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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核心技术：百亿特征实时推荐算法揭秘 

作者:墨眀 

 

小叽导读：文章提出一整套创新算法与架构，通过对 TensorFlow 底

层的弹性改造，解决了在线学习的弹性特征伸缩和稳定性问题，并以

GroupLasso 和特征在线频次过滤等自研算法优化了模型稀疏性。在支付

宝核心推荐业务获得了 uvctr 的显著提升，并较大地提升了链路效率。 

0.综述 

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由于能捕捉用户的动态行为，实现模型快速自

适应，进而成为提升推荐系统性能的重要工具。然而它对链路和模型的稳定

性，训练系统的性能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基于原生 TensorFlow，设计

Online推荐算法时，我们发现三个核心问题： 

 一些资讯推荐场景，需要大量长尾词汇作为特征，需使用 featuremap 对

低频特征频次截断并连续性编码，但耗时且方法 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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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流式数据后，无法预知特征规模，而是随训练逐渐增长。因此需预

留特征空间训练几天后重启，否则会越界。 

 模型稀疏性不佳，体积达到数十 GB，导致上传和线上加载耗时长且不稳

定。 

更重要的是，在线学习如火如荼，当流式特征和数据都被打通后，能按需

增删特征，实现参数弹性伸缩的新一代训练平台成为大势所趋。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从 2017年底至今，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的同学，充分考虑蚂蚁的业务场

景和链路，对 TensorFlow 进行了弹性改造， 解决了以上三大痛点，简化并加

速离线和在线学习任务。其核心能力如下： 

 弹性特征伸缩体系，支持百亿参数训练。 

 group_lasso 优化器和频次过滤，提高模型稀疏性，明显提升线上效

果。 

 模型体积压缩 90%，完善的特征管理和模型稳定性监控。 

在与业务线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在支付宝首页的多个推荐场景全流

量上线。其中某推荐位的个性化 online learning 桶最近一周相比线上多模型

融合最优桶提升 4.23% ， 相比随机对照提升达 34.67% 。 某个性化资讯推荐

业务最近一周，相比 DNN基准 uv-ctr提升+0.77%，pv-ctr提升+4.78%，模型

体积压缩 90%，链路效率提升 50%。 

1、弹性改造及优势 

背景：在原生 TensorFlow 中，我们通过 Variable来声明变量，若变量超

过了单机承载的能力，可使用 partitioned_variables 来将参数分配到不同机

器上。 但必须指定 shape，声明后即不可改变，通过数组索引查找。 

由于推荐系统中大量使用稀疏特征，实践中一般采取

embedding_lookup_sparse 一类的方法在一个巨大的 Dense Variable中查找向

量并求和，来代替矩阵乘法。开源 Tensorflow 限定了 Variable使用前必须声

明维度大小，这带来了两个问题： 

1）需要预先计算特征到维度范围内的 int 值的映射表，这一步操作通常在

ODPS上完成。因为需要扫描所有出现的特征并编号，计算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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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online learning 场景下，为了容纳新出现的特征，需要预留一部分

维度空间，并在线上不断修改映射表，超过预留空间则需要重新启动在线任

务。 

为了突破固定维度限制，实现特征的动态增加和删除，最朴素的优化想法

是在 TensorFlow 底层实现模拟字典行为的 Variable，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实现

Tensorflow上层 API。由此我们进行了优化，在 server新增了基于 HashMap 的

HashVariable，其内存结构如下： 

 

在声明该变量时，只需增加一句，其他训练代码皆不需改动： 

 

每个特征都通过 hash函数映射到一个 2 的 64次方大小的空间内。当需要

计算该特征时，PS会按需惰性创建并返回之。但其上层行为与原生 TF 一致。

由于去掉了 featuremap 转 ID的过程，我们内部形象地将其称为“去 ID 化”。

在此之上我们实现了 Group Lasso FTRL，频次过滤和模型压缩等一系列算法。 

备注：弹性特征带来一个显著的优势：只要用足够强的 L1稀疏性约束，在

单机上就能调试任意大规模的特征训练，带来很多方便。我们的 hashmap 实现

是 KV化的，key是特征，value是 vector的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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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训练优化 

经过这样的改造后，在离线批量学习上，带来了以下变化： 

 

在线训练优化 

online learning 上，能带来如下变化： 

 

除了性能有明显的提升之外，其最大的优势是不需提前申请空间，训练可

以无缝稳定运行。 

2、特征动态增删技术 

弹性架构，主要目的就是特征优选，让模型自适应地选择最优特征，进而

实现稀疏化，降低过拟合。本节介绍特征优选的两个核心技术： 

 使用流式频次过滤， 对特征进入进行判定。 

 使用 Group Lasso 优化器，对特征进行筛选和删除。 

2.1 Group  Lasso 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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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化是算法追求的重要模型特性，从简单的 L1正则化和 Truncated 

Gradient[9]， 再到讨论累积梯度平均值的 RDA(Regularized Dual 

Averaging)[10]， 再到目前常见的 FTRL[2] 。 然而它们都是针对广义线性模

型优化问题提出的稀疏性优化算法，没有针对 sparse DNN中的特征 embedding

层做特殊处理。把 embedding 参数向量当做普通参数进行稀疏化，并不能达到

在线性模型中能达到的特征选择效果，进而无法有效地进行模型压缩。 

例如：当包含新特征的样本进入时，一个特征对应的一组参数（如

embedding size为 7，则参数数量为 7）被激活，FTRL判定特征中的部分参数

无效时，也不能安全地将该特征删除。如图： 

 

因此，在 L1和 L2正则的基础上，人们引入 L21正则(group lasso)和 L2

正则(exclusive sparsity)，分别表示如下： 

 

L21 早在 2011年已经引入，它最初目的是解决一组高度关联特征（如男\

女）应同时被保留或删除的问题，我们创新地扩展到 embedding的表示上，以

解决类似的问题。 

在 L21中，由于内层 L2正则将一个特征的所有参数施加相同的约束，能将

整组参数清除或保留，由此决定 embedding层中的某些特征对应的 embedding

向量是否完全删除，提升模型泛化性。因此称为 group lasso。 

而 L12则正好相反，它迫使每组参数中的非 0参数数量一致但值又尽可能

不同，但使输出神经元互相竞争输入神经元，进而使特征对目标更具区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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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NN分类网络，底层表示要求有足够的泛化性和特征抽象能力，上层

接近 softmax 层，需要更好的区分性。因此我们通常在最底层的 embedding 层

使用 group lasso。即如下的优化目标： 

 

直接将 L21正则项惩罚加入 loss，模型最终也能收敛，但并不能保证稀疏

性。因此 Group lasso 优化器参考了 FTRL，将梯度迭代分成两个半步，前半步

按梯度下降，后半步微调实现稀疏性。通过调节 L1正则项（即公式中的

λ），能有效地控制模型稀疏性。 

Group lasso 是弹性计算改造后，模型性能提升和压缩的关键。值得指

出： 

1.在我们实现的优化器中，Variable，以及 accum和 linear两个 slot也

是 KV存储。 

2.L12 和 L21正则相结合的方法也已经有论文讨论[8]，但我们还未在业务

上尝试出效果。 

3.由于篇幅限制，本节不打算详细介绍 Group lasso 的原理和推导 

2.2 流式频次过滤 

讨论完特征动态删除的方法后，我们再分析特征的准入策略。 

2.2.1 频次过滤的必要性 

在 Google讨论 FTRL的文章 1中提到， 在高维数据中大部分特征都是非常

稀疏的，在亿级别的样本中只出现几次。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FTRL 或

Group FTRL优化器能否能删除(lasso)极低频特征？ 

在 RDA的优化公式中，满足以下条件的特征会被置 0： 

 

若在 t步之前，该特征只出现过几次，未出现的 step的梯度为 0，随着步

数增大，满足上述条件变得越来越容易。由此 RDA是可以直观处理极稀疏特征

的。 但对于 FTRL，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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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不仅和历史梯度有关，还与历史学习率和权重

w有关。 因此 FTRL 虽然也能处理极稀疏特征，但并没有 RDA那么 aggressive

（此处还待详细地分析其下界，Group FTRL与此类似）。 

由于 FTRL在设计和推导时并未明确考虑极低频特征，虽然通过增大 λ，

确实能去除大量极低频特征，但由于约束太强，导致部分有效特征也被

lasso，在离线实验中被证明严重影响性能。其次，对这些巨量极低频特征，保

存历史信息的工程代价是很高昂的（增加几倍的参数空间和存储需求），如下

图： 

 

因此我们提出，能否在实时数据流上模拟离线频次过滤，为特征提供准入

门槛，在不降低模型性能的基础上，尽量去除极低频特征，进一步实现稀疏

化？ 

2.2.2 频次过滤的几种实现 

注意： 由于默认的 embedding_lookup_sparse 对特征执行了 unique 操作

（特征归一化以简化计算），因此在 PS端是不可能获取真实特征和 label 频次

的。需要 Python端对 placeholder统计后，上传给 server端指定的

Variable，优化器通过 slot获得该 Variable 后作出联合决策。 

最 naive的思路是模拟离线频次过滤，对特征进行计数，只有达到一定阈

值后再进入训练，但这样破坏了数据完整性：如总频次 6，而阈值过滤为 5，则

该特征出现的前 5次都被忽略了。为此我们提出了两种优化方案： 

 基于泊松分布的特征频次估计 

在离线 shuffle 后的特征满足均匀分布，但对在线数据流，特征进入训练

系统可看做泊松过程，符合泊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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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为当前出现的次数，t为当前的步数，λ为单位时间发生率，是泊

松分布的主要参数，T为训练总步数。 为特征最低门限（即最少在 T 时间内

出现的次数）。 

因此我们能通过前 t步的特征出现的次数 n，将 t时刻当做单位时间，则

。 根据泊松分布，我们可以算出剩余 时间内事件发生大于等于

次的概率 。 每次该特征出现时，都可按该概

率 做伯努利采样，特征在 t步进入系统的概率用下式计算： 

 

通过真实线上数据仿真，它能接近离线频次过滤的效果，其 λ是随每次特

征进入时动态计算的。它的缺陷是： 

a.当 t越小时，事件发生在 t内的次数的 variance越大，所以会以一定概

率误加或丢弃特征。 

b.未来总的训练步数 T在在线学习中是未知的。 

c.频次过滤与优化器相分离，导致不能获得优化器的统计信息。 

 动态调 L1正则方案 

在经典的 FTRL实现中，L1正则对每个特征都是一致的。这导致了 2.2.1 

中提到的问题：过大的 L1虽然过滤了极低频特征，但也影响的了模型的性能。

参考各类优化器（如 Adam）对 learning_rate 的改进，我们提出：通过 特

征频次影响 L1正则系数，使得不同频次的特征有不同的 lasso效果。 

特征频次和基于 MLE的参数估计的置信度相关，出现次数越低置信度越

低。如果在纯频率统计基础上加入一个先验分布（正则项），当频率统计置信

度越低的时候，越倾向于先验分布，相应的正则系数要更大。我们经过多个实

验，给出了以下的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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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是惩罚倍数， 为特征最低门限，这两者皆为超参， 是当

前特征出现的频次。 

我们在线上环境，使用了动态调节 L1正则的方案 。在 uvctr不降甚至有

些微提升的基础上，模型特征数比不使用频次过滤减少 75%，进而从实验证明

了频次过滤对稀疏化的正向性。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特征频次和正则系数之间

的映射关系缺少严谨证明。 

频次过滤作为特征管理的一部分，目前还少有相关论文研究，亟待我们继

续探索。 

3、模型压缩和稳定性 

3.1 模型压缩 

在工程上，由于做了优化，如特征被优化器 lasso后，只将其置 0，并不

会真正删除；在足够多步数后才删除。同时引入内存池，避免特征的反复创建

和删除带来的不必要的性能损失。 这就导致在训练结束后，模型依然存在大量

0向量。导出时要进一步做模型压缩。 

由于引入了 HashPull 和 HashPush等非 TF 原生算子，需要将其裁剪后转换

为原生 TF的 op。 我们将这些步骤统称图裁剪(GraphCut)， 它使得线上

inference引擎，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即可兼容弹性改造。由于有效特征大大减

少，打分速度相比原引擎提升 50%以上。 

我们将图裁剪看做 TF-graph的静态优化问题，分为 3个步骤： 

 第一遍遍历 Graph，搜索可优化子结构和不兼容的 op。 

 第二遍遍历，记录节点上下游和元数据，裁剪关键 op，并将 Variable

的非 0值转存至 Tensorflow 原生的 MutableDenseHashTable。本步骤将模型体

积压缩 90%。 

 拼接新建节点，重建依赖关系，最后递归回溯上游节点，去除与

inference无关的子图结构 

我们实现了完整简洁的图裁剪工具，在模型热导出时调用， 将模型从原先

的 8GB左右压缩到几百兆大小，同时保证模型打分一致。 

3.2 模型稳定性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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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learning 的稳定性非常重要。我们将线上真实效果，与实时模型

生成的效果，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一旦样本偏差过多，就会触发报警。 

由于需捕捉时变的数据变化，因而不能用固定的离线数据集评估模型结

果。我们使用阿里流式日志系统 sls最新流入的数据作为评估样本，以滑动窗

口先打分后再训练，既维持了不间断的训练，不浪费数据，同时尽可能高频地

得到最新模型效果。 

我们对如下核心指标做了监控： 

 样本监控： 正负比例，线上打分值和 online-auc(即线上模型打分得到

的 auc)，产出速率，消费速率。 

 训练级监控： AUC, User-AUC(参考备注)，loss, 模型打分均值（与样

本的正负比例对齐），异常信息。 

 特征级管理： 总特征规模，有效/0/删除特征规模，新增/插入/删除的

速率。 

 整体模型和调度：模型导出的时间，大小，打分分布是否正常，是否正

常调度。 

 业务指标：uvctr,pvctr(小时级更新，T+1报表)。 

线上与训练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通过 http接口，每隔一段时间发送监控数据，出现异常会及时产生钉钉和

邮件报警。下图是对 9月 20日到 27号的监控，从第二张图表来看，模型能较

好的适应当前数据流的打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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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UC：传统的 AUC并不能完全描述 uvctr，因为模型很可能学到了不

同用户间的偏序关系，而非单个用户在不同 offer 下的点击偏序关系。为此，

我们使用了 User-AUC，它尽可能地模拟了线上 uvctr的计算过程，在真实实验

中，监控系统的 uvctr 小时报表，与实时模型输出的 User-AUC高度一致。 

4、工程实现和效果 

目前算法已经在支付宝首页的多个推荐位上线。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历史

点击，融合用户画像和兴趣，结合实时特征，预估用户 CTR，进而提升系统整

体点击率。 

我们以推荐位业务为例说明，其采用了经典的 wide&deep的网络结构，其

sparse部分包含百级别的 group(见下段备注 1)。 一天流入约百亿样本，

label的 join窗口为固定时长。由于负样本占大多数，上游链路对正负样本做

了 1：8 的降采样(见下文备注 2)。 

训练任务采用蚂蚁统一训练平台构建，并使用工作流进行定时调度，离线

和在线任务的其他参数全部一致。Batchsize 为 512，每 200步（即 20 万样

本）评估结果，定时将模型通过图裁剪导出到线上系统。当任务失败时，调度

系统会自动拉起，从 checkpoint恢复。 

该推荐业务的 online learning桶最近一周相比线上多模型融合最优桶提

升 4.23% ， 相比随机对照提升达 34.67% 。 另一资讯推荐业务其最近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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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DNN 基准 uv-ctr 提升+0.77%，pv-ctr提升+4.78%。实验效果相比有较大

的提升。 

备注 1： group embedding 是将相似 emb 特征分组，各自 lookup 求和后再

concat，使得特征交叉在更高层进行。其设计是考虑到不同 group的特征差异

很大(如 user和 item)，不应直接对位求和。 

备注 2： inference 打分仅做 pointwise 排序，采样虽改变数据分布但不

改变偏序关系，因此并未在训练上做补偿。 

5、未来工作 

弹性特征已经成为蚂蚁实时强化深度学习的核心要素。它只是第一步，在

解决特征空间按需创建问题后，它会带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底层架构，众多技

术都能在此基础上深挖： 在工程上，可继续从分钟级向秒级优化，进一步提升

链路实时性并实现模型增量更新； 在算法上，我们正在探索如样本重要性采

样，自动特征学习，在线线性规划与 DNN的结合，实现优化器联合决策等技

术。 

由于在线学习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开发和调优时遇到了大量的困

难，涉及样本回流，训练平台，模型打分，线上评估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稳

定性，但基本都一一克服。为了保证线上结果稳定可信，我们在观察和优化两

三个月后才发布这篇文章。 

本文作者为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认知计算组的基础算法团队，团队涉及图

像、NLP、推荐算法和知识图谱等领域，带头人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褚崴，拥有

定损宝和理赔宝等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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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CAI 论文 |打破传统搜索排序，阿里首次提出商品间相互影响

的全局排序法 

作者：瑞溪 

 

小叽导读：搜索排序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各种方法对商品进行打分，最后按照

每个商品的分数进行排序。 

针对传统搜索排序方法的缺陷，本文首次提出了考虑商品间相互影响的全局

排序方法。本篇内容已被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IJCAI）收录，下面，我们一

起来共同探讨。 

1、前言 

传统的搜索排序方法无法考虑到展示出来的商品之间相互的影响。类似地，

传统的针对单个商品估计 ctr、cvr的方法也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商品的 ctr、

cvr不会受到同时展示出来的其他商品(我们称为展示 context)的影响。而实际

上一个商品的展示 context 可以影响到用户的点击或者购买决策：假如一个商品

周边的商品都和它比较类似，但是价格却比它便宜，那么用户买它的概率不会高；

反之如果周边的商品都比它贵，那么用户买它的概率就会大增。 

如果打破传统排序模型展示 context没有影响的假设，该如何进行排序呢？

为此，我们首次提出了一种考虑商品间相互影响的全局排序方法。我们将电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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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描述成一个全局优化问题，优化的目标是反应用户满意度的商品成交额：GMV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准确地说，全局排序的优化目标是最大化 GMV

