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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本体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构建方法*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多维本体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构建方法。文章首先对相关研究

做了文献综述，分析了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多维本体的思想，对其表达方法和使用特点做了说

明。其次，文章从基本框架和构建方法的角度，对基于多维本体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的相关实现细节

也给予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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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the portable personalized user profile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ontology. The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methods，and proposes the idea of multi-dimensional ontology. The method to express the idea and its

usage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explained. Then，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rtable personalized user profile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ont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sic archite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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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 “青蓝工程”基金资助项目和 2009 年南

京财经大学校级课题 ( 项目编号: C0934 ) 的成果之一。

随着网络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个性化服务技术在各

种 Web 应用程序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广，目前它已经成为

诸如社交网络平台、电子商务网站和搜索引擎等 Web 应

用程序的基本功能之一［1］。所谓个性化服务就是从用户

的兴趣偏好和行为特点中获取用户的个性化模式信息

( Personalized User Profile) ，并据此来对站点所提供的各种

信息服务和信息内容进行定制处理，以适应用户的特殊要

求，从而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然而，目前的个性化服务往往都是由各个站点各自为

政 ( Domain-dependent) 地来提供，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

往往分散于各个应用系统当中，每个 Web 站点都会给自

己的用户提供和存储相应的用户兴趣模式，所以不同的站

点不可能共享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同时，用户还需经常

维护各个应用系统中的不同个性化用户模式，这显然增加

了用户使用的不方便感，而且也难以有效地促进更多的

Web 应用系统来复用这些现有的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便携式个性

化 ( Portable Personality) ，也被称为便携式模式 ( Portable

Profile) ，本文称之为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 ( Portable

Personalized User Profile) 。它是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何在各个不同的设备中来获取、存储、

管理、发布和使用用户的个性化模式信息。除此以外，研

究的关注重点还应该包括诸如环境构建和平台架构等其他

方面。这种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能够有效地表达用户自

己的个性化信息，它包括两层含义 : 第一是对于同一个用

户而言，这种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具有唯一性和持久

性，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序间共享和复用，它始终维

护着当前用户的个人信息，起到一种识别用户和表达用户

特征的作用，并以此信息来简化和方便用户访问各种应用

程序的过程 ; 第二是不同的用户应当具有不同的便携式个

性化用户模式，在 Web 应用程序中，可以据此来区别和

判断用户，所以不同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应当能够表

达不同用户的特征信息。另外，从 Web 应用程序的角度

看，该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可以被共享和复用。从这个

意义上讲，它是独立于应用程序的，甚至可以由专门的应

用程序对其进行管理，用户也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介入

到管理过程之中，对自己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进

行必要的整理和更新维护。

1 存在的问题

虽然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然而现阶段对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1 ) 对于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商

业企业领域，部分商业系统已有相应的产品和标准，如

3GPP GUP［2］， Composite Capabilities / Preference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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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PP) ［3］和 Open Mobile Alliance － User Agent Profile

