + βbltX T U,
∂ℓ2
= −V T V I + (1 + β)U U T XI + (1 + β)bltI − βXI,
∂b

其中 P = XX T , Q = P , 但 Q 的对角线元素是 P 的对角线元素除以 (1 − 破坏率); I 是维数为 n 的
列向量, 向量中的值均为 1, blt = bI T .
算法的复杂度为 O(kn2 +nk2 ), 但因为在运算中采用稀疏矩阵, 实际复杂度更接近于 O(km+nk2 ),
其中 m 是稀疏矩阵中非 0 元素的个数. 需要指出, 本文的目标函数并不是凸函数, 因此最终结果可能
不是全局最优. 尽管如此,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较好的局部最优解也能够带来满意的预测精度.

4
4.1

实验分析
实验设定

本文将和 5 个社交网络链接预测方法进行对比: SpectralLink [20] , CMA-ES [22] , SLP-SAN-VI [27] ,
TAS+PNR [31] 以及 mDA [18] . SpectralLink 算法采用谱聚类方法进行链接预测, 可以计算类内及不
同类节点的相似度; CMA-ES 是基于领域相似性和节点相似性的线性组合模型, 并采用自适应协方
差矩阵进化策略优化模型权重; SLP-SAN-VI 是对社交 – 属性网络方法的扩展; TAS+PNR 方法是基
于 boosting 学习算法的一种新的迁移学习框架; mDA 是基于矩阵 “去噪” 思想的链接预测算法. 使
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4 个社交网络, 所有数据均来自斯坦福大学 Jure Leskovec 教授实验室公开数据:
Facebook, Gplus, Twitter, Pokec (斯洛伐克社交网络) [34] . 其中 Facebook, Gplus, Twitter 为较小规模
的数据集, Pokec 为大规模数据集. 这些数据都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用户相似矩阵, 另一部分是用
户链接矩阵. 表 1 列出了本文实验所用的 4 个网络的特性.
对每一个社交网络数据集, 采用 80% 的数据进行训练, 余下 20% 数据用于测试. 本文对每个方法
运行 10 次, 取 AUC (i.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运行结果.
本文所用电脑配置如下: 3.60 GHz, i7-4790, 内存为 16.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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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SJDM 算法参数表

Parameters of SJDM algorithm

Social network

α

β

p

k

Facebook

0.1

0.9

0.92

100

Twitter

0.1

0.9

0.92

100

Gplus

0.1

0.9

0.92

100

Pokec

0.1

0.9

0.95

200

表 3 6 个方法在 4 个数据集上的 AUC 值对比
Table 3

The AUC scores of six algorithms tested on four datasets

Facebook

Gplus

Twitter

Pokec

Spectralink

0.8102 ± 0.0011

0.8014 ± 0.0016

0.8201 ± 0.0014

0.7926 ± 0.0013

CMA-ES

0.8597 ± 0.0009

0.8368 ± 0.0019

0.8586 ± 0.0011

0.8211 ± 0.0017

SLP-SAN-VI

0.8855 ± 0.0030

0.8781 ± 0.0023

0.8913 ± 0.0025

0.8812 ± 0.0015

TAS+PNR

0.9012 ± 0.0017

0.8890 ± 0.0010

0.9088 ± 0.0012

0.8795 ± 0.0024

MDA

0.9189 ± 0.0016

0.9035 ± 0.0011

0.9168 ± 0.0009

0.8966 ± 0.0013

SJDM

0.9564 ± 0.0021

0.9373 ± 0.0003

0.9587 ± 0.0006

0.9250 ± 0.0031

本文方法主要涉及 4 个参数, α 和 β 为权重 (见 3.1 小节), p 为破坏率 (在学习时对现有社交网
络的破坏比率), k 为隐维数 (见 3.4 小节), 各个参数值均通过试错法反复实验确定, 其值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中可知 4 个数据集的 α 和 β 值都相同, 可以看出, 社交网络现有链接的重要性大于用户
之间的相似度. 对于 p 和 k, Facebook, Gplus, Twitter 3 个数据集的参数值相同, 而 Pokec 数据集的两
个参数值与前 3 个数据集不相同. 分析其原因, 是因为 Pokec 数据集过于稀疏 (见表 1), 对其学习要选
用更大的破坏率, 因此其 p 值较大; 而由于其包含 12781 个节点, 远超过其他 3 个社交网络, 因此隐维
数 k 的值比其他 3 个数据集要大.
4.2