的数学期望。计算 GMV 的数学期望需要知道商品的成交概率，而商品的成交概率

是彼此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又提出了考虑商品间相互影响的成交概率估计模型。 

首先，我们提出了一种全局特征扩展的思路，在估计一个商品的成交概率时，

将其他商品的影响以全局特征的形式加入到概率估计模型中，从而在估计时考虑

到了其他商品的影响。然后，我们进一步提出了通过 RNN模型来精确考虑商品的

排序顺序对商品成交概率的影响。通过使用 RNN 模型，我们将电商排序变成了一

个序列生成的问题，并通过 beam search算法来寻找一个较好的排序。我们在淘

宝无线主搜索平台上进行了大量的实验，相对于当时的淘宝无线主搜算法，取得

了 GMV提升 5%的效果。 

2、全局排序方法 

全局排序阶段的输入是要排序的 N个商品，输出则是 N商品的排序结果。 

我们用 表示基础排序输出的 top-N商品序列； 

O表示 S的全排列集合， 表示 S的一个排列； 

另外，用 表示商品 i在排序 o中的位置，即 ； 

表示商品 i在排序o中的展示context，具体定义后面会分情况讨论； 

表示商品的价值。 

我们将目标定义为本次搜索产生的 GMV，于是在给定 o的情况下，就有 

 

全局排序的最终目标就是找到一个期望收益最大的排序： 

 

寻找这个最优排序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问题 1. 这个概率如何去准确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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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2. 寻找 是个组合优化的问题，暴力搜索的时间复杂度是 N!的，需

要找到合理高效的近似算法。 

问题 1是提高效果的关键，估计得越准，后面组合优化的效果越明显，反之

则会导致第二步的组合优化没有意义。 

从理论上讲， 是 i 的完整的展示 context，但是如果完

整地考虑展示 context，问题 2的组合优化复杂度很难降低下来。为了能更高效

求解问题 2，需要对 进行适当地简化。根据对 的简化程度，我们把全

局排序模型分成了两类，分别在下面介绍。 

2.1 全局特征扩展 

第一类模型只利用展示 context 的商品集合信息，而不去深究真实的展示

context 的顺序，即 。直观上理解，第一类模型假设用户在判断

是否购买商品 i的时候，只记得他看过所有的商品集合 S，而不在意 S 中商品的

出现顺序。 

这种情况相当于用户知道自己的挑选集合，从中比较和挑选出最想购买的商

品。我们将商品 i 本身的特征成为局部特征 。这时可以把商品 i 的局部特征

与其他候选商品的局部特征进行比较，得到这个商品的特征与候选集合其他

商品比较的结果，并且把这些比较的结果作为包含全局信息的特征加入到

的预测中。 

以价格特征为例，我们会按照价格纬度对 S排序，将商品 i的价格位次均匀

地归一化成 之间的一个值（最贵的价格变成变成 1，最便宜的价格变成 0），

这样的价格特征就扩展出了 i的价格全局特征。 

通过上述的方式可以对 的每一维按照其位次扩展，得到相应的全局特征

，最终我们将局部和全局特征拼接起来作为考虑了展示 context 的商品 i 的

特征 。这时展示 context通过特征扩展而加入到模型中来，帮助模

型预测成交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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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类模型的假设下，问题 2的组合优化就变得很简单了。商品集合是静

态的，因此各个商品的成交概率能分别独立计算出来。但是 DNN 计算出的

没有考虑到商品 i的排序位次，应该根据 position bias 对

做一个修正，即 。对于求解问题 2来说，我们不需要具体知道

的值，只需要知道 bias随着位置从前往后依次降低就可以了，因为这时

只要按照 从高到低对商品进行排序，就一定能得到收益最大的排序。 

2.2 排序序列生成 

第二类模型不仅仅考虑展示 context的商品集合信息，还精确地考虑到排在

i之前的商品的顺序。与第一类模型类似，展示 context的商品集合信息还是通

过扩展全局特征的方式加入到了每个商品的特征中，即 。但是与第

一类模型不同，计算 时，第二类模型还考虑了排在 i前面的真实顺序，

即 ，这样问题 1变成了一个序列概率估计的问题，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 RNN来计算 。 

与第一类模型不同的是，由于我们考虑了排在 i之前的商品的顺序，前面商

品的排序变化会影响商品的成交概率。这时就不能分别独立计算每个商品的收益

了，因为商品 i 的收益要受到排在它前面的商品的影响；而在最终排序确定之

前，无法知道商品 i 之前的排序是什么，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去确定这样一个最

优的排序。同时，正是因为只考虑了排在 i之前的商品顺序，使得我们可以从前

往后一步一步地排序，每一步选择排在当前位置的商品。 

为了便于理解，可以先看一种简单的情况：分位排序。所谓分位排序是指在

排序时先将收益最大的一个商品排到第一位，然后条件在第一个商品之上，重新

计算剩余商品的收益，并选出收益最大的商品排到第二位，依次类推。很明显分

位排序是一种贪婪的算法。beam search 算法可以理解为贪婪算法的扩展,beam 

search 在每一步搜索的时候会保留收益最大的个序列，一直到最后一步，再返

回最好的一个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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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 RNN 模型解决不好长距离依赖的问题：当我们计算第 20 个位置的商

品成交概率时，排在头 4位的商品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了。而排在前面的商品由

于是用户最先看到的，一般会有较深的印象，对后面商品的影响不应该被忽略。

为了使模型有能力考虑到长距离和对排序位置的依赖，我们设计了一种新的

attention 机制加入到 RNN 的网络中。通过这种引入 attention 并且加入位置

embedding的方式，模型可以根据数据自动学习不同位置 attention该如何调节

以得到更好的预测结果。直观来看，模型的结构图如下： 

 

3、实验效果 

3.1 成交概率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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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NN 是只使用 作为特征的 baseline。reDNN 是使用全局特征

的 DNN全局排序模型，miRNN是 RNN全局排序模型，miRNN+attention

是增加了我们的 attention 机制的 RNN模型。 

3.2 淘宝无线主搜线上 A/B测试 

使用 miRNN和 miRNN + attention 模型做排序，算法的时间分别是

和 ，其中是被排序的商品数， 是 beam search 算法的 beam size 参数。

对于淘宝搜索这样的大规模的搜索平台来说，这样的复杂度显然是太高了。不过

我们可以在 baseline 排序的基础上，只对排在最前面的 N 个商品进行排序，只

要 N取得不大，计算量就是可以承担的。同时，因为排在前面的商品对效果的影

响最大，对这些商品重新排序的收益也比较大。 

我们对比了不同 N和 k下，本文提出的各种全局排序方法的 GMV增长（反应

模型效果），搜索引擎 latency（反应计算负担）的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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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效果总结：GMV、搜索引擎 Latency 想对于 baseline DNN的增长：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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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次提出了考虑商品间相互影响的电商全局排序方法，并在淘宝主搜索

上取得了明显的效果。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RNN 的方法效果虽然更好一些，但是

带来的计算负担太大，如何减少计算量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更多的技术细节，请参考论文原文： 

https://arxiv.org/abs/1805.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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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IR 阿里论文 | 一种端到端的模型：基于异构内容流的动态

排序 

作者：高子喆、高正、黄恒、蒋卓人、严玉良 

 

小叽导读：搜索引擎在电商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很好地引导

用户的潜在购买行为。传统电商搜索引擎通常指商品搜索引擎，用户输入一个

query，返回一个商品列表。然而，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更愿意

分享自己的购物体验，他们以文章、评价和视频等形式将自己的观点展示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这些统称为内容流。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的购物帮助，内容搜索

引擎应运而生。在用户搜索商品的时候，给用户推荐高质量的内容流，帮助用户

选择自己中意的以及用户可能喜欢的商品。 

1、研究背景 

目前，对于异构数据的排序还存在很多的挑战。首先，商品搜索引擎和内容

搜索引擎所提供的跨领域知识要被充分利用，使用户在商品搜索引擎中的行为偏

好应用到内容搜索引擎中。其次，现有的算法需要支持多媒体内容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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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商品搜索引擎和内容搜索引擎中异构数据排序

的问题，给用户推荐丰富的、个性化的内容流。我们把算法分成了两部分：1）

异构内容流类型排序，即决定每个坑位展示何种类型的内容流，文章、视频还是

商品列表；2）同构的内容流内容排序，第二个步骤使用广为人知的 DSSM 模型，

在这个内容流类型下，对内容流的内容进行排序，选择相似度最高的内容插入。

本文主要聚焦在第一个步骤。 

  

2、所提出的算法 

本文提出两种算法用于内容流类型的排序，独立多臂老虎机算法和个性化马

尔科夫深度神经网络算法。 

在独立多臂老虎机算法中，我们需要计算一个比例θ，由 ipv 和 pv 计算而

来，如果θ更高，表示当用户在搜索列表中看到这个内容流的时候，更有可能点

击。对于每一个搜索坑位，我们先会计算一个θ的先验分布，这里我们使用 Beta

分布 , 其中 i表示 post, list, video。  代表类型 i的历史

ipv点击数据， 表示历史浏览数据。 的期望是 ，后验概率分布通

过一个实时的流数据任务来更新。表示为如下的概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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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坑位的内容流类型都是独立的，伪代码如下： 

 

有依赖的异构数据流类型选择由三种因素决定：用户，query和前一个坑位

类型。首先，在同一个 query下，用户可以表示出不同的偏好。比如用户搜索“连

衣裙”，某个用户可能更偏好介绍的文章，另一个用户可能会更喜欢视频的介绍。

而且，没有用户喜欢单一的类型展示，或多或少都喜欢多元化的内容流类型的排

列。针对同一个 query，应该给不同的用户展示不同的排序结果。我们提出的个

性化马尔科夫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包含两个步骤，包括对用户和 query的表示任务

学习和坑位类型的预测学习。 

用户和 query 的低维表示 我们构建了一个 graph，包含用户，query 和内

容。使用 node2vec学习用户和 query的 embedding，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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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中间部分是训练节点的 embedding 表示。输入层是节点的独热编码。

权重矩阵 W是所有节点的 embedding，其将节点独热编码映射到一个 D 维的空间

中。 

坑位类型预测 我们的目标函数定义为 

 

其中 X表示输入第 i个坑位的特征，为了简化我们 pMDNN模型并且加速运行

的速度，我们只使用跟当前预测的坑位前一个坑位的信息。然而这带来了一个问

题，如何预测第一个坑位的类型，这里我们使用到了跨领域知识，我们从用户最

近在商品搜索引擎中浏览的宝贝信息中抽取将其映射为内容搜索坑位特征，使其

满足当前模型的输入要求。我们的模型输入层为用户的 embedding，query 

embedding和前一个坑位的 embedding。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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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全连接层接入输入层中。每一层使用一个线性分类器和交叉熵作为

loss function。激活函数选择 Relu，输出层应用 Softmax为激活函数。 

3、实验结果 

我们将提出的模型部署到 A/B测试分桶环境中，选择了 5个主要的指标来对

比两个模型 iMAB 和 pMDNN。pv 代表展示内容的个数；pvclick 表示展示的内容

多少被点击；uv是多少个用户使用了内容搜索引擎，uv click 表示多少用户点

击了内容流；至于 uv ctr，表示用户是否点击内容流的比率。 

下表展示了实验结果，其中 pMDNN的实验结果优于 iMAB。尤其是 uv click

和 uv ctr，这对于我们的场景非常重要，因为 uv click的增长表示更多的用户

倾向于内容搜索引擎因为其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购物。同时，uv ctr 的增长展示

出使用内容搜索引擎的用户对我们推荐的内容流是认可的。至于 pv click 的提

高也代表了我们提出的模型更加的符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基于 pv click和 uv ctr，我们可以认为 pMDNN应用了跨领域知识并且全局

优化多坑位类型确实要优于坑位独立的 iMAB。 

 

  

参考文献： 

[1] Ro b́ert Busa-Fekete andEyke Hüllermeier. A survey of 

preference-based online learning with banditalgorithms. 

[2] Ali Mamdouh Elkahky, YangSong, and Xiaodong He. 2015. A multi-

view deep learning approach for crossdomain user modeling in 

recommendation system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4th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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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Conferences 

Steering Committee, 27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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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IR 阿里论文 | 可视化理解深度神经网络 CTR 预估模型 

主要作者：郭霖、叶卉、苏文博、刘贺欢、孙凯、向杭、侯俊 

 

 

小叽导读：尽管业界对于图像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在算法可解释性

方向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于电商与广告领域，目前还是空白。另一方

面，深度学习技术已经开始被大规模应用到广告业务中。广告是很多互联网现

金流的重要来源，是核心业务。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是核心业务中的核心模块，

有效理解和评估这一“黑盒”算法变得非常重要。下面，我们针对可视化理解

深度神经网络 CTR预估模型进行探讨。 

1、背景 

深度学习在研究和应用领域都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迄今为止，深度学习

算法仍不够透明，多被做“黑盒”使用。近年来，人们开始致力于去更透彻地理

解深度学习内部的复杂机理，从而确保算法安全可靠或达到进一步优化的目的。 

由于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感受主要来自于视觉，良好的可视化可以有效地

帮助人们理解深度神经网络，并进行有效的评估、优化和调节。而可视化的前提

是对模型进行相关数据透出，从而进行可视化分析评估，最终使得神经网络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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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向“白盒”过渡。针对这些挑战，我们搭建了一个面向工业级大规模深度学

习应用的可视化分析平台—DeepInsight。 

我们将针对电商场景下的广告点击率（CTR）预估，以一个简单但具有代表

性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为例，举例介绍在几个典型而重要的问题上模型可视化分

析的应用：1.泛化效果评估；2.特征设计；3.模型结构设计。 

大多数图像或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着眼于从样本粒度出发去可视化理解模

型。区别于这些研究场景，工业界的 CTR 预估面对的是海量规模的数据与特征、

有偏的带标签数据、稀疏而复杂多样的信号模式，而最终效果评估首要关注的是

宏观的商业指标。从业务特点出发，我们以统计信号入手，探索理解模型在整个

目标数据集上的宏观表现。相关实验工作的细节请参阅我们的英文版论文。 

2、平台介绍 

DeepInsight 平台面向工业级深度学习算法研发与应用，提供完善的模型训

练任务生命周期管理，致力于提供高效全面的数据透出方式，并以深度学习数据

的多维度可视化、大规模数据实时分析、数据再建模等方向作为核心功能。 

平台基于分布式微服务集群化部署，由前端 WEB平台+后端微服务+深度学习

组件等三个子系统构成，各个微服务实例之间是隔离的，互不影响；目前已接入

Tensorflow 和 MXNet 两个大规模并行训练框架，支持多任务学习、迁移学习、

强化学习、GAN、模型融合等复杂场景，旨在通过数据透出及可视化等手段，提

高神经网络的可解释性，解决模型调试及问题定位分析等系列问题；以生命周期

管理的方式执行训练任务，从而提供一站式的可视化评测服务。平台在赋能业务

的同时，业务也会将后期处理过的数据反馈给平台，从而构建以 DeepInsight 为

基础数据核心的 AI可视化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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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算法实验 

不失代表性，模型采用简单的 GwEN式结构[1]。对于每条输入样本，稀疏特

征 ID 被映射为低维稠密的 Embedding 向量，然后以特征组为单位将每组的特征

ID Embedding 进行 sum pooling 操作，得到该特征组的 Embedding向量。各个

特征组的 Embedding 向量被连接在一起，作为输入传给后续的全连接层。模型总

共有 4 个全连接隐层并以 Relu 为激活函数。输出层通过 sigmoid 操作输出预估

点击率（PCTR）。 

对于训练至不同阶段的模型，我们通过动态透出的方式收集模型内部在不同

数据集上的状态数据，以此为可视化分析的基础。 

4、泛化效果与神经元状态波动 

众所周知，深度神经网络有强大的拟合能力。随着训练进行，模型会不断地

去拟合训练数据，对输入信息中的微小差别越来越敏感。给定模型，每个神经元

的状态由样本输入决定。数据集中不同样本输入的变化导致神经元状态的波动，

这一波动的程度反应了模型对于输入信息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模型对训练数

据过于敏感会降低其泛化能力。我们的可视化清晰地展现了模型泛化效果与神经

元状态波动程度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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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展示了模型第四隐层中每个神经元状态值的平均波动程度，对比了不同

训练阶段的模型在训练与测试集上的统计表现。在过拟合之前，神经元的波动程

度保持相对稳定，训练/测试集间较为一致。过拟合时，波动程度显著上升，并

且训练集明显强于测试集。这正反映了过拟合状态下的模型对训练数据过度敏感。 

 

我们聚合出整个隐层的所有神经元的平均波动程度，发现该指标可以与模型

在不同数据集上的效果变化（AUC）相关联。神经元的波动程度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理解与检测过拟合的手段。另外，这个指标计算不需要标签，因此可以帮助我

们在一批拿不到点击反馈的数据集上的评估模型效果。 

5、特征影响力 

比起传统的逻辑回归模型，深度神经网络的一个优点是具有从输入中自动挖

掘非线性交叉特征的能力。但是实践发现，输入特征本身的质量好坏也极大地影

响着模型的效果。 

什么特征对模型比较重要？对于传统的逻辑回归模型，我们可以通过特征的

权重来认识其重要性。但是，这对于深度神经网络是不适用的。 

我们利用梯度信息来认识各个特征组对模型的影响。将全连接网络的输入针

对模型输出（PCTR）求导。该梯度的强度表示了模型的输出预估对于该输入的微

小变动的敏感度，从而可以反映出该输入对于模型的影响力。梯度越强，表明该

输入的对模型的影响越大。以每个特征组聚合各自 Embedding所对应的梯度的平

均强度，可以描述该特征组对模型的影响。 

下图对比了两个不同状态的模型（未过拟合 Vs 过拟合）中的各个特征组的

平均影响力。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状态的区别：过拟合时模型对少量几组特征过

度敏感，尤其是编号为 1和 11的特征组。事实上，这两个都是具有海量 ID取值

的单个特征如 user ID，所需参数空间极大，而本身携带的可泛化信息确实很少。 



33 
 

 

6、隐层的效用与其信息表征 

我们通过可视化隐层的输出向量，展示模型对输入信息的综合表征，以帮助

我们了解模型的内在机制以及模型结构对于效果的影响。下图将不同隐层的输出

向量经过 tsne投影到 2维平面。与[2]针对图像分类的可视化结果不同，我们没

有观察到点击与不点击两类样本点的分离。这是由我们场景下样本信息的高噪声

所决定的。但是，可以看到点击样本点有空间聚集。第三层比第二层有更明显的

聚集，表明第三层表征的信息更有区分能力。但是第四层却并没有显示出进一步

提升。 

反过来指导模型结构设计，我们的实验证明训练没有第四层的模型也可以达

到与四隐层模型相近的效果。 

 

  

7、隐层的效用与其表征再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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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介绍了了解每个隐层对于模型分类效果带来的收益。我们的

DeepInsight平台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地对透出数据进行再建模，来进一步深化对

模型结构的认识。 

我们使用 Alain 和 Bengio提出的探测层方法[3]，将隐层对于样本的表征向

量作为输入特征，同样以样本的点击反馈为标签，训练逻辑回归 probe 模型。对

比不同隐层所训练出的 probe模型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隐层结构对模型效

果的作用。如下图，可以明显的看到，从第一到第三层，隐层输出信息对于点击

行为的区分力逐层提升。第四层并没带来明显收益，与上节的结论一致。 

 

8、小结 

我们在电商广告场景下探索深度学习可视化与可解释性，通过分析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内部数据，打开这个“黑盒”，以求深入理解模型的内部状态与机制。

这些探索被成功地落地到平台服务，从而助力算法研发与业务应用。 

参考文献： 

[1] Guorui Zhou, Chengru Song, Xiaoqiang Zhu, Ying Fan,Ha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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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Network for Click-Through Rate Predic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1706.06978(2017). 