( OMA: UAProf) ［4］，还有的系统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尝试

结合利用计算机得到的用户模式信息来改进个性化服

务［1］。但是，在研究领域并没有使用这些内容。而且，相

关的理论研究也并不多见。

2 ) 在现有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研究方法中，多

数方法都结合某一特定应用领域，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进行

研究，如某些音乐站点就使用用户听取的个性化音乐信息

来表达个性化用户模式［5］，而一些新闻站点则利用用户

收看的新闻信息来表达［6］，著名的 FOAF 也只能存储联系

人信息［7］。这些个性化信息都只能限定在特定站点中使

用，内容围绕特定主题，没有通用性。较为复杂的系统往

往提供适合某一应用领域的用户个性化信息［8］，有些站

点可以提供不同领域下的用户个性化信息，如 Amazon 就

为用户存储分属书籍、音乐和电影等领域下的不同模式信

息［9］。有些系统则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只存储管理用户

群的个性化信息，这些用户群个性化信息被称为模板

( Stereotype) 。如有系统将不同用户的浏览行为通过分类

和聚类的方法归入不同类别下，这些类别包含图片、故

事、游戏和视频等［10］。然而这些方法仍然存在着通用性

不强的缺点，虽然相应的个性化用户模式可以在特定领域

中得以共享，但难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值得注意的

是，已有的 OpenID 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它主要采用

一个唯一的互联网数字识别符，减少用户注册和管理账户

的麻烦，为用户提供互联网范围内的单点登录功能，然而

对个性化模式信息的存储却没有过多的涉及［11］。

3 ) 现有的很多便携式用户个性化服务方法往往局限

于与那些连接互联网网络的桌面应用程序。事实上，只有

有效的结合移动设备或者采取分布式的网络存储策略，才

能更有效地发挥这种个性化用户模式的可复用性。这反映

了一个重要的设计框架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不同设备间分

布式地存取这种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一些系统已

经做出了探索，如 “Digital Aura”方法，它将个性化用户

模式信息存储在移动设备上，这些信息可以在一些物理邻

近的移动设备间被交换和比较［12］。随着技术的发展，甚

至还可以使用分布式的网络存储方式，将个性化用户模式

有效地在移动设备端和服务器端进行分配，这样做的好处

在于有助于将通用性信息和特殊专指性信息分割开来［13］。

但是，现有的这些方法实现策略各不一样，不能真正地在

各种异质 Web 应用程序和移动设备间共享，同时不同的

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有必要对此进行总结和梳

理，找到最优化的框架选择方案。

4 ) 便携性并不能够直接回答如何管理这些个性化信

息的问题。事实上，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只有用户自己

才能管理自己的个性化信息，拥有这个唯一的信息体。以

此类推，在便携式个性化管理系统中，我们也需要维持着

一份唯一的个性化用户模式，并和真实用户的个性化信息

一一对应。这些信息包含用户自己输入的信息和从各种应

用系统中收集来的信息。事实上，有些学者的用户调研实

验评价进一步验证了人们对这种便携式用户模式的认可程

度，用户普遍认同一种被假设称为 “简化卡” ( Simplicity

Card) 的智能体，其中存储着用户的个性化模式信息和个

人数据，甚至可以将其和移动设备结合起来。很多用户将

这种智能体看成是一种个人标识，并且认为它极大地扩展

了用户自身［14］。然而，目前的用户对他们自己的个性化

模式特征并没有十分确切的概念，这难以在用户脑海中形

成一个一致的统一印象，更难以对自己的个性化模式进行

有效的控制［15］。所以，人们需要一种自己可以控制并且

独立于各种应用之外的用户个性化管理方式。目前有些项

目已经开始做出尝试，如 Data Portability 项目通过制定标

准的方式来允许用户自主控制个性化信息［16］。然而，相

关的研究内容非常少，更遑论通用性强的标准个性化用户

模式。

5 ) 个性化用户模式的内容表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传统的方式往往使用向量空间模型，这也是最为常见

和经典的形式。像普通文档一样，个性化用户模式都被表

示成向量形式，每个向量单元值都代表着对应关键词的权

重。具体的取值方法既可以使用传统的 TF / IDF 形式，也

可以采用更为复杂的方法从用户行为中得到更为准确的表

达形式［10，17 － 18］。现代更为常见的方法是使用本体来表达，

同时可以对不同本体节点进行加权赋值处理来表达更为精

确化的用户兴趣特征。如有学者利用用户访问网页时获取

的表达个性化特征的词语构造本体，并根据用户兴趣给本

体节点分配相应的权值［19］。还有的方法使用加权 XML 数

据模型来表达个性化用户模式［20］。

然而，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 : 一是这些

本体本身虽然在语义结构上具备了智能推理等高级自然语

言处理功能，但是所表达的内容仅仅是纯粹的知识概念信

息，也就是说，从分析的维度来看，它们都是属于语义维

度。但是，系统和用户在使用这些本体的时候，往往又需

要从各个维度进行分析，如有学者就提出基于人脑思维方

式的本体扩散激活方法，利用神经科学领域中的人脑思维

可以存在多条时间线的理论基础，给用户模式本体增加了

时间维度［21］。也有学者提出了环境上下文的维度，认为

不同的用户具有不一样的环境上下文，但即便是同一个用

户也会具有不同的上下文。所以更为灵活的系统还要能够

根据当前用户所在环境上下文的变化而自主地选择合适的

个性化用户模式来提供服务［22］。即便如此，现有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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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没有站在一个统一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只是从