实验结果

本文在上述 4 个数据集上运行了所有的 6 个方法,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 无
论对于小规模数据集 Facebook, Twitter, Gplus 还是对大规模数据集 Pokec, SJDM 算法相对于已有算
法都较大地提升了 AUC 值. SpectraLink 算法和 CMA-ES 算法属于基于特征的方法, 其预测更多地
基于特征, 但社交网络链接结构信息对于链接预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其预测精度有所欠缺.
SLP-SAN-VI 算法和 TAS+PNR 算法属于隐变量模型, 但这两种算法无法同时获取 “同质性” 和 “统
计上相同” 这两种特性, 因而其预测精度低于 SJDM 算法. mDA 算法无法利用用户特征信息, 使得其
预测精度不足. 而 SJDM 算法不仅可以同时利用特征信息和链接结构信息, 而且能够同时获取 “同质
性” 及 “统计上相同” 两种特性链接, 因而能够取得比上述 4 个算法更好的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也证明
了 SJDM 算法及其隐含假设对链接预测的有效性, 而且 SJDM 算法不但适用于小规模数据集, 对大规
模数据集同样有效.
4.3

原矩阵和低秩矩阵实验结果对比
本文采用低秩矩阵 (n × k, k ≪ n, k 为隐维数) (式 (7)) 代替原矩阵 (n × n) (式 (6)), 低秩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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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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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a)
Facebook (0.9564, 813s)
Gplus (0.9373, 3079s)
Twitter (0.9587, 2478s)
Pokec (0.9250, 29061s)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0.96
0.95
0.94
0.93
0.92
0.91

(b)
Facebook (0.9498, 16011s)
Gplus (0.9284, 79815s)
Twitter (0.9503, 64916s)
Pokec (0.9163, 6303621s)

0.95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0.97

0.94
0.93
0.92
0.91
0.9

0.9
−1

0

1
2
Training time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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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

2
4
Training time (s)

6
×106

图 3 低秩矩阵和原矩阵训练时间和 AUC 值
Figure 3

The average AUC score and training time of SJDM in (a) low-rank matrix, (b) original matrix

表 4 低秩矩阵和原矩阵训练时间比
Table 4

Training time ratio of low-rank matrix to original matrix

Social network

Time radio (Low rank matrix training time / Original matrix training time) (%)

Facebook

5.08

Twitter

3.82

Gplus

3.86

Pokec

0.46

不但可以减少运行时间, 而且可以提高精度, 同时也可以防止算法过拟合. 算法运行时间和矩阵分解
之间的关系符合复杂度分析. 本文使用原矩阵和低秩矩阵 (Facebook, Gplus, Twitter 的隐维数为 100,
Pokec 的隐维数为 200) 在 4 个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 其结果如图 3 所示. 其中 Pokec 数据集所用电脑
配置为 E5-4607v2 (4 处理器), 内存 80 GB, 其他数据集仍然用 4.1 小节所列配置的电脑.
从图 3 可知低秩矩阵训练所需时间远低于原矩阵训练所需时间, 两者时间比见表 4. 而且大规模
数据集的低秩矩阵所用时间比更是低于小规模数据集, 证明了本文算法在大规模数据集上的高效性.
从 AUC 值来看, 低阶矩阵的 AUC 值也比原矩阵要好, 尽管提升的并不多. 因此, 综合效率和精度来
看, 低秩矩阵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
4.4

参数分析

SJDM 算法中最重要的参数有两个: 破坏率 p (指现有链接被破坏的比率) 和隐维数 k, 这两个变
量的值对于算法结果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因此, 这一部分主要对这两个参数的取值进行了分析, 主
要分析不同的参数值对于 AUC 值的影响.
首先固定 Pokec 数据集的 p 值为 0.95, 其他 3 个数据集 p 值为 0.92. 对 Pokec 数据集, k 值取 40
到 200, 其他 3 个数据集 k 值取 20 到 100, 来评估本文算法对于 k 值的敏感性, 4 个数据集的 AUC 平
均值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 随着 k 值的增大, AUC 值也在增大, 但变化幅度在逐渐减小.
p 值通常和社交网络矩阵的链接密度相关, 对于非常稀疏的社交网络链接矩阵, 通常选择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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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 k 值下的 AUC 值
Figure 4

The AUC score of diﬀerent latent dimensions k. (a) Facebook, Twitter, Gplus; (b) Pok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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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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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图 5 不同 p 值下的 AUC 值
Figure 5

The AUC score of diﬀerent corruption p. (a) Facebook, Twitter, Gplus; (b) Pokec

p 值, 较大的值能帮助有效构建 “破坏的” 训练矩阵. 如果 p 值太小, “破坏的” 矩阵将和原矩阵几乎相

同, 这将导致无法训练出合适的函数, 也就无法通过该函数获取所需的目标链接矩阵. 固定 Pokec 数
据集 k 值为 200, 选取 0.55 到 0.95 之间的 p 值; 固定其他 3 个数据集 k 值为 100, 选取 0.52 到 0.92
之间的 p 值, 并计算对应 p 值下 4 个数据集的 AUC 值, 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 随着 p 值
的增大, 4 个非常稀疏的数据集的 AUC 值也在随之变大.
本文采用梯度下降法对所构建的优化问题求解, 从而获取所需函数. 在优化过程中, 迭代次数对
于优化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图 6 ∼ 9 反映了 4 个数据集不同迭代次数下优化问题的函数值. 从图中
可以看出, 函数值成下降趋势, 最后 (迭代到 500 次) 收敛到某一函数值. 前 50 次迭代时函数值下降幅
度最大, 后面逐渐下降但趋于平缓, 幅度越来越小, 直至最后收敛. 由于第一次迭代目标函数值太大,
为更好地反映下降趋势, 故把第一次迭代的函数值与其他迭代的函数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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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acebook 数据集的迭代次数及目标函数值
Figure 6