35 
 

[2] Paulo Rauber, Samuel Fadel, Alexandre Falcao, andAlexandru 

Telea. 2017. Visualizing the hidden activity of artificial 

neural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3, 1(2017), 101–110. 

[3] Guillaume Alain and Yoshua Bengio. 2016.Understanding 

intermediate layers using linear classifier probes. arXivpreprint 

arXiv:1610.01644 (2016). 

  



36 
 

机器如何“猜你喜欢”？深度学习模型在 1688 的应用实践 

作者：顾海倩 

 

小叽导语：本文主要介绍了 Wide&Deep、PNN、DeepFM三个模型以及

1688CBU事业部的顾海倩同学提出的 Wide&Resnet 模型结构，并尝试在 1688猜

你喜欢的真实数据场景中进行应用。文内有一些实验结果，也提出了一些遇到

的问题，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1、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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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你喜欢是推荐领域极其经典的一个场景，在 1688 首页无线端猜你喜欢栏

目日曝光约 23w，其中约 72%的用户会产生点击行为，人均点击约 8 次。在我们

的场景中，这部分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流量来源。我们算法要做的就是通过用户的

真实行为数据，预测用户最可能感兴趣的商品进行展示，以提高点击率，从而提

高购买量。 

不同于搜索，这种用户带有明确目的的行为，猜你喜欢是在用户没有明确目

的时让用户“逛起来”，挖掘用户的潜在喜好商品，增强用户体验。 

 

整个猜你喜欢的框架如图。用户产生的实时数据放在 ABFS 上，通过 TPP 传

入 BE，在 BE中通过 swing、c2i等算法召回 1000 个商品（粗排），再把这 1000

个商品通过 TPP传入 RTP中在线打分，最后把分数最高的 600个商品按得分展现

给用户（精排）。离线在 Porsche 平台上调试模型，调到最优结果再发布到 RTP

看线上效果。 

ABFS (Ali Basic Feature Server)，统一特征服务平台：该模块主要负责

用户实时数据的处理以及特征的统计工作，如基础行为特征（点击、收藏、加购

等），统计特征（点击次数、点击率等），并传递到 TPP供 BE系统调用； 

TPP（The Personalization Platform），阿里个性化平台：集成 RTP、IGraph、

BE等常用服务，方便数据的流动调用，降低开发成本，帮助业务和算法快速上线

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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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asic Engine），向量化召回：是 DII 上的一个为推荐场景定制的召回

引擎服务，负责从多种类型的索引表中召回商品，并关联具体的商品信息进行过

滤和粗排。线上召回效率极高，可以在几毫秒内对全库商品召回结果； 

iGraph 平台：超大规模分布式在线图存储和检索。在我们的流程中主要用

来储存一些用户特征，用户偏好类目和热门商品召回等。因为这些信息不需要频

繁更新，存到 iGraph 上方便存取和调用； 

RTP（Real Time Prediction），实时打分服务系统：利用 Swift 增量传输

模型，使用实时 BUILD 索引技术来实现特征和模型的秒级更新，RTP系统在收到

TPP推荐系统的前端请求后，进行 FG的实时特征产出，并对请求的 item list 中

每个 item 计算出一个分值，是 CTR、CVR 各种机器学习模型预估的专用服务器； 

Porsche 在线学习平台： Porsche 是基于 Blink 的分布式流式计算框架，

提供了日志处理、特征计算和实时建模的插件接口。实时更新的模型和特征通过

swift秒级别同步 RTP 等服务端。从用户发生交互行为、行为样本被实时系统接

收和解析、加入在线训练、将更新的模型参数发送给服务端到最终新的推荐结果

被用户感知，这个过程高度实时化、在线化。 

2、模型简介 

1. 搭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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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模型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基础模块的组合，通过不同方式组合不同

模块，构建不同的模型。最经典的就是 Google 的 Wide&Deep 模型，结合深度模

块 DNN和线性模块 LR，让模型同时拥有记忆性和泛化性。 

在 WDL之后，学术界和工业界在此结构上有很多其他的尝试。下面分析几个

我试过的网络。 

2. Wide&Deep 

 

这是 Google提出的非常经典的网络结构，论文见《Wide & Deep Learning 

for Recommender Systems》。离散特征经过 Embedding和连续特征一起输入到

DNN 侧，Wide 侧是一些人工交叉（如用笛卡尔积）特征，主要交叉的是 id 类特

征，来学习特征间的共现。主要公式如下： 

 

Wide 侧 LR模型的记忆性很强，比如用户买了一本科幻书，下一次再出现这

样的组合，模型就会记住判断正确。但若此时来了一本科学书，LR模型不一定能

分对，所以需要 Deep 侧 DNN模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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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侧 DNN 模型通过 Embedding 层挖掘特征间的语义相关性，比如上个例

子中，通过 Embedding 模型可以学到“科学”和“科幻”是相似的，从而也能推

出用户也可能喜欢科学书。这样，通过 DNN 和 LR 模型的结合，Wide&Deep 模型

有很好的记忆性和泛化性。这也是我们目前猜你喜欢线上在用的模型。 

3. PNN 

PNN 的思想来自于对 MLP 学习的交叉特征的补充，论文见《Product-based 

Neural Networks for User Response Prediction》。作者认为 MLP不能很好地

学出特征间的交叉关系，所以提出了一种 product layer 的思想，也就是基于乘

法的运算强行显式地进行二阶特征交叉，结构如下图： 

 

从结构图可以看出，product layer可以分成 z和 p两部分。线性部分 z直

接从 Embedding 结果得到，非线性部分也就是乘积部分，这里的乘积有两种选择，

内积或者外积。 

 

但这种结构的受限之处在于，它要求输入特征 Embedding到相等的维度，因

为维度相同才能做乘积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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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epFM 

DeepFM 由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和哈工大共同提出，论文见《DeepFM:A 

Factorization-Machine based Neural Network for CTR Prediction》。它的

结构很像 Wide&Deep 与 PNN的结合，它是把 Wide&Deep 中 Wide侧的 LR 换成了乘

积结构 FM，通过 FM 和 DNN 分别提取低阶和高阶特征。而且这两部分共享

Embedding输入。结构如下图： 

 

FM 部分是一个因子分解机。关于因子分解机可以参阅 Steffen Rendle 在

ICDM, 2010 发表的文章《Factorization Machines》。因为引入了隐变量的原

因，对于几乎不出现或者很少出现的隐变量，FM 也可以很好的学习。FM 的公式

如下： 

 

而且在 FM的文章中，作者还给出了求解交叉项的化简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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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PNN 一样，因为 FM 强制特征间二阶交叉，所以需要把特征 Embedding 到

相等长度的维度，且 DeepFM 结构两边的输入是共享的，不需要像 Wide&Deep 一

样人工给 LR 模型构造交叉特征，节省了人力。但在集团实际应用中，不同特征

的维度相差很大，比如性别只有 3 维（男、女、未知），而 id 类特征多达上亿

维，不可能都 Embedding 到相同的长度。这里可以参考淘宝搜索团队的做法，通

过 Group product 的方式分组 Embedding：双 11 实战之大规模深度学习模型。

他们在双十一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5.Wide&Resnet 

这个结构是我自己在工作中的尝试。想法来源于对 Wide&Deep 模型的改进，

把原来 Wide&Deep结构中 DNN部分改成了一个类似 Resnet那样 skip connection

的结构，也就是信号分成两路，一路还是经过两个 relu 层，另一路直接接到第

二层 relu，形成类似残差网络的结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不同层级的特征

进行组合，丰富特征的信息量。两个模型的对比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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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发现单纯从 DNN 改到 Resnet 的结构并没有多少作用，但是在

Resnet中加入 batch normalization，即 BN 层后，网络的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可以从离线 CTR实验的准确率中得以提现。离线效果见第四部分。 

 

3、训练数据 

训练数据来自目标日前七天内用户在 1688 首页猜你喜欢模块行为数据，曝

光点击 label为 1，曝光未点击则 label为 0。 

 

1688猜你喜欢使用的数据特征体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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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滑窗期指目标前 1/3/5/7/15/30天的行为窗口。 

1688 平台与淘宝等传统的 B2C 平台不同，1688 是一个 B2B 的平台，意味着

我们的买家和卖家都是 B 类用户。B 类用户与 C 类用户在特征上有明显的不同，

比如： 

 B 类用户特征会有是否是淘宝卖家； 

 相比于 C 类，B 类用户没有年龄、性别、社会状态（是否有孩子、车子、

房子）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对于 1688 的商品也没有品牌特征，因为我们主打的是非品牌类的批发市

场。 

4、实验结果 

在 Porsche 平台上做离线实验，可以看到带 BN 层的 Wide&Resnet 的模型比

baseline 的 Wide&Deep 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 AUC 基本都要高 1 个多百分

点。经过三次增量，即每批数据从上一次训练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迭代训练，AUC

能提高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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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oss 曲线中更能明显看出，加了 BN 后的模型，loss 基本在 0.3 之下，

稳定在一个较小水平；而原来 Wide&Deep模型的 loss波动范围较大。所以 BN对

模型的稳定性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5、调参经验 

分享一些其他的调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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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 

本文在 Wide&Deep 模型上进行改进，提出 Wide&Resnet结构，并通过 Batch 

Normalization的方式大幅提升网络效果，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感谢霍博和 CBU 的算法小伙伴们一个多月的支持！以及特别感谢哈西师兄，

易山师兄的指导！ 

关于我们 

1688CBU事业部是阿里集团新零售事业群的核心部门，聚焦 B类电商，建设

B2B 数据和业务闭环。CBU 技术部新零售算法团队担负着技术创造新的业务价值

的使命，我们已经将一系列深度模型应用于推荐、搜索、NLP、品类规划等领域，

沉淀出一套有竞争力的技术体系，并且坚持在算法深度的道路上持续探索。 

    欢迎加入 CBU技术部新零售算法团队！团队长年招聘搜索、推荐、NLP相关

算法同学，有意向欢迎邮件至 chengfu.huocf@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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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商而生的知识图谱，如何感应用户需求？ 

作者：玉昆、喜阕、远尚、弘朗、子尹、久越 

 

小叽导读：本文从需求分析和体系化构建的角度出发，阐述在电商这一特

殊领域的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概念体系，还有在此过程中，通

过算法、工程、产品、运营和外包团队投入大量精力，通过不断磨合逐渐完善

的平台架构和审核流程。 

1、背景 

电商认知图谱从 17 年 6 月启动以来，通过不断从实践到体系化的摸索，逐

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电商数据认知体系。 

在当前集团不断拓展业务边界的背景下，数据互联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为

这是跨领域的搜索发现、导购和交互的基础，也是真正能让用户“逛起来”要具

备的基础条件。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问题做一个分析。  

 1.1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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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数据应用场景不仅是传统的电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零售、多语

言、线上线下结合的复杂购物场景，所用到的数据也往往超出了以往的文本范围，

这些数据往往都具有一些特点： 

非结构化互联网的大量数据都是分散在各个来源而且基本是非结构化文本

方式来表示，目前的类目体系从商品管理角度出发，做了长期而大量的工作，仍

然只是覆盖了大量数据的冰山一角，这对于认知真正的用户需求当然是远远不够

的。 

充满噪声：不同于传统的文本分析，目前集团内的数据大部分是 query、

title、评论、攻略等，这些数据由于用户习惯和商家诉求，会存在非常不同于

普通文本的语法结构，也会由于利益原因存在大量噪声和脏数据，这也为真正发

现用户需求并结构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多模态、多源：随着集团的业务扩展，目前的搜索推荐不仅容纳了商品中的

文本信息、大量视频、图片也作为内容被使用、如何融合各个来源的数据、如何

在关联多模态数据也是数据建设的一个难点。 

数据分散，无法互联：从目前的商品体系建设来说，各个部门由于业务快速

发展，往往需要维护自己的一套 cpv体系，这也是后期做商品管理和搜索的非常

关键的一环，但是由于应用场景的行业属性不一样，比如闲鱼的"包配饰"由于业

务场景高频会是一个需要再细分的类目，但在淘系由于交易搜索低频，"鞋包配

饰"仅仅是二手闲置下的一个小类目，这造成各个部门需要费力地维护在自己的

cpv 体系上的查询和搜索，每次都要重建自己的类目体系，重新支持存储查询，

重新关联商品，重新做类目预测等。 如何建设一个比较通用的面向应用的概念

体系，支持根据业务需求提供查询服务，已经迫在眉睫。 

缺少数据的深度认知：数据的深度认知不是认知商品，而是认知用户需求之

间的关联，如何能在用户搜索"叶酸”的时候认知到她有备孕需求，如何能在用

户大量点击烧烤调料和工具的时候认知到他需要进行野外烧烤，是目前全集团都

缺少的。 

1.2 需求分析 

通过如下的背景介绍，我们可以明确到，为了构建一个全局统一的知识表示

和查询框架，我们需要如下的关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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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场景的数据结构化：在复杂的场景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数据清洗，通

过频次过滤、规则和统计分析把脏数据去掉，然后通过短语挖掘，信息抽取等方

法把高可用的数据抓取出来，进行数据的结构化和层次划分。 

分散数据的统一表示框架：对于管理分散数据，我们首先是需要定义一个全

局的 schema 表示和存储方法，然后基于 schema 进行概念数据的融合，属性的挖

掘和发现，在数据关联上有可能要通过各种表示学习的方法来完成。 

数据深度认知：深度认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数据本身的认知，一个是数

据关联的认知，通过行为和商品本身的信息我们可以认知到用户购买商品的意图，

通过外部数据的输入和摘要我们会得到常识类和商品体系之外的用户需求的关

联。 

1.3 电商认知图谱 

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电商认知图谱(E-commerce ConceptNet)， 

目标是建立电商领域的知识体系，通过深度认知用户需求，实现电商场景下关联

人-货-场的联动，赋能业务方和行业。 

1.3.1 模块划分 

从整体划分上来说，认知图谱分为四块比较重要的工作，通过将不同类型的

concept(user,scene,virtual category 和 item)构建为一个异构图，来实现用

户-场景-商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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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图谱构建 用户图谱除了通用的用户画像信息(年龄、性别、购买力)，

也会有“老人”，“小孩”等人群数据，和用户的品类属性偏好数据。 

1.3.2 场景图谱构建 

场景可以看做是对用户需求的概念化，从现有的 query和 title中识别出用

户需求，泛化为一个通用的场景(scene concept)，并建立诸如"户外烧烤"，"度

假穿搭"之类的概念是场景图谱的主要工作。通过不断细化的场景需求，我们将

跨类目和品类，代表了一类用户需求的概念抽象为购物场景(sc)。 

 

  

挖掘了概念相当于我们得到了图上的节点，在概念挖掘之上，我们又着手建

立概念与类目和品类，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建立了图上的有向边，并

计算边的强度，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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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产出 10w+概念和 10倍的品类类目关联。 

1.3.3 品类细化 

品类细化的来源是由于目前的类目体系会过粗或者过细，从构建上包括两个

层面：  

品类聚合：比如"连衣裙“从认知层面上来说都是一个品类，但是由于分行

业管理的原因会同时存在"女装”，"男装"和"童装"等不同类目中,这时候就会存

在于两个一级类目下，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偏常识的体系来维护对真正"连衣裙"的

认知。 

品类拆分：品类细化是源于我们发现现有的类目体系不足以聚合一类用户需

求，比如有一个“西藏旅游”的场景，在“纱巾”类目下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叫做“防风纱巾"的虚拟类目。 这个过程同样是存在

entity/concept extraction 和 relation classification的，当前我们主要针

对类目和品类品类上下位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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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有融合了 cpv 类目树，品类类目关联，和外网数据

的 pair 对 68.9w+对。 

1.3.4 商品图谱构建 

短语挖掘：商品图谱端我们需要的是做更多的商品属性认知，我们知道，完

善的 cpv 体系的前提是 phrase 的认知，针对此我们建立了一个 bootstrap 框架

下的 cpv 挖掘闭环，目标是能够长期有效积累 cpv数据，扩大 query和商品的认

知(这也是商品打标的数据来源之一)。 

 

举例来说：  

 

截止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pv top70的类目审核，增加了 12W+的 cpv对，

term能够全量被识别的 query占比已经从 30%提升到 60%（由于目前采用中粒度

分词进行挖掘，前期分析 70%已经是极限，后续会在增加 phrase mining 流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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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扩大挖掘覆盖)，目前数据已经作为类目预测，智能交互的基础数据每日产

出。 

商品打标：商品打标是我们得以将知识和商品建立关联的关键技术，上述三

点产生的数据最后都会通过打标建立与 item 的联系，在商品打标完成后我们就

可以实现从 query到商品的整个语义认知闭环。  

 

预计到三月底我们可以实现第一版的商品打标。 

2、知识体系 

在知识构建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需要一套全局统一的 schema表示体系，

于是我们调研了 wordnet 和 conceptnet 的体系构建历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概念表示体系，也就是现有的认知图谱的核心(E-commerce ConceptNet)，它

的 目 标 是 从 语 义 层 面 去 理 解 电 商 领 域 的 用 户 需 求 并 将 其 概 念 化

(conceptulization)，映射到一个语义本体(ontology)，通过词汇层面的关系逐

渐把本体之间的关系形式化(specific)，通过本体之间的层级去表示概念之间的

层级，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去抽象实体类别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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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层面上来看，我们要描述一个事物(entity)，首先需要把它定义为一