各个维度单独来探讨用户本体的设计方法 ; 二是现在相当

多的本体用户模式仍然与特定的应用领域密不可分［23］。

因此，提出一种标准化的个性化用户模式本体逐渐受到人

们的关注，这种标准本体可以用于在各种应用系统之间进

行用户信息交换，从而方便和简化用户的使用。同时在内

容上，该模式要比传统的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更为丰

富，具有通用性，允许必要的扩展，具有统一的框架，适

合便携处理和数据交换的特点。

2 多维本体的构建

2. 1 标准本体

标准本体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语义网络组织，和用户

大脑中存储知识的方式很类似，因此成为了沟通用户和信

息系统的一个有效交流媒介层。它将用户和系统的各种信

息收集起来，并进行语义组织，同时提供一种方便有效的

检索使用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体可以看成是用户大

脑记忆存储的一种信息技术化外延，也可以看成是各种电

子信息的智能拟人化表示方法，可以同时服务于用户和系

统两个目标。就个性化用户模式本体的内容来看，它们往

往是由按照语义关系组织起来的层次性信息体，具体的信

息内容可以包括用户身份信息、用户特征、能力、偏好、

用户状态和与特定应用相关的偏好信息等［23］。除此以外，

还可以包含当前的活动、当前使用的终端、地理位置、移

动状态和方向等［24］。当然，用户的偏好信息是其中最为

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大部分研究都将这些兴趣信息整合成

一个层次状的概念结构［2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彼

此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互相影响作用，如用户理解图

片的能力就与几何图形的空间旋转能力相关［26］，而还有

学者指出性别因素在用户评价计算机媒体可视化工作中具

有特殊的重要作用［27］。

2. 2 多维本体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人们所关注的用户本体主要依靠

存储在层次性概念结构中的语义信息来表达内容。虽然不

同的研究各有特点，但是它们都是站在语义这个维度上来

进行研究的。然而，除了语义这个最为常见的维度信息

外，用户本体其实需要表达更多的维度信息才能适应不同

应用系统提出的要求。

如有学者对用户环境上下文信息进行了分类，如按照

持久性可以分为长期性上下文信息和临时性上下文信息，

按照发展特点可以分为静态上下文信息和动态上下文信

息［28］。所以，不同的用户具有不一样的环境上下文，但

即便是同一个用户也会具有不同的上下文。所以更为灵活

的系统还要能够根据当前用户所在环境上下文的变化而自

主地选择合适的用户本体模式来提供服务［22］。用户模式

应该包含所有系统已知的用户信息，其中的部分信息可以

来自于默认的选择，也包含询问用户得到的信息。通常为

了处理方便，不同的用户往往被集成到不同的现有组中，

这些 组 被 称 为 “模 板”，如 “职 员” 和 “技 术 专

家”等［29］。

还有的学者提出按照时间维度进行用户本体分析的方

法，从变化特征来看，用户模式信息又可以分为静态模式

信息和动态模式信息［10，30］。其中的静态模式信息往往是

指那些不经常随着时间变化的用户信息，如姓名和地址

等，而动态模式信息则会随着时间变化而经常性地被改

变，如用户的浏览特征和关注兴趣点等，因此在使用这些

信息表达用户模式时必须经常利用当前的用户访问特征来

及时更新和重新生成用户模式。其中，动态模式信息又可

以分为长效兴趣信息 ( Long-term Interest ) 和短效兴趣信

息 ( Short-term Interest) ［6］。长效兴趣信息往往反映用户较

为稳定的兴趣需求，通常是利用一些较为概括的信息内容

来表达，而短效兴趣信息则包含着较为具体的信息内容，

通常反映的内容也与用户的及时兴趣特征有关。甚至还有

学者根据生物神经网络的背景知识，即人脑中的思维记忆

可以基于多条时间线分为短期记忆、中期记忆和长期记

忆，利用本体节点的权值来表达这种时间线的不同和彼此

之间的扩散关系，如当节点短期记忆权值超过一定阈值就

可以增加相应中期记忆权值，节点中期记忆权值超过一定

阈值就可以增加相应长期记忆的权值。当然，也存在一些

直接激活长期记忆权值的特殊事件［21］。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维本体的个性化用

户模式，该模式允许用户首先定义用户本体的维度，并在

每个维度上分别使用各自的信息来表达具体内容。如对于

前文所述的 3 个重要维度内容，可以构建如图 1 所示的个

性化用户模式本体逻辑结构。

图 1 基于 3 个维度的个性化用户模式本体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曾经对用户模式尝试进行三

维建模，如利用 3 个维度分别说明了 3 种划分标准，如统

一规范和个别 ( Canonical vs. Individual ) 、显式和隐式

( Explicit vs. Implicit) 、长期和短期 ( Long-term vs. Short-

term) ［31］。然而，这种多维结构的思路并没有和本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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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结合。