The objective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for gradient descent i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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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Twitter 数据集的迭代次数及目标函数值
Figure 7

4.5

The objective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for gradient descent in Twitter

实例验证: 链接预测及社区发现

为了更好地验证本文算法, 同时也体现该算法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 本文从所在大学中选取 180 个
学生构成一个社交网络矩阵, 命名为 xuesheng180, 采用本文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xuesheng180 矩阵中,
全部链接应该是 16110, 现有的相互认识的链接为 2134 个. 180 名学生或因住同宿舍、同班级, 或因某
些兴趣爱好 (比如打篮球等) 等构成了 10 个小团体 (即社区).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本文随机抽取了 xuesheng180 中 2134 个链接中的 1100 个链接, 用
SJDM 算法对抽取后的矩阵进行了链接预测, 本文参数设置如 4.1 小节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1100 个链

接中的 1062 个链接被成功预测出, 准确率达到 0.9655. 对包含 2134 个链接的 xuesheng180 矩阵采用本
文方法进行了链接预测, 预测后的矩阵命名为 xueshengall180. 采用 ClusterONE (参数 d 值为 0.3) [35]
方法对原矩阵 xuesheng180 和预测后的矩阵 xueshengall180 进行社区发现. 采用 NMI 指标对社区发
现效果进行评价. 采用原矩阵 xuesheng180 和预测后矩阵 xueshengall180 进行社区发现的 NMI 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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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Gplus 数据集的迭代次数及目标函数值
Figure 8

The objective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for gradient descent in G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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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Pokec 数据集的迭代次数及目标函数值
Figure 9

The objective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for gradient descent in Pokec

别为 0.832 和 0.943.
该实例也再次验证了 SJDM 算法预测的有效性. 而使用预测后的权重矩阵进行社区发现的 NMI
值比采用原矩阵的 NMI 值有了较大提升, 这也证明了本文算法的价值. 在实际中, 可以采用本文算法
对学生的相互联系和兴趣社区进行预测和发现, 这将可以促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友及兴趣活动的
推广, 对学生的管理将是个很好的促进.

5

结论与展望

社交网络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本文对社交网络中的重要问题 —— 链接预测进行了研究. 本
文把链接预测问题看作一个有监督矩阵 “去噪” 问题. 本文主要是构建一个映射函数, 该映射函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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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破坏的” 矩阵 (相对于已知矩阵) 映射到已知矩阵, 也意味着该函数能够把已知矩阵映射到充满所
有链接的目标矩阵, 从而完成链接预测. 而采用预测后的权重矩阵进行社区发现的精度也比采用原矩
阵要高. 实验结果也验证了 SJDM 算法的有效性. 但在本文算法中, 对于两个社交网络用户之间是否
可以建立链接, 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两个用户之间是否有共同朋友 (是 local 的), 而没有考虑两个
用户的朋友之间是否具有朋友关系 (是 global 的), 这种关系也可以帮助建立两个用户的联系. 比如用
户 u1 有一个朋友 u2 , u4 有一个朋友 u3 , 如果 u2 和 u3 是朋友, 那么 u1 和 u4 也可能成为朋友. 这种
搜索是基于全局的, 对于链接预测是有价值的, 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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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式说明表
表 A1 公式说明表
Table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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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description table

Formula number

Formula description

(1)

The initial function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2)

User similarity function

(3)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of formula (2)

(4)

Link formation based on close relation matrix

(5)

Matrix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formula (4)

(6)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of formula (5)

(7)

Matrix low rank approximation

(8)

The concrete objective function

(9)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ive functions based on weak law of larg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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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predict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supervised
joint denoising model
Zhangang HAO1* , Weixiong ZHANG2 & Zheng CHEN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63130, US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ghao2000@sina.com
Abstract Link predi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can captu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missing links for applications in many ﬁelds. Because of the failure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capture all properties,
the link prediction precision of most of methods is low. For higher precision, we propose a novel algorithm, a
supervised joint denoising model (SJDM) that formulates the link prediction problem as a supervised matrix
“denoising” problem. The central piece of our method is a function that is trained using the features of users and
topological stru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he function can map the observed “corrupted” matrix to an “uncorrupted” matrix (target matrix). We performed community detection using the target matrix, which is better than
using the original matrix. Five real networks are processed with this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JDM
algorithm is more eﬃcient compared to the other four algorithm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rediction, supervised learning, community networks, matrix “denoising”,
weak law of larg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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