种类别(instance-of-class)的实例，这种类别通常又可以通过一个概念

(concept)来表示，不同的概念会有自己不同的属性(proeprty)，一类概念的具

有的属性集合可以称为概念的 schema，有同一类 schema的概念一般会属于不同

的领域(domain)，领域内有自己的语义本体(ontoloty)，通过本体的层次(比如

“英国"-is-part-of-”英国")，我们可以形式化概念的层级和表示。 那么由细

到粗的，我们定义了一套电商概念体系的表示方法，通过不断细化 ontology 和

concept，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关联起用户和商品，甚至外部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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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框架 

3.1 平台模块 

 

总体来说，我们是以一个数据服务中台支撑起上面的图引擎，再通过阡陌数

据管理平台，和图灵业务对接平台来实现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的。 

3.2 模块细节 

阡陌：数据标注和展示 

阡陌作为电商知识图谱的基本平台，目前集成了所有知识标注和审核流程，

并且提供了数据查询和可视化，后期算法的概念挖掘服务和商品打标服务也会通

过阡陌对外提供。 

 数据审核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从初审到终

审的流程，具体见阡陌审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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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除了审核平台，阡陌还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数据可视化形式，通过

良好的交互方便查询知识阡陌可视化 

3.3 图灵：业务全选和投放 

由于目前我们的知识大部分以卡片形式提供，图灵提供了一整套经由云主题

透出的业务服务工具： 

概念选择 ： 

 

用户可以通过全选自己的主题进行分渠道投放 

3.4 图引擎：数据存储和查询 

从存储介质来说，我们使用 mysql 进行灵活标注，图数据库进行全量查询，

odps做持久化数据版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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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录入到 igraph 和 biggraph之前会被拆分为点表和边表导入，在线通

过 gremlin 进行查询。 

 

在图数据库上层我们封装了一个图引擎模块，提供不同 trigger的场景和商

品多路多跳召回功能。目前提供 user，item_list 和 query召回，已经在喵小秘

使用，并且和搜索发现进行联调中，可以使用查询接口进行查询和测试。 

3.5 技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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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题(认知图谱) 目前在云主题已经通过知识卡片的形式上线近 1w 个场

景，比较首猜商品来说，点击和发散性较商品均有大幅提升，现在正在做数据发

散性的探索。 

 

锦囊（全量)/底纹(bts)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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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 

 

4、后期规划 

目前认知图谱刚刚发展近一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后续的工作重点会

放在： 

1.关系挖掘和本体构建 

2.通过文本增强图谱和外部数据的关联 

3.常识类推理规则的挖掘 

4.图推理的符号逻辑表示 

阿里巴巴搜索事业部 NLP&知识图谱团队欢迎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知

识图谱方向的优秀人才加入，共建阿里电商生态，有兴趣的同学可发简历至

xique.llx@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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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CAI 论文 | 基于改进注意力循环控制门，品牌个性化排序 

作者：西克 

 

小叽导读：在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中，品牌在用户对商品做点击、购买选

择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原因是用户现在越来越关注商品的质量，而品

牌是商品质量的一个保证。 但是，现有的排序系统并不是针对用户对品牌的偏

好设计的。某些处理方案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这个问题，但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效

果或需要增加额外的交互成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阿里巴巴针对这个问

题提出了何种解决方案？ 

我们提出并设计了第一个品牌级排序系统来解决“现有的排序系统并不是针

对用户对品牌的偏好设计的”这个问题，该系统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有效利用电子

商务网站中的大量信息来对品牌作个性化排序。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中，我们首先

针对个性化品牌排序问题设计特征工程，然后在 Attention-GRU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 3个重要改进，以便更好地对品牌排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进也能应

用于很多其他机器学习模型。我们在阿里巴巴天猫商城上做了大量实验来验证这

个排序模型的有效性，并测试了真实应用场景中用户对该排序系统的反馈。 

1.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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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中，品牌在用户对商品做点击、购买选择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1]。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用户喜欢高质量的商

品，而品牌是商品质量的保证；另一方面，用户可能因为某些品牌的推广活动而

对这些品牌有特殊偏好，比如篮球粉丝会喜欢某 NBA明星代言的品牌等。 

但是，正如图 1.1(a) 所示，已有搜索、推荐系统中的排序结果将不同品牌

的商品汇聚在一起，这不能很好地满足有品牌偏好的用户的需求，因为他们必须

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浏览。 

 

(a) 现有排序系统的结果 

 

(b) 点击复选框 Levi’s 后的结果 

 



63 
 

(c) 品牌级排序系统的结果 

图 1.1 在给定搜索词 “jeans” 时不同排序系统展示的搜索结果。红线标

注的内容是重要的品牌相关信息。 

针对他们不喜欢的品牌商品，有些方案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这个问题： 

1.将品牌作为系统中排序模型的一个特征，从而使用户喜欢的品牌的商品在

排序列表中的位置靠前。但是，不同品牌的商品还是杂糅在一起。 

2.设置复选框、按钮来过滤品牌，如图 1.1(b)所示，在搜索词 “jeans” 的

返回页面上，通过点击 Levi’s (李维斯) 的按钮，用户可以只浏览李维斯的商

品。但是，复选框、按钮只能显示少量品牌，而且没有个性化。另外，当用户想

浏览多个品牌时，必须多次点击复选框，这增加了交互成本，降低了用户体验。 

因为现有系统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品牌级排序系统，其中相同

品牌的商品聚集在一起，并根据用户对品牌的偏好来对品牌排序。图 1.1(c) 是

我们系统的一个演示：首先，对牛仔裤按品牌(比如李维斯和威格 (Wrangler))

归类。然后，当系统学习到相比于威格，用户更喜欢李维斯时，李维斯的排序位

置将会更靠前。 

品牌级排序系统的核心挑战是解决个性化品牌排序问题。电子商务网站上的

多种重要信息都可用于对品牌排序。首先，品牌价格特征对品牌建模很重要；其

次，用户行为中的序列信息和时间间隔信息对用户兴趣建模也非常重要[2]；另

外，不同的行为类型(点击和购买)反映了用户对商品不同的偏好(相应地，反映

了对品牌的不同偏好)。 

比如，一般来说购买行为比点击行为能体现用户更强的喜好程度。这里的核

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用户行为序列中的这些特性来提升个性化品牌排序效果。

我们将此定义为一个点排序问题。具体地，首先基于电子商务网站中的不同信息

训练一个分类器；然后。给定一个用户，使用分类器预测他喜欢不同品牌的概率，

再基于概率对品牌排序。属于同一个品牌的商品可使用传统方法排序。 

设计该品牌级排序系统需要完成两个子任务：一个是针对品牌排序问题的特

征工 程，我们提出一系列影响品牌排序效果的品牌特征；另一个是排序模型的

设计，我们出一个适配的 Attention-GRU模型[3] 来预测用户喜欢不同品牌的

概率。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简称 RNN) 已经在用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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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建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门循环单元 (Gated Recurrent Unit 简称

GRU)[4] 是最好的 RNN 结构之一，注意力机制[5]有助于区分不同行为对当前推

荐的影响。因此，我们将 Attention-GRU作为基础模型。然后，在 Attention-

GRU 的基础上我们出了 3个重要改进。 

1.将启发式设计的品牌特征和由模型学习到的品牌向量进行整合以更好地

对品牌建模。在我们的实验中，这个改进能极大提升品牌推荐效果。 

2. 考虑不同的行为类型。我们为不同的行为类型设置不同的矩阵，并显式

地将它们对品牌的影响建模成矩阵相乘。 

3.整合时间门[2] 来对行为间的时间间隔建模，这能更好地捕获用户的长短

期兴趣。通过阿里巴巴天猫商城上的离线和在线实验验证了我们提出的模型及基

于该模型的品牌级排序系统的有效性。 

本章的贡献如下： 

 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品牌级排序系统用于个性化品牌排序，并能基于用户的

品牌偏好来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 

 我们针对品牌排序任务设计了相应的特征工程，并提出了一个适配的 

Attention-GRU模型。具体地，我们提出了 3 个重要改进，这些改进能有效提升

模型效果。 

 我们在阿里巴巴天猫商城上做了大量的离线和在线实验。实验结果和真实

用户的反馈证明了我们模型和品牌级排序系统的有效性。 

1.2 相关工作 

1.2.1 RNN, GRU 和 Attention-GRU 

RNN [6]已被证明能在序列数据建模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它的数学公式如

下： 

  

 

其中， 和 是第 m步的隐状态，输入和输出。f 是一个非线性激活

函数。W , U和 V是通过训练学习到的相应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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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 [4]是 RNN 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能防止梯度消失问题，它把公

式(1.1)替 换为： 

 

其中 和 分别表示更新门和重置门。σ和 tanh 分别是 sigmoidal 和

tanh函数。 和 是相应的权值。⊙表示矩阵元素一一乘法。 

Attention-GRU [3] 表示基于注意力机制的 GRU 模型。使用注意力机制的 

RNN 方法已成功应用于手写字体合成[7]，机器翻译[5] 等等。它通常处理以下

任务，输入为一个序列 ，输出也为一个序列 。x通常

被编码成另一个序列 。在第 m步,ym 按如下方式生成： 

 

其中，Attend和 Generate是函数。 是一个向量，其元素 表示第 j个

输入的注意力权值。 被称为 glimpse[8]。Recurrency表示循环激活函数，在

Attention-GRU中，循环激活函数是 GRU。 

1.2.2 用于行为建模的 RNN 模型 

一些方法专注于基于会话场景的 RNN 解决方案，也有方法[12] 针对购物

篮推荐设计了相应的 RNN 模型，但我们的工作与它们的设定不同。Time-LSTM模

型[2]在 LSTM[13]基础上添加了时间门来更好地捕获用户的长短期兴趣。我们提

出时间门是一个基本组件， 并可嵌入到其他的 RNN 结构中 (比如本章中的 

Attention-GRU)。 

1.3 任务定义和模型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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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任务定义 

我们用 来表示 M 个用户的集合，用 来表

示 N 个品牌的集合。对于每个用户 u ∈ U,将他的历史行为 定义为 

 

，其中 表示 u 生成了他在时刻 对 品牌 的第 m 个行

为 (点击或购买)。我们的任务是，预测用户 u 在一个特定时刻 在

品牌 上生成用户行为的概率。 

1.3.2 传统 RNN 模型的适配 

我们首先将 Hu 转换为 

。 和

的数学表示分别为 和 。通过 2 种方式定义

品牌特征向量或 (2) 独热向量。用独热向量定义 ，因为我们的

任务中只 有 2 种行为类型，即点击和购买，因此分别用 [0, 1] 和 [1, 0] 表

示它们。 是一个标量 (用秒计算)。如果在真实场景中用

户 u 在时刻 点击、购买了品牌 ，则样本标签为 1，否则为 0。 

对于 Time-LSTM[2]，每一步的输入是 表示向量串接) 

和 。 对于其他 RNN 模型，输入(即 1.2.1 节中的 是

。对于没有注意力机制的 RNN，输出 (即公式 

(1.2)中的 是所有品牌的概率分布，从中我们可以 获取到 。对于

Attention-GRU,1.2.1 节中的 T 和 (即在公式(1.8)中,当 m=1 时的 分别

设为 1和 。我们将公式(1.9)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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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是权重，o m̃ 是关于标签 1 和 0 的概率分布。 等于标签 1 

的概率。这些模型基于 和标签计算对数损失,并使用 AdaGrad [14] 方法

训练。 

 

图 1.2 品牌特征的提取过程。 

1.4 品牌级排序系统 

为了设计这个品牌级排序系统，我们需要完成两个子任务，即特征工程和排

序模型的设计。 

1.4.1 特征工程 

通过分析淘宝和天猫商城上大量的用户行为日志，用户访问和市场研究，价

格区间对于用户和品牌建模非常重要。一方面，用户在做点击、购买决定时，价

格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价格也是反映品牌质量和知名度的一个重

要特征。因此，我们根据 7 级价格区间来精心设计品牌特征。具体信息如下 (也

可参考图 1.2)： 

(1) 收集所有属于同一类目 (比如 “衣服”) 的商品，并按价格对它们进

行排序。将排好序的商品列表表示成 ，用 表示 的价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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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7 级价格定义成 7 个价格区间，第 1级为 ,第 2级为 ,…,第 7级

为 。 

(2) 给定一个特定的品牌，商品按以上定义的价格级别进行归类。具体地，

当一个商品的价格落在某个价格区间，这个商品就属于相应的价格级别。 

  

 

图 1.3 展示为什么在我们的任务中要使用注意力机制的一个例子。 

(3) 给定一个特定的品牌，统计每个价格级别中 8 个最重要的电子商务指

标，生成 8维向量。7个价格级别中的所有 8 维向量串接起来生成 56 维的向

量。具体地，本章中 8个最重要的电子商务指标如表 1.1所示。 

 

1.4.2 排序模型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一个适配的 Attention-GRU 模型来预测用户

喜欢不同品牌的概率。 

1.4.2.1 (1) 为什么选择 Attention-GRU 

在对用户行为序列建模时，RNN 方法已经取得最好的效果。LSTM 和 GRU 是 

RNN 结构的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它们都能避免梯度消失的问题。相比于 

LSTM,GRU 能获得差不多的效果，但参数更少，因此它的训练速度更快，需要更

少的数据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泛化能力。图 1.3 展示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要

将注意力机制应用于我们的任务中。当预测用户是否会点击、购买阿迪达斯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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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时，我们希望能提升第一个和第 三个商品对预测的影响，因为相比于手机和

电脑、裤子、鞋子与夹克的关系更紧密。在注意力机制中，这反映在第一个和第

三个输入有更大的权值。 

1.4.2.2 (2) 如何对 Attention-GRU进行改进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 

我们针对 Attention-GRU出了 3个改进(也可参考图 1.4)： 

 

图 1.4 我们针对 Attention-GRU模型提出的改进，使用虚线和红文本表示。 

改进 1： 将品牌特征和品牌 ID 整合来更好地表示品牌在一个传统的 

Attention-GRU 模型中，品牌可由 1.4.1 节中的品牌特征或品牌 ID 的独热向

量表示。但是品牌特征是启发式设计的，可能缺失了某些重要的信息。比如，2 

个品牌可能含有类似的品牌特征，但用户只对其中一个感兴趣。使用独热向量能

显示区分不同品牌，但没有考虑品牌的内容信息。本章提出将这两种表示整合，

具体地，按照 1.3.1 节中 的符号表示，假设 等于 的品牌特征表示成

。它的独热向量定义为 其中第 k个元素值等于 1，其他元

素值等于 0。定义矩阵 为所有品牌的嵌入向量，然后我们使用

表示包含品牌特征和品牌嵌入向量的品牌， 其中 

 

由训练数据学习得到， 用于从 中查找 的嵌入向量。 

针对公式 (1.11)，我们给出 3 种解释。 

1.启发式初始化 + 精调。 是启发式设计的，通过训练数据的学习，我们

进一步调整品牌的表示，得到 ，这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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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验信息 + 后验修正。这个解释和第一个解释类似，但是从贝叶斯的角

度[17] 去理解。具体地， 是由我们对品牌的 “先验” 认识去设计的,然后

训练数据加强了我们对品牌的理解,从而我们可以对用户的品牌偏好有 “后验” 

的估计。 

3.内容信息 + 协同信息。 包含了品牌的内容信息，同时在我们的任务

中， 是从用户 的点击、购买数据中学习到的，因此捕获了协同信息。

对于一些很少出现在训练数据中的 品牌 能提供额外的信息以处理这种冷

启动问题。 

改进 2： 考虑不同的行为类型当使用 RNN 模型对用户行为建模时，之前

的工作通常只考虑一种行为类型。但是，在电商网站中用户可以有多种行为类型，

比如点击和购买。处理不同行为类型的一种方式是 使用独热向量 去表

示它们,然后将其串接到品牌表示 。 

但是，这种方法没有考虑 和 的特征交互(非线性激活函数只

能隐式地对它们的交互建模)，因此不能很好地捕获品牌和行为类型的交互关系

[18]。 

对此，我们提出为每种行为类型定义一个矩阵(行为类型的数目通常不是很

多 ) 。 在 我  们 的 任 务 中 , 分 别 为 点 击 和 购 买 定 义 和

。然后，同时考虑品牌和行为类型的品牌表示为： 

 

通过这种矩阵相乘的方式，显式地对品牌和行为类型的交互建模。 

改进 3： 整合时间门以对行为间的时间间隔建模 Time-LSTM[2] 中的时间

门对捕获用户的长短期兴趣是非常有效的。本章中我们指出，时间门是一个基本

组件，并按如下方式将其适配到我们的模型中。首先定义时间门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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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和 分别是 和 (时间间隔) 的权重。 可能很大，因此我们

在 上强 。 加了一个 sigmoidal 函数 σ。然

后将公式(1.5)改写为： 

 

当使用我们的模型对用户行为建模时，公式 (1.15) 中的 表示用户最

近的行为，因此利用  来学习他/她当前的短期兴趣。  对该用户之

前的行为建模，因此 反映了 他/她的长期兴趣。 的作用有两方面，即

不仅经过 的过滤，也经过 的过滤，因此

 能控制 对当前推荐的影响；(2) 将 首先保 存在 ,然后转移到

，并将最终转移到 。因此  在之后的推荐中通过 整合

 可以更好地对长期兴趣 建模。我们将包含时间门的 

Attention-GRU 表示为 Time-Attention-GRU。 

值得注意的是，改进 1 非常具有普适性，可用于人造特征和独热向量存在

的很多其他机器学习模型；改进 2 可泛化于处理与输入有不同交互类型的任务；

在改进 3 中，我们提出时间门不仅可用于 LSTM 中，还可用于其他 RNN 模型

中，使用方式可以参考我们在 Attention-GRU 中的做法。 

1.4.2.3 (3) 损失和训练 

类似于 Attention-GRU,我们模型中的 是由公式(1.10)中的 o m̃ 得

到的。定义用 户 u 的损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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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 u 确实于时刻 在品牌 上生成了用户行为，则 的值