事实上，除了使用上述维度外，用户模式的组成类别

可以按照多种标准来定义，这些不同部分的个性化信息一

起构成完整的个性化用户模式。如有的系统使用对应不同

地理位置的偏好信息构成多个不同的子模式［32］。有些系

统按照用户与不同服务交互时的不同角色得到不同的模

式［33］。还有的系统根据诸如工作和旅游等不同的用户活

动来构造这些不同的类别［30］。

因此，维度的创建不应该予以固定化，不同的应用系

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定制和扩展，多维本体能

够提供的就是一种允许表达各个维度信息的功能，同时应

当允许用户和系统在该多维本体进行多视图的浏览和访

问，通过不同的视图可以获取不同维度上的特定本体信

息，从而服务于当前应用程序的功能要求，相应的本体结

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自定义多维结构的个性化用户模式本体

3 基本框架和构建方法

下面围绕着信息获取、组织管理、便携式管理、合并

处理和标准化 5 个方面对此进行介绍。

3. 1 信息获取

一般而言，获取用户个性化信息的方法有 3 种 : 一是

通过手工方式，它是最简单的方法，由用户主动提交模式

信息。这种方式更适合于提交用户基本信息而非复杂的兴

趣信息。同时，由于用户并不愿意在不同的站点反复提交

这些相同的信息，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让用户只提交一次即

可，具体的处理位置可以选择个性化用户模式管理站点或

者一般的应用程序，通过同步各种方式都可以得到最终的

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二是通过一些能够反映用户个性化

特征的用户提交数据或者反馈信息来收集，这种方式可以

被称为半自动化的显式收集方式。三是通过用户的访问行

为隐式地获取用户个性化信息，这也是最为常见和有效的

方式。当然，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常见的策略。

信息获取的基本框架如图 3 所示。

3. 2 组织管理

多维本体结构并非一个纯粹的层次型数据结构，事实

图 3 个性化用户模式的信息获取框架结构

上它是一个多面的复合层次数据结构，也就是说，可以从

不同的维度上抽取出一个特定的层次结构。图 4 给出了两

种基本操作情况 : 第一种情况如 a 转换所示，原有的层次

结构在保持节点相对连接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新

的逻辑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层次结构，以表

达当前维度特征下的概念特征。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谓

的连接关系既包括父子关系也包含兄弟关系，也就是说，

不去区别这两种不同的关系，而将其看成同一种关系。第

二种情况如 b 转换所示，原有层次结构节点的连接关系不

再保持，而是按照新的层次结构要求对其节点进行了重新

组合，甚至可以忽略部分节点。

图 4 对多维本体的不同维度抽取方法

具体的实现方法可以采用加权 XML 数据模型，较早

提出类似思路的是加权概念层次树 ( Weighted Concept Hi-

erarchy) ，应用该方法来构建用户模式，并据此提供个性

化的信息导航服务［34］。近年来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加权

XML 数据模型的方法逐渐成熟，该方法通过在每个 XML

叶节点上增加反映用户兴趣度的量化属性来表征相应的权

重程度［20］。按照同样的设计方法，可以考虑增加和各种

维度对应的不同权值来表达多维本体。当然，为了实现更

有效的功能，我们仍然需要结合更多的方法，如常见的方

式就是 使 用 扩 散 激 活 算 法 ( Spreading Activation Algo-

rithm) ，根据当前用户的访问行为特征，对基于加权本体

的用户模式进行语义扩散，更新本体节点中的权值［35］。

在计算的一开始，可以对所有本体节点赋予一个初值，随

着扩散激活的不断进行，最终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用户本

体模式，而且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结合语义，将用户模式

的特征表达的更为合理和有效。而且，更有价值的一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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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权值扩散甚至可以发生在多维本体的不同维度之