为 1，我们将负样本的损失乘了 w (< 1)，因为训练数据中可能包含未标注的正

样本[19]。该模型使用 AdaGrad[14]进行训练。 

1.5 离线实验  

1.5.1 数据集 

我们在阿里巴巴天猫商城上收集了一个真实的大规模数据集。具体地，抽取

四元 组 <user_id,brand_id,action_type,timestamp>，每个四元组表示用户

user_id 在时 刻 timestamp 对品牌 brand_id 产生了一个行为 action_type，

过滤掉只有少量交互的用户 和品牌。在离线实验中，最后的数据集包含 M =3, 

591，372 用户，N = 90, 529 品牌和 82，960，693 次行为。 

对于每个用户 u，将他/她的行为序列拆分成长度为 11 的短序列。前 10 个

行为形 成 ，将最后一个行为的品牌和时间戳分别赋值给 和 ，作为训

练集中的正样本 (labelu = 1)，通过将 随机替换为一个其他品牌来生成负

样本 。 

1.5.2 比较模型和评价指标 

用 Attention-GRU-3M (带有 3 个改进的 Attention-GRU) 来表示我们的

模型，并将其与其他基准方法比较。GRU : GRU [4] 是最好的 RNN 结构之一。

因此，用 GRU 的效果来代表 RNN 模型的最佳效果。 

Attention-GRU：相似地，选择 Attention-GRU [3]来代表带注意力机制的 

RNN 模型。 Time-LSTM: Time-LSTM[2] 在序列行为建模方面已取得最好的效果。

因此，将其作为一个 非常有竞争力的基准方法。 

Session-RNN ：Session-RNN [9]基于一个会话中的行为序列使用 RNN 方

法来捕获用户的短期兴趣。我们使用公开的 python 代码来实现 Session-RNN，

其中会话信息通过 Timeout [20]方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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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FM：我们的任务也可看成是一个品牌推荐问题，因此，很多能同时捕获

内容信息和协同信息的融合推荐算法也能使用。挑选 libFM 模型[18] 来代表

这一类方法。 

使用 1.3.2 节中的方法将 GRU，Attention-GRU, Time-LSTM 和 Session-

RNN 适配到我们的任务。对于 libFM，我们抽取三元组 <user_id, brand_id, 

label>，其中，当用户 user_id 在真实场景中对品牌 brand_id 发生过行为时，

则 label为 1,否则 label 为 0。将 user_id 的独热向量，brand_id 的独热

向量和相应的品牌特征串接起来生成 x,label 是 libFM 中的 y。 

将所有 RNN 模型中隐单元的数目统一设置成 256，其他超参数使用交叉验

证或按原 论文进行设置。近期我们将公布本章的代码。 

本章使用 AUC 和 F1 [21] 这两个评价指标来评价不同模型的预测性能。 

1.5.3 实验结果和结论 

1.5.3.1 模型比较 

如表 1.2所示，Attention-GRU-3M 的性能明显好于所有基准模型，我们将

此归功于注意力机制和提出的 3 个改进。基准方法 GRU 和 Session-RNN 没利

用任何特性，所以 表现最差。相比于 GRU,Attention-GRU 利用了注意力机制，

Time-LSTM 利用了 1.4.2 节 中提出的改进 3。因此，它们的效果比 GRU 和 

Session-RNN 都更好。作为一个融合推 荐算法，libFM 同时捕获了内容信息和

协同信息，但是没有捕获用户行为的序列信息， 而 Attention-GRU-3M 利用了

所有信息，这解释了为什么 Attention-GRU-3M 的效果好于 libFM。 

1.5.3.2 三个改进的效果 

如 1.4.2 节所述,我们提出了 3 个改进来提升 Attention-GRU 的效果。

现在，我们每 次去掉 1 个改进来看看每个改进是如何影响预测效果的。同时，

我们也改变训练数据的 规模来看看数据集的大小对效果的影响。如图 1.5 (AUC 

和 F1 的结果是类似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只展示 AUC 的结果) 所示，去掉任

何一个改进都会使 AUC 下降，而去掉改进 1。 

表 1.2 模型比较 (粗体表示最好的效果。*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设为 p < 

0.01 时，效果最好的方法相比于第二好的方法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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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GRU-3M 中去掉每个改进和改变训练数据规模时的效果 (AUC)。No 

Modification i 表示在 Attention-GRU-3M 中去掉改进 i。 

  

时 AUC 下降得最多，这证明所有改进都对效果提升有帮助，改进 1 的效果

最明显。当训 练数据的规模变大时，改进 1 的影响更加明显 (即 “Attention-

GRU-3M” 和 “No Modification 1” 之间的差距变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相比于其他两个改进,改进 1 有更多的参数 (即 的大小)，因此它需要

更多训练数据来学习最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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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数据的规模对于模型效果来说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如表 1.2 所示,当

数据集大小从 50%升到 100%时，我们模型提升的效果比其他模型更多。值得注意

的是，如图 1.5所 示，当增加训练数据的大小,Attention-GRU-3M 效果的增长

率比 Attention-GRU 升很多，这可能是因为提出的 3 个改进使得我们的模型更

好地拟合本任务中潜在的复杂模式，相应地，它需要更多训练数据进行学习。 

1.6 线上实验 

为了更好地评测用户对该品牌级排序系统的真实反馈，我们在阿里巴巴天猫

商城上做了一系列线上实验。在天猫商城上，共有约 个用户， 个品牌，

一天大约有 次点击行为和 次购买行为。在线上进行了一个标准

的 A/B 测试，如图 1.6 所示，我们设计了 2 个用户交互界面，一个使用原始的

排序系统 (左边)，另一个添加了一 个 “Brand” 按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Brand” 按钮来切换到品牌级排序系统,如右图所示， 其为没有品牌偏好的用

户保留了原始的排序系统。对于每个交互界面，挑选相同数目(大 约每天 ) 

的用户参与 A/B 测试。该线上实验执行了 7 天，并统计每天 CTR，ATIP 和 GMV 

的平均值 (1.4.1节有描述)。 

 

图 1.6 左边展示了原始的排序系统。用户可以通过点击“Brand” 按钮切

换到右边的品牌级排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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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线上实验的效果 (基准 对应于图 1.6左边的系统,新版本表示右边

的系统。相对提升是新版本相对于基准的提升，比如,3.40% ≈ (144.90 − 

140.13)/140.13) 

表 1.3展示了线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到，相比于基准方法，新排序系统中的 

CTR 和 ATIP 都有提升，这证明通过整合品牌级排序系统，用户更愿意点击该系

统展示的商品，同时他们购买的商品价格比以前更高 (商品质量相对也更高)。

也因此，天猫商城上的核心优化指标 GMV 有了 3.51% 的提升。考虑到整个天猫

商城的流量，这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该品牌级排序系统已经在天猫商城正

式上线，当前用户需要主动激活这个功能才可 以使用，每天大概有 个用

户使用该品牌级排序系统。 

1.7 小结 

我们提出了一个品牌级排序系统，以更好地满足有品牌偏好的用户的需求。 

这个系统的核心是解决个性化品牌排序问题。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中，我们首先精

心设计品牌特征，然后使用适配的 Attention-GRU 模型，即 Attention-GRU-

3M，来对品牌排序。 

Attention-GRU-3M包含了 3个重要改进，从而能利用资源 ID 和资源属性的

融合信息，不同用户行为类型及相邻行为的时间间隔来提升品牌排序的效果。但

是，当前介绍的几个工 作都只考虑用户与资源之间的二元关系，而随着推荐系

统的不断完善，标签等越来越多的元素被添加进来，用户、标签和资源间除了形

成二元关系，还会构建 < 用户、标签、资源 > 的三元标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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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点击率预估界的“神算子”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周国睿、范颖、卞维杰、朱小强、盖坤 

 

小叽导读：响应时间直接决定在线响应系统的效果和用户体验。比如在线

展示广告系统中，针对一个用户，需要在几 ms 内，对上百个候选广告的点击率

进行预估。因此，如何在严苛的响应时间内，提高模型的在线预测效果，是工

业界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 

1、摘要 

像点击率预估这样的在线实时响应系统对响应时间要求非常严格，结构复杂，

层数很深的深度模型不能很好地满足严苛的响应时间的限制。为了获得满足响应

时间限制、具有优良表现的模型，我们提出了一个新型框架：训练阶段，同时训

练繁简两个复杂度有明显差异的网络，简单的网络称为轻量网络（light net），

复杂的网络称为助推器网络（booster net），它相比前者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两网络共享部分参数，分别学习类别标记。此外，轻量网络通过学习助推器的

soft target 来模仿助推器的学习过程，从而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测试阶段，

仅采用轻量网络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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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被称作“火箭发射”系统。在公开数据集和阿里巴巴的在线展示

广告系统上，我们的方法在不提高在线响应时间的前提下，均提高了预测效果，

展现了其在在线模型上应用的巨大价值。 

2、已有方法介绍 

目前有 2种思路来解决模型响应时间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在固定模型

结构和参数的情况下，用计算数值压缩来降低 inference时间，同时也有设计更

精简的模型以及更改模型计算方式的工作，如 Mobile Net 和 ShuffleNet 等工

作；另一方面，利用复杂的模型来辅助一个精简模型的训练，测试阶段，利用学

习好的小模型来进行推断，如 KD, MIMIC。这两种方案并不冲突，在大多数情况

下第二种方案可以通过第一种方案进一步降低 inference时间，同时，考虑到相

对于严苛的在线响应时间，我们有更自由的训练时间，有能力训练一个复杂的模

型，所以我们采用第二种思路，来设计了我们的方法。 

3、研究动机及创新性 

火箭发射过程中，初始阶段，助推器和飞行器一同前行，第二阶段，助推器

剥离，飞行器独自前进。在我们的框架中，训练阶段，有繁简两个网络一同训练，

复杂的网络起到助推器的作用，通过参数共享和信息提供推动轻量网络更好的训

练；在预测阶段，助推器网络脱离系统，轻量网络独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不增加

预测开销的情况下，提高预测效果。整个过程与火箭发射类似，所以我们命名该

系统为“火箭发射”。 

训练方式创新 

我们框架的创新在于它新颖的训练方式： 

1、繁简两个模型协同训练，协同训练有以下好处： 

a) 一方面，缩短总的训练时间：相比传统 teacer-student范式中，teacher

网络和 student 网络先后分别训练，我们的协同训练过程减少了总的训练时间，

这对在线广告系统这样，每天获得大量训练数据，不断更新模型的场景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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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另一方面，助推器网络全程提供 soft target 信息给轻量网络，从而达

到指导轻量网络整个求解过程的目的，使得我们的方法，相比传统方法，获得了

更多的指导信息，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2、采用梯度固定技术：训练阶段，限制两网络 soft target 相近的 loss，

只用于轻量网络的梯度更新，而不更新助推器网络，从而使得助推器网络不受轻

量网络的影响，只从真实标记中学习信息。这一技术，使得助推器网络拥有更强

的自由度来学习更好的模型，而助推器网络效果的提升，也会提升轻量网络的训

练效果。 

结构创新 

助推器网络和轻量网络共享部分层的参数，共享的参数可以根据网络结构的

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两网络可以共享低层。在神经网络中，低层可以用来

学习信息表示，低层网络的共享，可以帮助轻量网络获得更好的信息表示能力。 

4、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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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网络结构 

如图 1 所示，训练阶段，我们同时学习两个网络：Light Net 和 Booster 

Net, 两个网络共享部分信息。我们把大部分的模型理解为表示层学习和判别层

学习，表示层学习的是对输入信息做一些高阶处理，而判别层则是和当前子 task

目标相关的学习，我们认为表示层的学习是可以共享的，如 multitask learning

中的思路。所以在我们的方法里，共享的信息为底层参数（如图像领域的前几个

卷积层，NLP 中的 embedding），这些底层参数能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对输入信息

的基本刻画。 

整个训练过程，网络的 loss如下： 

 

Loss 包含三部分：第一项，为 light net 对 ground truth 的学习，第二项，

为 booster net 对 ground truth 的学习，第三项，为两个网络 softmax 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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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s的均方误差（MSE），该项作为 hint loss, 用来使两个网络学习得到的

logits尽量相似。 

Co-Training 

两个网络一起训练，从而 booster net 会全程监督轻量网络的学习，一定

程度上，booster net 指导了 light net 整个求解过程，这与一般的 teacher-

student 范式下，学习好大模型，仅用大模型固定的输出作为 soft target 来监

督小网络的学习有着明显区别，因为 boosternet 的每一次迭代输出虽然不能保

证对应一个和 label 非常接近的预测值，但是到达这个解之后有利于找到最终收

敛的解  。 

Hint Loss 

Hint Loss 这一项在 SNN-MIMIC中采用的是和我们一致的对 softmax之前的

logits做 L2 Loss： 

 

Hinton 的 KD方法是在 softmax之后做 KL 散度，同时加入了一个 RL 领域常

用的超参 temperature T： 

 

也有一个半监督的工作再 softmax之后接 L2 Loss： 

 

已有的文献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 Loss，而是仅仅给出

实验结果说明这个 Loss 在他们的方法中表现得好。KD的 paper中提出在 T足够

大的情况下，KD 的 是等价于 的。我们在论文里做了一个

稍微细致的推导，发现这个假设 T足够大使得 成立的情况下，

梯度也是一个无穷小，没有意义了。同时我们在 paper 的 appendix 里在一些假

设下我们从最大似然的角度证明了 的合理性。 

Gradient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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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booster net 有更多的参数，有更强的拟合能力，我们需要给他更大的

自由度来学习，尽量减少小网络对他的拖累，我们提出了 gradient block 的技

术，该技术的目的是，在第三项 hint loss进行梯度回传时，我们固定 booster 

net 独有的参数 不更新，让该时刻，大网络前向传递得到的 ，来监督小

网络的学习，从而使得小网络向大网络靠近。 

 

 

5、实验结果 

实验方面，我们验证了方法中各个子部分的必要性。同时在公开数据集上，

我 们 还 与 几 个 teacher-student 方 法 进 行 对 比 ， 包 括 Knowledge 

Distillation(KD),Attention Transfer(AT)。为了与目前效果出色的 AT 进行公

平比较，我们采用了和他们一致的网络结构宽残差网络（WRN）。实验网络结构

如下： 

 

图 2：实验所用网络结构 

红色+黄色表示 light net, 蓝色+红色表示 booster net。(a)表示两个网络

共享最底层的 block，符合我们一般的共享结构的设计。(b)表示两网络共享每

个 group 最底层的 block，该种共享方式和 AT 在每个 group之后进行 attention 

transfer的概念一致。 

各创新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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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各种对比实验，验证了参数共享和梯度固定都能带来效果的提升。 

 

各种 LOSS 效果比较 

 

轻量网络层数变化效果图 

固定 booster net, 改变 light net 的层数，rocket  launching 始终取

得比 KD 要好的表现，这表明，light net 始终能从 booster net 中获取有价值

的信息。 

 

可视化效果 

通过可视化实验，我们观察到，通过我们的方法，light net能学到 booster 

net的底层 group的特征表示。 



86 
 

 

  

公开数据集效果比较 

除了自身方法效果的验证，在公开数据集上，我们也进行了几组实验。 

在 CIFAR-10上, 我们尝试不同的网络结构和参数共享方式，我们的方法均

显著优于已有的 teacher-student的方法。在多数实验设置下，我们的方法叠加

KD，效果会进一步提升。 

 

这里 WRN-16-1,0.2M 表示 wide residual net, 深度为 16，宽度为 1，参数

量为 0.2M。 

同时在 CIFAR-100 和 SVHN上，取得了同样优异的表现。 

 

真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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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阿里展示广告数据集上，我们的方法，相比单纯跑 light net，可

以将 GAUC 提升 0.3%。 

我们的线上模型在后面的全连接层只要把参数量和深度同时调大，就能有一

个提高，但是在线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计算耗时消耗在全连接层(embedding

只是一个取操作，耗时随参数量增加并不明显)，所以后端一个深而宽的模型直

接上线压力会比较大。表格里列出了我们的模型参数对比以及离线的效果对比： 

  

 

6、总结 

在线响应时间对在线系统至关重要。本文提出的火箭发射式训练框架，在不

提高预测时间的前提下，提高了模型的预测效果。为提高在线响应模型效果提供

了新思路。目前 Rocket Launching的框架为在线 CTR预估系统弱化在线响应时

间限制和模型结构复杂化的矛盾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技术可以做到在

线计算被压缩 8倍的情况下性能不变。在日常可以减少我们的在线服务机器资源

消耗，双十一这种高峰流量场景更是保障算法技术不降级的可靠方案。 

本论文收录于 AAA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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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优选算法模型，如何挖掘品牌潜客？ 

作者：云鸣、林君、泊智、一初 

 

小叽导读：品牌数字化营销正在成为热点，在 Uni-Marketing 背景

下，我们通过策略中心海豹项目，探索和实践了品牌目标人群优选算法，

在实际投放中取得了非常好的人群转化效果，并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算法和

业务结论。本文主要对品牌目标人群优选算法及相关实践结论进行介绍。 

1.背景简介 

全域营销（Uni-Marketing）战略是依托大阿里生态，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

在新零售体系下实现全链路、全媒体、全数据、全渠道的品牌大数据营销。Uni-

Marketing产品矩阵包括品牌数据银行、全域策略（策略中心）、全域传播（Uni-

Desk）、全域运营（品牌号、智慧门店、天猫营销产品）等。传统品牌营销的痛

点在于效果无法量化和追踪，而阿里的产品和数据闭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策略中心年货节投放海豹项目，通过大数据+算法的手段，对 A 品牌的目标

人群进行分析，建立人群优选算法模型，挖掘品牌目标潜客。品牌 A的年货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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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投放效果，算法优选人群相比基于业务经验使用规则圈选的人群，在“O->IPL”

人群关系加深率指标上好 47%，显示了人群优选算法的有效性。 

2.名词解释 

品牌消费者关系：Opportunity（机会）、Awareness（认知）、Interest（兴

趣）、Purchase（购买）、Loyalty（忠诚）。 

人群关系加深率：衡量品牌营销效果的直接指标。“O->I”人群关系加深率，

即机会人群到兴趣人群的转化率。 

品牌数据银行：从“融合、分析、激活”三个纬度实现品牌消费者数据资产

的管理和增值，即品牌消费者数据资产的高效梳理、消费者全链路的透视分析、

最后到多元营销场景的应用，包括阿里的电商、娱乐和营销服务矩阵。 

 

品牌策略中心：以解决“机会在哪里”和“如何增长”为目标，赋能品牌开发生

意策略，实现策略的可应用、可验证、可优化。功能包括市场概览与细分、竞争

与得失分析、消费者细分与多维洞察、人群放大与优选等，可用于新品上市、品

类拉新、品类成长、品牌升级等场景。 

3.项目目标 

基于策略中心的品牌人群定向，与程序化广告的不同之处在于，要根据品牌

方的营销需求（包括目标、渠道、时间和预算）产出特定规模的目标人群，进而

再针对性地营销投放。 

此次实践即以年货节拉新为目标，找到指定规模的潜在机会人群或者认知人

群，通过营销投放将其转化为品牌兴趣人群和已购人群，从而提升品牌消费者资

产。 

4.业界方案 

业界相关方案主要与程序化广告中人群定向相关，方法基本都是 Look-

alike人群扩散，具体有以下几种： 

1）标签扩散：根据已有目标用户画像，给用户打各种标签，再利用标签找

到机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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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标签的协同过滤：在标签扩散的基础上，采用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

算法，找到与种子人群相似的机会人群。 

3）基于社交关系的扩散：以具有相似社交关系的人也有相似的兴趣爱好/价

值观为前提假设，利用社交网络关系进行人群扩散。 

4）基于聚类的扩散：根据用户画像或标签，采用层次聚类算法（如 BIRCH或

CURE算法）对人群进行聚类，再从中找出与种子人群相似的机会人群。 

5）目标人群分类方法：以种子人群为正样本，候选对象为负样本，训练分

类模型，然后用模型对所有候选对象进行筛选。涉及 PU Learning的问题。 

5.技术方案介绍 

根据项目目标，我们制定了“种子人群聚类细分+聚类人群扩散”和“多方

向人群扩散+人群分类优选”的两种方案。由于聚类分群属于无监督学习且分群

效果不容易评估，因此选择后者优先实施。 

方案整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5.1多方向人群扩散 

在人群扩散方向上，我们探索了 6 类方向，并在每个方向下挖掘有效特征，

通过白盒条件筛选和黑盒模型预测的方式进行人群扩散。 

5.1.1 兴趣偏好方向 



91 
 

采用特征值 TGI 和 TA 浓度 2 个指标，挖掘了 4 个特征中与品牌相关的特征

值，并根据特征值的全网覆盖量设定 TGI和 TA 浓度阈值，进行白盒扩散。TGI指

标衡量了特征值在品牌人群中的显著性，TA 浓度则衡量了特征值在品牌人群中

的覆盖率，因此二者共同考虑才能筛选出有效的人群扩散特征值。 

5.1.2 相关品类方向 

1)  主营类目分析：根据品牌在线商品数和销售额计算筛选主营类目，并

得出主营类目权重。 

2) 相关品牌分析：根据 brand-user关系矩阵，采用 Jaccard相似度计算相

关品牌及相关分。相似度计算公式如下： 

 

3）相关类目分析：根据线上 user-cate 购买行为，通过 Association Rule 

Mining挖掘相关类目，使用 confidence指标筛选类目并作为相关分，然后经过

类目关系的二度扩散得到最终相关类目结果。类目扩散公式如下，其中表示类目

k： 

 

5.1.3 竞品人群方向 

1)竞品分析：当前品牌主营类目中，市场份额 top10的其他品牌。 

2)人群流转分析：分析发现品牌新增人群中，有较大比例来自竞品，说明选

择该方向进行扩散是可靠的。 

3) 竞品人群转化模型：以来自竞品的人群为目标，挖掘用户在竞品的 AIPL

状态、退款、退货、评分、评价等特征，训练竞品人群转化模型。通过模型对竞

品人群进行转换预测，实现人群扩散。 

5.1.4 搜索人群方向 

1) 搜索关键词：从引导到品牌成交的搜索词中，综合考虑搜索词是否充分

竞争以及本品牌在搜索词上是否有优势，实现品牌拉相关的搜索词发现。公式如

下，其中 E 表示关键词引导成交的类目信息熵， 表示关键词引导成交额，

表示关键词引导到品牌的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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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搜索人群扩散：近 15 天内搜索了 kwords 并点击了品牌主营类目的用户。 

5.1.5 流失人群方向 

对于之前属于品牌人群而现已流失了的用户，也进行扩散召回，包括近半年

从 IPL状态流失的用户和近 1个月从 A状态流失的用户。 

5.1.6 同好人群方向 

基于用户的向量表示，可以直接计算用户与用户直接的相似度，从而得到种

子用户最相似的 topN 个用户。用户表示的方法有多种，例如： 

a) 用户偏好的类目向量、品牌向量组合。 

b) 将 user-item表示为二部图，基于 graph embedding方法生成用户向量。 

5.1.7 人群扩散汇总 

最终 6个方向的品牌扩散人群汇总去重，作为人群优选模型的输入。 

5.2目标人群优选模型 

没有历史投放数据，是此次项目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通过训练模型来区分

目标人群和非目标人群。 

5.2.1 评估指标 

训练集的正负样本，分别从品牌已购人群和其他品牌的人群中采样得到。从

中训练的分类模型，可以较好的区分品牌目标人群和全网其它人群（大都和目标

人群相距较远），但对区分和品牌目标人群相距不远的扩散人群则并非同样有效。 

因此，直接使用传统的分类指标，只能评估模型在训练集上的效果，不能准

确评估其在扩散人群上的分类效果，需要设计新的评估指标。 

PredictTA TopNPrecision 指标由此而来，表示优选的 TopN 人群中品牌目

标人群的占比，该指标越大说明模型预测效果越好。我们通过对比该指标在不同

模型上使用不同 topN 值的值，验证了它的一致性；并设计 NewTA topN Recall

指标，即优选人群在之后一段时间品牌新增目标人群的占比，验证了它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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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紫色框表示品牌目标人群即种子人群，蓝色框表示模型优选出的

TopN 人群，它与种子人群有小部分交集，交集占蓝色框的比例即为

PredictTATopN Precision。绿色框表示一周内品牌实际新增人群，与蓝色框的

交集为预测准确的人群，交集占绿色框的比例即为 NewTA topN Recall。 

对于有效的算法模型，PredictTATopN Precision 指标随着 TopN 的减小而

增大。两个不同的算法模型，PredictTA TopN Precision 指标在不同 TopN 取值

上的表现是一致的，说明该指标的稳定性。以 A品牌为例，其一致性验证结果如

下图所示： 

 

5.2.2 模型训练 

以品牌目标人群为正样本，从全网其它品牌的人群中随机选负样本，经过数

据预处理、归一化、序列化编码后，训练并优化人群优选模型。 

1）样本选择 

a. 正样本选择：对于线上市场份额大的品牌而言，直接用品牌已购人群即

可。但对新品牌或者线上市场份额小的品牌，已购人群可能很小，这时就需要对

正样本进行扩充，比如加入兴趣人群、加入与品牌定位相似的其它品牌的人群。 

b. 负样本选择：默认从全网其它品牌的人群中随机采样，但发现全网人群

中特征缺失的情况比较多，负样本集离扩散人群比较远，因此实验了从全网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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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已购人群中采样，PredictTA TopN Precision（N=300万）指标绝对值有

0.8%的提升。 

2）特征工程 

a.  数值型特征离散化。年购物天数、近 30 天订单数等特征进行等距离

散，提高模型稳定性和效果。 

b. 枚举型特征值筛选。汽车型号、收货省份等特征长尾分布非常明显，筛

选出与目标品牌相关的特征值。 

c. 多值特征处理。偏好品牌、偏好类目这样的特征，一个用户可以同时有

多个特征值。以品牌 A品牌为例，我们在 b步筛选的基础上，对比了只保留偏好

值最大的特征、只保留品牌最相关的特征、保留品牌相关的多个特征 3 种不同的

处理方法，效果如下： 

 

d.  特征编码。主要采用 one-hot编码方式。 

e. 稀疏特征 embedding。对于类目 id，品牌 id这种高维高稀疏性的特征，

直接将其作为分类模型的特征会影响最终的模型效果，为此，我们借鉴 word 

embedding的思路，将用户过去一段时间内对类目（或品牌）的行为序列作为 doc，

将类目（或品牌）本身作为 word，基于全网活跃用户的行为序列（doc 集合）训

练类目（或品牌）的 embedding 表示。具体而言，我们将类目（或品牌）编码为

100维的低维稠密向量，并将其作为预测特征用于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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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特征选择。首先使用全部特征进行模型训练，然后根据特征重要性程

度筛除部分尾部特征，重新训练模型，通过比较模型的 PredictTA TopN 

Precision指标确定此次特征选择是否更好。 

3）训练模型 

a. LR 模型。使用逻辑回归作为 baseline 的算法，除了模型简单容易理解

外，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得出特征和特征值的重要性。 

b. RF模型。对随机森林模型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在相同的样本和特征上

Precision 和 AUC 指标均比 LR 低，且特征重要性结果只能到特征粒度不能到特

征值粒度，因此不再使用。 

c. PS-SMART。基于 PS架构的 GBDT算法模型，决策树弱分类器加上 GBM算

法，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拟合能力，在应用中相比其它两种算法模型效果更好。因

此选择 PS-SMART 作为最终的算法模型，并对损失函数、树的个数深度、正则系

数进行调优。 

模型与特征相关对比结果如下表： 

 

5.2.3 模型预测 

使用训练好的人群优选模型，对 5.1节中产出的扩散人群进行预测打分，筛

除预测分数小于 0.5 的人群，再根据拉新的目标过滤品牌现有 IPL人群。 

5.3年货人群模型 

此次品牌投放需求临近春节，与年货的相关性很大。虽然可以用最新的样本

数据训练日常的目标人群优选模型，但人群扩散方向和相关特征并非针对年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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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而挖掘的，因此不能有效捕捉出于屯年货动机的消费需求，需要针对年货场景

单独建立一个人群模型进行预测。 

但由于年货场景与日期时间高度相关，需要用到去年春节期间品牌相关的人

群数据，与日常模型差异较大，不方便合并，需要单独建模。 

5.3.1 品牌相关年货类目 

1) 年货类目挖掘：统计春节期间包含“年货”的搜索词所引导点击的类目

数据，再由运营同学根据业务经验筛选出部分与年货相关性较强的类目，从而得

到二级类目粒度的年货类目数据。 

2)  品牌相关年货类目：根据春节期间融合不同行为的“用户-类目”矩阵，

通过 I2I 算法计算年货类目的相关性，进而得到品牌主营类目相关的年货类目及

其相关分。 

5.3.2 年货人群特征 

1)人群属性特征：同日常人群优选模型一样，包括用户人口基础属性、人口

预测属性等。 

2)人群偏好特征：同日常人群优选模型一样，包括与目标品牌相关的偏好品

牌、生活标签、偏好类目、及偏好品牌等特征。 

3)品牌主营类目行为特征、品牌相关年货类目行为特征。包括有行为的相关

年货类目 id、类目相关性等特征。 

5.3.3 年货人群模型 

1) 样本选择：根据投放时间的农历日期，选取去年当日前 1个月有行为的

用户做样本。其中以去年当日到元宵节期间转化到品牌 PL状态的用户为正样本，

随机采用同等数量的其他用户为负样本，训练年货人群模型。 

2) 模型训练：基于日常人群优选模型的经验，同样采用 PS-SMART 算法进行

模型训练、优化、及特征重要性分析。 

3) 模型预测：圈选投放日期前 1个月对品牌主营类目及相关年货类目有行

为的用户，使用年货人群模型进行预测，去除预测分数小于 0.5的用户，根据拉

新目标去除品牌现有 IPL人群。 

5.4目标人群模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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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常人群优选模型和年货人群模型的 PredictTA TopN Precision指标，

确定目标人群中 2个模型优选结果的占比，最终筛选出指定数量的投放人群，导

入数据银行，供服务商同步到 DMP进行品牌广告投放。 

5.5投放效果追踪 

品牌 A投放案例，算法优选年货人群（A 人群包），服务商通过策略中心找

出品牌 A购买人群同时购买的年货类目，选取买了对应类目的人群（A人群包），

分别在钻展投放。其中算法优选人群在“O->IPL”人群关系加深率指标上相比高

47%，拉新转化效果显著。算法优选人群内部，年货模型转化率最低，混合模型

转化率最高，说明在春节期间品牌 A 的目标人群与日常目标人群特征比较相近，

有年货囤零食需求的日常目标人群在春节期间转化率最好。 

6.挑战与应对 

6.1项目时间周期短 

因此我们优先保证模型目标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时间上做到最新，对投放渠

道则没有研究和优化。 

6.2无历史反馈数据 

品牌人群优选模型，由于没有品牌投放历史，不能从用户的历史投放反馈中

来学习品牌人群特征。尤其是不能获取大量直接的负样本，只能以随机人群来代

替，在样本选择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3无历史属性特征 

年货人群模型和时间紧密相关，但由于存储周期的原因，只能获取用户去年

的行为特征，而无法获取去年的属性和偏好特征，只能用近期的属性和偏好特征

来代替，在特征实效性上也有较大提升空间。 

6.4重要的稀疏特征 

模型使用的特征中有较多的稀疏特征，这些特征的特征值呈长尾分布，全部

使用会引入很多噪声影响模型效果，只选高频特征又会丢失较多信息，为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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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特征值的 TGI 和 TA 浓度两个指标综合筛选，达到保留相关特征值、减少噪

音和信息丢失的目的。 

6.5有效的评估指标 

也是由于无历史反馈数据，导致用于优选的扩散人群与训练模型的人群分布

有较大差异，单纯的 AUC、Precision 等指标不能准确衡量优选模型在扩散人群

上的效果，为此我们设计并验证了 PredictTA TopN Precision 评估指标，有效

指导了模型的优化。 

7. 总结与展望 

针对品牌目标人群定向，此次实践的人群扩散+优选的算法流程、人群优选

/年货人群模型、及提出的 PredictTA TopN Precision 评估指标是非常有效的。

后续优化方向，包括前面挑战中提到的基于用户反馈数据的样本优化，需要大量

的投放反馈数据；用户历史属性和偏好特征优化，需要存储更多的历史特征数据；

稀疏特征的优化，可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将稀释特征映射到稠密特征空间实现；用

户在生活方式/消费心理方面的 embedding 特征，对于人群优选非常有用，多任

务学习是不错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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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单这个技术活，阿里工程师怎么搞？ 

作者：天栋 

 

小叽导读：在双 11 的购物环节中，平台与商家为了激发用户的购买

欲望，在不同品类或卖家店铺下存在各种满减优惠活动。在已加购一些目

标商品的情况下，一部分用户会选择加购一件额外的商品，在符合购物计

划的同时满足特定的满减条件，收获一件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一部分用

户在选择额外商品的时候，会无意间发现一个惊喜的商品，甚至更改之前

的购物计划；凑单作为购物环节重要的环节，具有帮助用户提高优惠购物

效率与购物探索性两大重要角色。 

1、背景 

今年凑单相比往年，在产品形态上我们在第二页推荐中增加了锦囊，增加产

品的丰富度，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品类标签，增强用户对产品的黏性。在业务上

额外支持了天猫万券齐发会场的个性化推荐与品类津贴的混合凑单。在今年的凑

单场景中，继续注重用户在凑单场景的探索发现性与逛的体验，提升推荐的丰富

度与多样性，增强跨类目推荐的体验，而本文主要介绍其中在 Graph Embedding

方面的工作，包括并行化算法的尝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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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法 

问题的抽象与描述 

在互联网平台上用户与商品的基本购买关系可以用基于用户/商品两种二部

图所描述如下所示： 

 

其中蓝色实线表示用户与商品的直接点击、购买等行为关系，黑色虚线表示

表示商品之间基于用户的共同行为关系（点击、加购、购买等），若考虑节点自

身的相关属性，则该二部图会变成更加复杂的属性图。 

当目标为计算商品之间的 I2I 关系的时候，传统的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是，

将用户/商品的二部图通过用户共同行为关系转化为商品之间的同构网络，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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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中的权重则会基于 Memory Based协同过滤的方法计算（如：Adamic-Adar等

权衡节点与邻居直接关系与信息热度的 1阶计算方法、集团的 Swing等综合考虑

节点邻居之间相似性的 2阶算法）； 

另外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是在二部图上采样（带权重的随机游走）或基于用

户在一个 Session中的日志数据，捕获用户的连续行为，得到商品之间的“共现”

样本，采用 Skip Gram 的模型（DeepWalk、Node2Vec、LINE 等）训练得到商品

Embedding，然后基于 TOPK的相似度得到商品 I2I。 

基于共同行为关系的 I2I 算法能从大量用户行为数据中精准的捕获商品之

间的相关性，在集团内各种推荐场景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凑单场景中，当用户在已加购一定商品的基础上，若再推荐与购买或已经

浏览过的商品，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凑单的推荐上更侧重于跨类目与丰富

度的提升。去年的凑单首次将 Graph Embedding 算法应用在业务中，而今年我们

在去年的基础上强化跨类目的训练，并基于 BSP 框架在基于 BSP 的 Graph 

Embedding算法实现上做了一次尝试与算法应用，并设计了一个跨类目属性的概

率图模型。本文主要介绍了 Graph Embedding 算法的实现与应用部分，这只是凑

单业务场景的一个部分。 

基于 BSP 的分布式 LINE 算法实现 

SGNS(Skip-Grams with Negative Sampling)是 Word2Vec的一个经典模型，

自 DeepWalk 问世以来，类似 SGNS的模型在 Graph Embedding 领域中得到了非常

广泛的应用，近些年也陆续有很多改进版本的算法问世，而 LINE 是其中一个比

较经典且效果显著的结合网络局部 1 阶、2 阶关系训练节点向量的算法，也是

Graph Embedding 算法系列中经常用来作为 State of the Art 对比的算法，算

法基于网络图的边权分布对相邻连接节点之间进行建模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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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节点 的向量，p1通过图中两节点 Embedding內积的 Sigmoid

函数σ定义的两点之间的连接概率，O1 是 1 阶目标函数 Loss，描述边的实际连

接分布与通过 p1 表达整个图的概率分布之间的 KL 距离，O2 是 2 阶目标函数

Loss，在 2阶模型中每个节点 除了自身节点的向量 之外，在更新过程中维护

一个作为邻居节点 context 信息的向量 ，在 Glove 中也有用到类似 context

变量的方法。考虑到 O2 目标函数中分母存在归一化项带来的计算量问题，与

Word2Vec的 SGNS模型类似，LINE采用如下负采样的方法训练模型： 

 

其中，采用 O1 与 O2 作为目标函数分别训练得到 1-order 与 2-order 的

embedding 向量，算法最终经常会采用归一化后的向量作为 LinkPrediction 以

及分类问题的特征。 

从分布式的角度观察目标函数，任意节点 的更新依赖如下两个部分：1.