间，从而产生更为丰富多变的效果。值得说明的是，在现

有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都是利用多个个性化用户模式本

体来响应不同维度上的处理要求，这种做法显然不能有效

地表达不同本体之间的联系。使用同一个多维本体来处理

具有更多的优势，如所有的节点可以彼此按照相互的联系

互相影响，如使用扩散激活算法就可以影响一个维度上的

相关节点时，同时也同步地影响其他维度上的相关节点。

3. 3 便携式管理

正如前文所说，便携式管理的关键点在于框架结构的

设计方法。对于移动设备应用程序而言，比较合适的一个

选择就是利用安装在移动设备上的信息智能体来表达个性

化用户模式。这种想法已被一些学者通过实验做出过用户

体验验证，大部分用户都认为这种被称为 “简化卡”的

设备就是一个个人身份证 ( Personal ID ) ，并且把它看成

是用户自身在移动设备的一种扩展［14］。传统的便携式个

性化信息往往借助智能卡和闪存等存储介质可以直接存储

在移动设备上。有的系统甚至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智能化的

个性化信息服务，当两个含有这种个性化智能体的移动设

备彼此物理靠近时，它们还可以相互交换和比较各自的个

性化模式信息［33］。

另一种更为常见形式是采取分布式的用户模式存储策

略，在移动客户端和网络服务端同时存储个性化用户模式

的不同部分［13］。但是，早期的服务端存储策略在一定程

度也限制了个性化信息的便携性，特别对于联网不是非常

快速的移动设备来说。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用

统一资源标识符 ( Unified Resource Identifier，URI ) 完全

可以唯一地标识服务器上的模式信息，移动设备可以动态

地从网络服务器上获取个性化模式。此时，移动客户端只

需维护一个指向中央模式处理服务器的 URI 即可。

按照这个思路，笔者结合两种方法，提出一种新型的

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分布式存取管理框架，如图 5

所示。

图 5 便携式个性化用户模式的分布式存取管理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 : 一是用户直接访问

个性化用户模式的管理程序，通过该专门的管理程序，用

户可以对存储在管理服务器上的标准个性化用户模式信息

进行管理，由于采取了松散的连接方法，所以具体的管理

方法和界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二是分发管理平台，

各种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该平台直接访问该用户

模式管理服务器，从而得到当前用户的个性化信息，以此

完成各种个性化服务功能。但是，它们不能直接访问个性

化用户模式的标准管理服务器，否则就无法灵活地实现诸

如数据安全传输、用户模式发现等扩展功能。

3. 4 合并处理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模式出现，对其进行合并处理以

得到更有价值的结果模式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事实上，

这也是减少处理代价所需的一个有效方法。需要说明的

是，合并处理并不意味着减少用户模式的数量，只是在具

体表达用户模式内容和计算处理期间，利用合并处理的方

式可以实现更为有效和灵活的功能。如我们可以按照不同

的维度来对用户信息进行合并处理。除此以外，还可以按

照兴趣组合，将不同的用户模式根据不同的兴趣面分别合

并成一个个面向兴趣的模式特征集合，这也被称为共同用

户模式 ( Common User Profile) 。

对于同一用户不同用户模式的合并，可以采取两模块

的处理方式。第一模块是模式收集 ( Profile Collectors，

PCs) ，该模块从不同的地方采集用户模式，如用户位置

信息和文档浏览信息等。第二模块是模式聚集 ( Profile

Aggregator，PA) ，它将模式收集模块得到的模式信息进行

聚合，得到最终的个性化模式信息。而且，该方法还可以

及时利用最新的用户模式信息来同步更新这些个性化模式

信息。

在多维本体用户模式管理服务器上，既可以保存以用

户个人为单位的个性化信息模式，同时也按照要求进行合

并以满足更多应用的要求。

3. 5 标准化

现有的便携式个性化系统已经提出了便携式模式框架

( Portable Personality Framework) ，如将用户模式信息存储

在移动设备上，并且可以通过蓝牙技术实现共享和交换，

从而产生共同用户模式［36］。

应该说，在框架中，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标准化工

作 : 一是用户本体的标准化 ; 二是访问机制的标准化。从

宏观层次来看，最终该框架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基于多维本

体的便携式个性化信息服务基础框架体系结构，通过该体

系结构，不同的使用者可以采取统一规范和灵活定制相结

合的方法来使用该框架中的用户模式。这种独立于各种应

用之外的用户本体，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物理世界中用户

的一种网络映射，也就是说，可以将这个用户本体看成是

真实用户的网络身份证，把它称之为个性化信息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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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 Information Agent，PIA ) 。它可以为将来的智能

网络发展提出一种基础性的服务功能。

4 结束语

网络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移动网络技

术发展更是突飞猛进，3G 网络也已经开始普及。我们相

信，在未来的时代中，用户需要这样的一种便携式个性化

用户模式技术，来简化用户使用网络应用程序的复杂度，

改进用户的使用体验。在现有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目标共

识，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研究进展，相关实验正在开

展。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将从本体结构、信息获取、组织

管理、便携式管理、合并处理和标准化几个方面展开，并

最终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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