的邻居节点，2.从全局按照 的概率负采样得到的节点。在 BSP 计算框

架下，第 1部分的特性非常适合并行化（类似 SVD等算法的分布式实现），而第

2部分的特性使得 BSP 框架下的并行化遇到一定的麻烦，因为需要从全局进行采

样与更新，因此之前的主流并行化实现模式是 Parameter Server的编程模式，

而 BSP则更多的用于其中的采样环节，作为后续 PS上训练 Word2Vec算法的样本

准备环节，(类似算法那有 DeepWalk/Node2Vec 等)。 

2017 年 AAAI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分布式负采样的 Paper，文中提出了一种

Target Negative Sampling 的方法，其通过在 Target节点所在 Partition 中进

行采样的方式实现了负采样在 Partition间的并行化，简单理解可以认为其将负

采样所需要的计算与存储分摊在了不同的 Partition 上，通过不同 Partition 上

的 AliasMethod 采样分摊负采样的计算与存储。 

基于集团的 Odps-Graph（BSP 编程框架）我们实现了 LINE 的分布式算法，

在 Odps-Graph 框架下，不同的 vertex 会分摊在不同 worker 内进行存储，反之

一个 worker会承担多个 vertex的计算与存储，将负采样约束在 worker范围内，

通过消息的发送实现跨 worker 的负采样，从而得到近似全局负采样并分摊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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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在梯度更新方面，基于正、负样本的节点向量更新分别采用 2 个独立超

步通过 vertex 之间的消息发送实现。其余采用类似 SGNS 模型训练的 Graph 

Embedding算法均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路实现，伪代码如下： 

 

回到凑单的业务场景中，基于用户历史的共同点点击、购买等行为样本数据，

其中对于跨类目的行为进行加权，增强跨类目的训练，基于分布式的 Graph 

Embedding算法，训练的到商品的 embedding 表达，离线计算得到商品的 I2I数

据，用于 I2I 召回的索引 Build 与在线 TopK 的推荐商品召回，这种跨类目的做

法我们可以归类为样本跨类目的范畴。 

举几个实际的 Case，如下所示： 

 通过第一幅现代装饰画，召回后面的油画、开关贴、餐具瓷器、冷水壶、

墙贴等多个跨类目下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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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第一件风衣，召回后面的面霜、睫毛膏、BB霜、耳饰、连衣裙等多个

跨类目下的商品： 

 

跨类目概率图模型 

传统的 Graph Embedding 基于 Graph 中任意两节点 与 之间的相似度进

行 edge 表达的建模，在凑单等注重丰富度的业务场景中则相对偏重于跨类目的

学习。2018年 WWW有一篇介绍了考虑人气属性差异的 RARE算法，其通过人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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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去削弱人气差异较大节点之间的 embedding 相似度，虽然他们可能之间存在一

条边。 

在凑单场景中，我们基于 RARE 模型进行扩展，尝试基于类目相似度差去削

弱在相同类目下不同共同用户行为作用商品之间的 embedding相似度。并重点将

类目考虑到 edge 的建模中，而由于类目是一个离散变量，类目的差异我们采用

将其做 embedding的方法计算，并在模型中结合类目做了一些修正，构建如下所

示概率图模型： 

 

 

其中， 分别为商品 i与商品 j所属类目对应的 embedding 向量， 

为商品跨类目 embedding 向量，

通过如下 MAP的方法训练模型： 

 

其中， 与 为 与 的 Gauss先验，同时具有模型参数正则化，提升

泛化能力的作用。模型本身并不复杂，其表达的思想在于当用户同时在两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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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生行为时，一部分可能来自于相同属性的作用（在这里是类目的作用），而

并非我们所学习的 embedding 本身，而在模型中我们也将 embedding定义为跨类

目的相似表达。基于跨类目概率属性图的算法模型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

研究中，包括商品以及类目 embedding的分析、模型设计上的优化以及如何更好

的在业务中发挥效果等。 

3、总结 

Graph Embedding 是图学习表达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支，通过 Graph 节点的向

量表达，描述复杂稀疏的网络结构，能够学习到不同节点之间 1、2 阶之外的高

阶关系，在提升丰富度，新颖性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目前集团内也有算法以及

系统团队对其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实现，期待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学习。 

4、展望 

算法上，目前凑单的 Graph模型中暂时只有考虑类目与边关系，随着近些年

属性图算法、基于 Meta Path 的 Graph Embedding 以及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后

续会融入更多的商品、用户维度的属性特征，提高模型的精度与表达能力，此外

将基于 embeddingI2I 的召回与排序之间综合考虑建模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业务上，目前凑单中很多场景入口信息还不完善，比方说用户购物车真实点

击入口商品等，因此在实现用户真正意义的“更好的凑”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在用户体验上，今年增强了动态性，削弱了相似商品的重复曝光体验，因此

如何更好的挖掘用户的体验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5、项目总结 

本文介绍了凑单项目 Graph Embedding方面的一些工作，只覆盖了凑单项目

的一小部分，今年我们在系统以及算法上都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升级，在算法模

型上部署了深度学习模型，分组背包优化模型，跨类目 Graph模型，在权重的学

习方面引入了实时的 LTR，整体上同比去年直接引导进店支付金额+XX%，转化率

+XX%，线上 A/B对比基准通曝光价值+XX%，转化率+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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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类关系，虚拟类目如何建设？ 

作者：玉昆、云志、子尹 

 

 

小叽导读：类目-属性项-属性值体系（简称 CPV）是淘宝建设中非常重要

的基石，在商品的发布、管理，以及搜索场景下都大量应用。比如每个商品都

有自己的类目、以及属性，而且需要发布在适合自己的类目下，才能够方便管

理和搜索；在用户搜索的过程中，对 Query的类目预测也是相关性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 

1、前言 

每个商品在同一时刻都只属于一个叶子类目，淘宝的类目体系是树状结构，

每个类目都有一个父类目，类目 id=0 是根类目，是所有一级类目的父类目，没

有子类目的类目称为叶子类目，一般来讲，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从一级类目到叶子

类目这些类目。淘宝类目树体系的数据可以通过相关的 odps 表获取。目前有效

的类目数量大概在 2 万多个。 

虚拟类目建设的目的在于，在当前类目体系之下，根据我们搜索自身的业务

特性，建设一套基于品类上下位关系的虚拟类目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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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图谱 

2、问题背景 

虚拟类目建设是我们整个知识图谱建设中的一个部分，之所以会有虚拟类目，

是因为当前的类目体系下，针对搜索和推荐的场景，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1）因为不同行业的原因，有的类目名称完全一样，但是却分布在了不同的

一级类目下，或者有的类目非常相似，同样也有多个叶子类目，如图 2 所示，有

多个类目都与食用油有关。这样在推荐场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用户想要购买

的商品分布在 A，B 两个类目下，而这两个类目是完全一样的，当用户购买了 A

类目下的商品之后，我们还可能会对他推荐 B 类目下的商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

无法认知 A类目和 B 类目是同质的。这样不仅在体验上会给用户带来疲劳感，在

用户的发现性上也有一定的损伤。 

2）有的类目内容过于宽泛，品类数量比较多，比如保健食品类目下有多种

不同的保健品，这个时候在推荐场景下，如果能够按照不同的品类，而不是整个

类目进行推荐，效果可能会更好，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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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类目相似问题 

 

图 3. 类目粒度过粗 

3、整体解决方案 



111 
 

因此，为了解决上面所提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品类关系的虚拟类目树

的建设思路，分为三个部分： 

1）针对类目相似的问题，我们将当前相似的类目合并，构建一个新的虚拟

类目节点，如图 4所示。 

2）针对类目粒度较粗的问题，我们将粒度较粗的类目进行拆分，分解成多

个新的虚拟类目节点，如图 5所示。 

3）根据前 2 点产出的虚拟类目节点，迭代地构建一棵虚拟类目树，如图 6

所示。 

 

图 4. 类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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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类目拆分 

 

图 6. 类目树构建 

我们在设计虚拟类目解决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根据品类词，从零开始构建

一棵虚拟类目树，不过最终我们没有采用这么方法，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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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的类目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同时每个类目下的商品也基本上属于当

前这个类目，基于当前的类目体系进行合并或拆分，能够极大的提高整体效率； 

2）从头开始根据品类词构建类目树，一是以什么粒度作为类目节点仍然是

一个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对商品打标的问题，可能带来一定的误差。 

因此我们基于当前类目体系，通过合并与分拆，构建适合我们应用场景的一

套虚拟类目体系。 

4、类目合并方案 

类目合并的目标是找到相似的类目，并对其进行合并成一个虚拟类目节点，

根据对当前一些类目的分析，当前的相似类目有以下一些情况： 

 类目名称完全一样，这种可以合并，如：“居家布艺>>地垫  家庭/个人

清洁工具>>卫浴用具/卫浴配件>>地垫”。 

 类目名称相似，但是有一些不同，比如“厨房/餐饮用具>>杯子/水杯/水

壶>>玻璃杯” 与 “厨房/餐饮用具>>杯子/水杯/水壶>>保温杯”，这种不合并，

因为从品类上看属于不同的品类。 

 品类差不多，但是适用对象不一样，比如“宠物/宠物食品及用品 >> 猫

/狗美容清洁用品 >> 毛巾/浴巾/吸水毛巾”与“居家日用 >> 毛巾/浴巾/浴

袍 >> 毛巾/面巾”，虽然都是毛巾，但是适用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

也不合并。 

因此，根据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种相似类目发现算法： 

 基于 Query类目预测，以及类目名称对相似类目进行发现。 

 基于类目下，商品标题的品类词相似度对相似类目进行发现。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对相似类目进行发现。 

 基于用户随机游走的方法计算类目相似度。 

4.1 基于类目预测的方法 

Query 的类目预测是淘宝搜索相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类目预测，可以

把与用户搜索 query 意图相关的类目对应的商品靠前呈现，从而保证用户的体验

效果。在一次搜索 Query 中，根据具体的情况可能会有 1 个或多个类目预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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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哪些类目经常共同出现，这里面我们采用了互信息的方

法来计算类目之间的相关性： 

 

图 7. PMI 

这里 P(x,y)代表类目 x 和类目 y 一起出现的概率，而 P(x)为类目 x 单

独出现的概率，P(y)为类目 y 单独出现的概率。 

互信息是概率论中应用广泛的方法之一，如果 x跟 y不相关，则 P(x,y) = 

P(x)P(y)。二者相关性越大，则 P(x,y) 就相比于 P(x)P(y) 越大。所以通过上

面的式子就能够算出相关性比较强的类目 pair 对。 

4.2 基于标题品类词的方法 

该方法的思路是通过商品标题的相似度，来判断类目之间的相似度。其步骤

如下： 

 获取类目下商品的 title，以及对该类目下商品有点击的 Query。 

 对 title以及 Query进行 tagging，提取其中的品类词，并计算词频等信

息，形成每个类目对应的 term_list词表。 

 根据 term_list 计算类目之间的两两相似度。 

    

这种方法能够减少用户行为所带来的偏差。 

4.3 基于用户行为的方法 

基于用户行为也是能够有效地发现相似类目的一种方法，我们这里利用了基

于频繁项挖掘的方法来找到经常出来的类目对。 

这里面简单介绍下频繁项挖掘。频繁项集挖掘算法用于挖掘经常一起出现的

item 集合，通过挖掘出这些频繁项集，当在一个事务中出现频繁项集的其中一

个 item，则可以把该频繁项集的其他 item作为推荐。比如经典的购物篮分析中

啤酒、尿布故事，啤酒和尿布经常在用户的购物篮中一起出现，通过挖掘出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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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布这个啤酒项集，则当一个用户买了啤酒的时候可以为他推荐尿布，这样用户

购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从而达到组合营销的目的。 

常见的频繁项集挖掘算法有两类，一类是 Apriori算法，另一类是 FPGrowth。

我们这里使用了 FPGrowth 方法。 

FPGrowth 算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FP-tree 构建、递归挖掘 FP-tree。FP-

tree 构建通过两次数据扫描，将原始数据中的事务压缩到一个 FP-tree 树，该

FP-tree 类似于前缀树，相同前缀的路径可以共用，从而达到压缩数据的目的。

接着通过 FP-tree 找出每个 item 的条件模式基、条件 FP-tree，递归的挖掘条

件 FP-tree 得到所有的频繁项集。 

我们的数据样本构造方法如下： 

 针对每一个用户，当用户购买了类目 A 下的商品时，在购买时间点往前的

一个小时内，获取用户点击过的商品所在的类目，以及每个类目下点击的商品个

数。 

 取出点击商品个数最多的 TOP3 个类目，同时每个类目下的商品点击数要

大于 5个，以减少用户误点的情况。 

 基于上面的数据构造针对类目 A与多个其它类目组合成的频繁项。 

最后通过上面构造出来的样本，我们使用 PAI 上的 FPGrowth 算法得到每个

类目可以推导出来的另一个类目，如下图所示，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使用

FPGrowth 的效果不是太好。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继续使用了 PMI 的方法来计算两

个类目之间的相关度。样本仍然是以用户购买之前点击的类目 id 形成类目 x 与

类目 y的 pair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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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P-Growth 结果 

4.4 基于 Graph Embedding 的方法 

Graph Embedding 是近几年研究较热的课题之一，早在 2014 年 KDD 中的论

文《DeepWalk: Online Learning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就开启了这个

方向的热潮，文中借鉴了深度学习在语言模型中的应用，以全新的方式学习网络

节点的潜在向量表示，在社会化网络多标签网络分类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接下来研究者们在更多的领域也尝试了 Graph Embedding 的方法，比如节点分

类、边预测、社区发现以及网络相似性等方面。简单地讲，Graph Embedding 分

为两步： 

 先采用 Random Walk 产生行为序列。 

 在行为序列上采用 SkipGram训练 word2vec 模型。 

 

图 9. DeelWalk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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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kipGram 流程 

我们这里就基于 Graph Embedding 的方法来学习类目 id的向量化表示。考

虑到用户的点击购买行为，就如同在一张很大的图上游走，图中的每个节点就是

类目 id，当用户的点击、购买行为从一个商品到另一个商品，而且商品类目不是

同一个类目，那么就建立这两个类目之间的关系，详细流程如下所示： 

 获取用户的商品点击、购买序列。 

 若 itemA在 itemB 之间点击，且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叶子类目，那么构建且

分数为 1。 

 若先点击了 itemA，然后购买了 itemB，且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叶子类目，

那么构建且分数为 5。 

 根据构造出来的类目图关系，通过 DeepWalk 学习出每个类目 id 的

embedding表示。 

 根据类目的 embedding 向量，计算类目之间的 cos相似度。 

4.5 数据 

基于上面 4种方法，我们得到了类目之间的相似度关系，通过对 4 种结果的

ensemble，我们得到了相似类目 pair对 10000+对。 

5、类目拆分方案 

类目拆分是针对品类的种类较多，或者数量较大的类目，根据业务将其拆分

成多个小的子类目，也可以称为对商品进行聚合。类目拆分其实是比较主观，或

者说根据业务场景的需要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拆分，因为不同的拆分规则都有其合

理性。比如在连衣裙类目下，按照品牌可以对其进行拆分，按照尺码也可以对其

进行拆分，也可以按照风格进行拆分，所以我们的拆分方式是需要为业务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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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我们了解到的，也有不少对商品进行聚合的方法，比如按照 SPU 维度，找

相似，或者是图像同款等方面。所以我们的类目拆分方法也是根据我们自身的业

务需要而制定的。 

我们这里采用了两种方法对类目进行拆分，一种是基于品类上下位关系的方

法，一种是基于商品聚类的方法，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5.1 基于品类上下位关系 

上下位关系是指类似于“裙子”下位词是“连衣裙”这种形式，它是一种树

状的结构。关于上下位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大部分关注的都是通用的知

识图谱领域的实体关系，电商这块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我们这里采用品类上下

位关系来构建我们的虚拟类目树。 

品类的上下位关系也是我们的词林图谱框架中的一点。如下图所示： 

 

图 11. 词林图谱 

关于品类上下位关系的挖掘方法后面将专门进行介绍，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主要用了几种方法： 

 Query 下类目预测的分布情况 

 title 中的品类词的偏序关系 

 Query Session 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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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于商品聚类 

基于商品聚类的类目拆分，是我们在猜你喜欢的推荐场景下做的类目拆分的

工作，我们这里从用户的行为入手，对商品进行聚类。我们这里使用图聚类的方

法。 

图聚类是根据图的拓扑结构，进行子图的划分，使得子图内部节点的链接较

多，子图之间的连接较少。标签传播算法（Label Propagation Algorithm, LPA）

是基于图的半监督学习方法，其基本思路是节点的标签（community）依赖其邻

居节点的标签信息，影响程度由节点相似度决定，并通过传播迭代更新达到稳定。

大概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2. 标签传播算法 

具体步骤如下： 

 根据用户行为，获取同一类目下 itemA->itemB的点击序列。 

 根据用户行为，获取同一类目下 itemA->itemB的点击、成交序列。 

 针对上面的数据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构造成一张 item-item 的关系图，

并基于标签传播聚类对其进行聚类，得到商品聚类表，每个 item 对应到一个

cluster_id。 

 继续对商品的关系图进行 DeelWalk，训练得到每个 item的 embedding 向

量。 

 根据一个 cluster_id 下所有的 item，计算其平均 embedding值，来表示

当前的 cluster_id。 

 针对同一类目下，计算 cluster_id之间的相似度，得到与一个 cluster_id

最相似的其它 cluster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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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解释一下，这里的前 3步是为了对商品进行图聚类，这样每个商品都属

于一个 cluster_id，当对用户进行推荐时，通过他之前的 trigger item 可以得

到对应的 cluster_id，进而得到该 cluster_id 下的其它商品。但是为了在召回

阶段给予更多的商品池子，我们这里又计算了 cluster_id与 cluster_id 之间的

相似度，并得到与某个 cluster_id最相似的 top n个其它的 cluster_id，这样

只要知道了某个 item_id 所属的 cluster_id，那么就能够召回更多 cluster_id

下的商品，有更多的海选样本。 

6、效果 

这里主要讲一下类目合并这块效果。类目合并这块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的疲

劳度，我们分别在首图、大促场景以及购后链路都上线了虚拟类目的数据，最后

通过人工评测的方法来评价用户疲劳度的改善情况。最后通过评测，用户的疲劳

度在这几个场景下都有 X%以上的降低。从体验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效

果： 

 

图 13. 首图疲劳度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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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购后链路疲劳度控制情况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虚拟类目数据的产出，而最终在

各个场景的上线则是由各个业务场景的同学针对自身的业务做了非常多的优化，

才能够在疲劳度下降的情况下，还能提升 CTR，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7、总结与后续规划 

虚拟类目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迭代完善的过程，好的

数据与好的系统都是不断沉淀下来的。所以虚拟类目也会不断完善，同时在有了

类目合并与拆分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对虚拟类目树进行构建，建立一个层次

级别类目树框架。 

另一方面，虚拟类目树不仅在推荐场景下有用，在搜索场景下也有用处，比

如 Query 的类目预测等场景。 

同时，前面关于虚拟类目建设的工作，还有不少需要完善和优化的地方，也

欢迎大家提出建议，谢谢。 

团队介绍： 

阿里巴巴搜索事业部，不停追求技术边界突破和业务创新的团队，包括来自

世界各地的优秀算法工程师，成果屡次获得集团大奖，并被主流媒体报道过，同

时也和海内外一流高校和实验室有长期科研合作项目，发表过包括 WWW，SIGIR，

KDD，CIKM 等会议在内的多篇顶级学术会议文章。欢迎感兴趣的同学投递简历，

社招校招&实习生均可，邮箱：tanjun.tj@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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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解读 | 数十亿商品中，长尾和新品怎么找到新主人？ 

作者：缘方 

 

小叽导读：在推荐系统的发展历程中，面临两个核心问题：用户的长

尾覆盖度以及新商品的冷启动，在这两个维度下的模型扩展能力的瓶颈一

直以来对广大推荐算法工程师都是不小的挑战。本文基于 Graph 

Embedding 的理论知识提出了创新框架，旨在提升商品推荐的多样性和发

现性。 

1、背景介绍 

淘宝个性化推荐场景所面对的数以十亿计的用户、商品、交互数据和各类

属性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异构网络，如果能将网络中的各类信息统一建模在

同一个维度空间，用向量的方式进行表达，它的简洁和灵活性会有巨大的应用

空间。据我们所知，业界尚未有对如此大规模复杂网络进行 graph embedding

建模的成熟应用。 

在本篇论文中，我们针对推荐场景，基于 Graph Embedding的理论知识创

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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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用户的序列化行为构建 graph，结合随机游走技术对用户行为进行"虚

拟采样"拟合出多阶的潜在兴趣信息；同时利用 side information-based 模型

进行知识泛化学习，提出了 Graph Embedding with Side Information(GES)和

Enhanced Graph Embedding with Side Information (EGES)两种向量聚合算

法，对上亿级别的商品和其 side-information 进行 embedding建模，并作为一

种全新的召回在手淘首图个性化场景部署应用。 

实验结果显示，新提出的 GES和 EGES算法得到显著效果提升，并解决了用

户覆盖和商品冷启动问题，提升了商品推荐的多样性和发现性。 

2、Base Graph Embedding 算法框架 

Graph Embedding 在淘宝推荐的核心框架如图所示： 

 

首先是构建网络，由于商品推荐的整个网络是大规模的异构网络，我们利

用用户对商品的行为序列，提出并定义了新的转移概率连接图，有效克服用户

真实 session 行为中存在的大量热点节点问题：以每个节点为中心，利用其扩

散子节点的连接频次及行为共现频次计算转移概率，构建全网的转移概率连接

图。 

其次则根据构建好的有向带权图，在此基础上进行 random walk随机游

走，构造出千亿级别的多阶虚拟样本，用于后续的深度网络学习。最后则是对

采样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将离散的网络节点表示成向量化，最大化节点共现，

使用 Sampled Softmax 来做超大规模分类的分类器，优化的目标是： 

 

3、GES 和 EGES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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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传统 CF算法，上述的推荐 Graph Embedding 框架能够捕捉商品的高

阶相似度，拥有发现能力，但是商品冷启动问题仍然是一个挑战，为了解决这

一难题，我们在 Graph Embedding 的 Skip-Gram阶段融入节点的 side-

information，提出 GES算法，核心是同时学习网络节点和节点各 side-

information的隐式表达，将多维隐向量融合在一起作为商品的最终表示。 

在 GES 的基础上，不同商品对不同维度的信息的贡献程度是不一样的，比

如 iPad 和 iPhone 的相似性来自于他们拥有共同的品牌，两件秋装的相似性

则源于它们在同一个店铺销售。因此进一步提出了 EGES，用加权 pooling 层来

加强向量融合的准确性。GES和 EGES 的融合公式分别为： 

 

EGES 的 Embedding 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引入 side-information 后同店、相似店铺、同品牌、相似品牌等宝贝在排

序中更为靠前；同时对于一些没有出现行为的、新鲜上架的宝贝，根据它的

side-information 对它进行 embedding表达，有效解决了冷启动问题。 

4、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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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我们分别在淘宝内部数据集和 Amazon 开放数据

集上进行了实验，并进一步将算法部署到淘宝首图个性化线上业务中，均得到

显著的效果提升： 

 

下图直观的解释了结果，运动鞋类目下的宝贝 embedding向量降维，颜色

代表不同子类目，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商品降维后的坐标，可以看出同一个类目

下的宝贝 embedding 向量聚合在一起。 

 

下图冷启动商品的召回的示例中，冷启动商品和所找到的相似商品在

side-information 维度上的泛化相似度，证明我们提出的 EGES算法用泛化学

习的方式处理了冷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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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部署 

EGES 算法在 17 年双十一前夕部署上线，完整的工程架构如下图所示：  

 

本 篇 为 《 Billion-scale Commodity Embedding for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in Alibaba》的论文解读，该论文收录于 SIGKD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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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器帮你做决策！强化学习在智能交互搜索的应用分享 

作者：肖非、王桢 

 

小叽导读：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降低搜索时间成本，迅速找到目

标产品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的电商平台已不仅仅是一个摆放商品的货架，

“智能推荐”成为电商的一个重要功能。今天，我们来看看强化学习是如

何帮助用户与平台实现互动，让用户在商品的海洋中迅速找到心仪的

“它”。 

1、交互搜索简介 

智能交互搜索是一种新型的购物搜索方式，用户可以在搜索中同时与系统进

行交互，我们希望可以在与用户的交互中提供帮助用户决策的信息。大致包含以

下几种维度： 

 细化需求：用户购物需求比较确定的情况下，系统会推荐有助于细化决策

的维度，比如“耳机”的 Query下，系统会让用户选择“佩戴方式”，帮助用户

更快成交。 

 探索发现：解决逛和发现的需求，在发现用户不是购买意图下，推荐一些

发散的 Query。 



128 
 

 知识问答：解决用户之前通过第三方网站了解购物知识，然后来淘宝直接

搜索商品的问题；提供一些知识解释；最终希望引导用户在淘宝能流畅完成购前

找买什么，购买和购后分享的整个链路； 

某用户 Session数据如下： 

初始 Query 为“无鞋带 男鞋”，Agent给用户推荐了“颜色分类：红色、白

色、黑色、灰色”， 

用户选择了“销量排序” 

用户选择了“黑色”，Agent给用户推荐了一些发散性 Query“发现：皮鞋男、

板鞋男、鞋子男、小白鞋男、布鞋男、帆布鞋男、休闲鞋男、豆豆鞋男、t恤

男” 

用户“翻页” 

用户选择“小白鞋男”，Agent同时给用户推荐了“鞋头款式：尖头、扁头、

圆头” 

用户点了“尖头” 

用户点了“圆头” 

... 

产品形态如下图： 

 



129 
 

2、问题定义&相关工作&建模 

问题定义 

在当前问题中，我们希望可以让用户尽可能多的和系统交互。更多的交互意

味着更多的 pv，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间和粘度，pv 增加也会提高广告的收入。在

智能语音交互方面，微软提出了一个统计指标——CPS，即人类与人工智能“聊

天机器人”的对话轮数。据微软统计显示，目前小冰的 CPS是 23左右，而 Siri、

Google Now 等以智能助手为目的开发的人工智能引擎，CPS往往都不超过 3。本

文我们也采用这个 Matrics 作为优化目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做一个 Task Oriented Dialog System，让用

户以最少的交互次数完成购物，目前我们把目标设定为前者。 

强化学习在交互搜索场景的意义 

强化学习 work的场景必须有明确的 delay reward，典型的有棋类游戏中的

放弃当前子来获取全局的优势，竞技类游戏比如 dota2中英雄放弃补刀的金钱收

益去选择 gank、打肉山，强化学习擅长建模在序列决策中存在 delay reward 的

问题，即放弃当前局部最优的决策来获取更长期的收益。 

交互搜索系统对用户的反馈是典型的序列决策过程，有时需要放弃当前最高

收益，在这个问题中，如果我们的优化目标是整体的 CTR，比如在耳机的搜索场

景中，有两个维度 （品牌）, （佩戴方式）可以在 context下用于决策，用

有监督的方法我们学到的是当前 context下的最优选择，为下图 Greedy的思路，

这时我们学到的是“首次展示品牌”更好，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调换品牌，佩戴

方式的出现顺序，虽然我们首次决策不是当前状态下最优的，但序列决策下的期

望却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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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RL应用较成功的游戏、棋类、机器控制领域，对话交互系统对“终止”

的定义比较模糊，在闲聊机器人中可以定义为用户退出，在交互搜索里用户的意

图切换是否定义为终止就与任务相关，如果是希望用户增加 PV，我们可以整体

交互的退出作为终止，如果希望在细化类目做进一步导购直到成交，终止则定义

为退出或切换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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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在任务型对话的一般思路 

DM 经典的做法是把问题看成一个槽填充问题，在 2007-2013，基本做法是定

义好一个任务，并拆分为一系列的槽（slot），在对话交互过程中进行填充。而

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错误传递，上游错误会传递到下游导致下游直接错误，

比如 NLU 或 DST的某步骤出错，会直接导致 DM 输出错误的 Action，而且几乎无

法修正。而端到端的方法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纠错，基本思路为首先监督方法训

练，然后用深度强化学习调参（样本为真实用户）。比较代表性的工作有是 Bing 

Liu在 17 年 nips的文章，结构如下，优化同时考虑的 slot filling 和 action。 

 

交互搜索基于强化学习框架的建模 

我们用强化学习的框架来对交互搜索场景建模。其中智能体（agent）是我

们的服务进程。环境（env）是用户和平台的其他因素。具体地，用户首先提交

query，例如“手机”。agent选择该类目的某个属性，例如“品牌”。页面展示

“品牌”的具体取值，例如“华为”，“小米”等。用户可能会选择/取消某个

属性值，也可能直接翻页，这些操作都会跳转到下一个 PV。agent与 env 不断交

互直至用户退出会话，构成一个 episode。 

我们记 t 时刻 env 给出状态 ，agent 做出动作 ，env 根据内生的动态

，反馈给 agent 奖励 并跳转到状态 。强化学习旨在为

agent搜索最大化期望累积奖励 的策略 。 

在交互搜索场景中，我们将状态，动作，和奖励定义为： 



132 
 

1、状态设计：State的设计要考虑两点，当前 State足够学到合适的 Action，

以及用户与环境交互的过程 State要有明显变化去学 Q函数，这里我们考虑了以

下几个方面： 

 User State：包括用户的性别、年龄、购买力。 

 User History、Agent History：类目、页码（用户翻页）、用户点过的

tag、Agent 推荐过的 tag。 

 Query State：DST 后 Norm Query 做 Embedding（取语义粒度分词后

embedding 的均值，当然这里也可以考虑用 self-attention 的方式考虑语义贡

献，但目前的数据量下我们没有这么做）作为当前的 query state。 

 Tag 静态分：Query-Tag Score，User-Tag Score 等。：包括用户信息（性

别、年龄、购买力等）和会话信息（类目、页码、query、用户操作记录等）。 

2、动作：某个类目属性，例如“品牌”， “裤型”， “材质”等。动作空

间是所有合法的类目属性。 

3、奖励： 如果用户没有离开，否则 。这样设计是因为最大化累

积奖励等价于目前的业务目标，即尽可能增加交互轮数。 

此问题的难点在于，所有类目属性的个数约有 200K，即动作空间的大小为

200K（类目*维度），这势必导致搜索空间过于庞大，难以求解最优策略。另一

方面，每个商品类目平均有约 15 种属性。这个动作空间的规模虽然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共有约 1500 种类目，如果分别训练 1500个 agent，因为头部类目与尾

部类目所拥有的流量严重失衡，所以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很难为尾部类目训练得到

性能可观的 agent。 

我们注意到不同类目所拥有的属性集合是有大量交集的，例如“连衣裙”和

“裤子”都有“材质”这一属性。同一属性对于不同类目来说，意义往往是无差

别的。例如”品牌“是重视品质，在乎品牌赋予同质化的商品的附加意义的用户

会倾向于选择的属性。基于此，我们通过共享模型参数（User History、Agent 

History、Action的 embedding），联合训练（多任务）各类目的 agent。具体模

型如下，另外一次输出这么高维度的打分向量显然是过度计算了，所以这里我们

根据类目对 Action Space 集合做了一个 Mask，只对当前类目下考虑的 Action

打分，对最后的 的计算我们采用了对 Action 做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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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 

我们基于 PAI TF，使用 Ali AI Agent（简称 A3gent)强化学习组件实现的

DQN算法来求解最优策略。 

我们的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包含多路输入，且不同通道的状态分别有

sparse/dense，定长/变长，数据的类型包括 int, float, string 多种类型。

A3gent支持多路状态输入，每个通道的数据类型及形状均可配置。 

除了需要处理多路输入，我们的神经网络结构也较为复杂，包括 embedding 

layer，fully connected layer, concatenation layer。另外，考虑到其中一

路状态是 agent 在当前 episode 推荐过的属性集合且我们的动作空间正是属性

集合，我们让 output layer 与 embedding layer 共享参数。即对于属性 P，它

的 embedding向量 会作为该 P对应的 output neuron的参数： ，

其中 h表示 output layer 的输入。 

由于不同类目的 agent共享模型参数，所以每个类目的 agent的策略不能平

凡地做一次 forward。由于状态 包含一个通道为类目的 ID，记为 c，我们首先

根据 c 查询类目到属性列表的词典，找到 c 所对应的合法属性集合 。再根据

Q值大小贪婪选取动作： 

 

A3gent 组件中已经将上述逻辑通过计算图表达，对于使用者不存在于普通

forward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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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强化学习需要 agent 与 env 交互的过程中在线更新，且基于 QP 的服务

进程无法实现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采用基于 PAI TF的准实时训练策略： 

 

训练 

数据： 

 

我们首先用历史数据做预训练，预训练的结果基本可以学到线上的策略，作

为模型的初始参数。baseline（top5的维度 random，所以 random的结果也不差）

对比，从 Query 级别点击率来看 DRL 离线可以带来 1.9%的提升（后面我们也分

析了，当前的 Reward 设定其实并不能显著提升 CTR），而基于统计 ensemble 的

版本有 6.8%的提升。同时分析了不同策略下对全局指标的影响，人均 pv/uv 降

低 0.5%，一个大 Session 内的平均交互次数增长 0.16%。具体如下： 

 

针对这个结果，我们认为 DRL只是在统计+random生成的样本上做了一轮训

练，而 DRL 需要与环境进行交互，用当前策略(on-policy)去产生训练数据，目

前基于统计 ensemble 的版本用到了大量主搜数据，所以效果会比较好。基于目

前的分析，我们尝试了准实时训练，数据生成部分我们做到实时解析，在 porsche

产生实时数据（pvlog），目前拼一个完整的 EPISODE 给模型训练，需要拿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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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退出的操作，而我们的数据量较小，需要三小时才能产出足够的样本，所以为

了快速验证效果，这一步目前我们是通过小时级离线解析，然后用 PAI 去训练模

型。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实时 Matrics，实时监控小时级别的 CTR和小时级别的平

均 CPS（平均交互次数）。 

线上部署 

DII（一个算法在线服务平台）在升级到 0.33 版本后内置了 Tensorflow 模

型预测功能，我们测试性能是可以满足需求的。在模型更新部分，DII 服务会在

扫到模型文件切换 index 后重新加载模型，目前唯一的缺点是，没法做到实时，

实测 1.4G 的模型文件从产出、build、切换索引到生效大约需要半小时。我们的

场景中，目前流量下，Replay Buffer积累数据也需要小时级，所以这部分暂时

是可接受的。 

ps：目前想实时生效只能通过写 DII 增量，在 DII 的 process 里自己实现

Inference，考虑到我们的更新频率、以及模型切换后的开发成本，我们暂时没

有这么做。目前是采用定时调度的形式实现的。 

 

4、结果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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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在离线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问题，因为传统的 AUC 都是基于当前 context

下有监督的最优，一般评价的方式有： 

 模拟器：根据真实数据产生一个 Env的模拟器，可以与训练的 Agent 进行

交互，用平均 Reward 评价。这对打游戏十分有效，比如 gym 里的各种环境。在

淘宝中也有很多模拟器的项目，我们下一步也会考虑通过模拟器的方式快速迭代

算法，比如对话系统模拟器。 

 人工测试：采用人工的方式与系统进行交互，统计平均 Reward，这种方式

人工反馈的量是比较有限的。 

 线上测试：直接与真实环境进行交互，然后统计随时间变化的平均 Reward，

这种测试方式需要真实环境有大量交互行为，我们也采用了这种评价方式。 

线上效果 

训练后的 CPS 相对 ensamble 的版本有明显提升。在新的交互系统中，用户

平均交互次数提升了 1.5次，提升 30%+。 

Tag 的 CTR 并没有明显提升，这里我们也分析了原因，目前的 Reward 设定

其实不一定展示给用户的是点击率最高的，比如我们可能会出一个不是当前

context 下点击率最高的 Tag，但这个 Tag 点击后的商品对用户满意度最高，用

户会更多浏览，这也会增加与系统的交互次数。 

5、总结与展望 

基于强化学习的 Task-oriented Dialogue System 已经在客服领域、医疗诊

断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前者可以节省大量人力成本，帮助用户快速完成任务，

后者则有望基于有经验的医疗诊断数据，解决医疗资源不均的问题。 

在商品导购领域，消费者完成一笔订单，用户通常会经过与销售客服交流，

自己查资料，到决定购物的决策过程，在淘宝海量购物数据中，我们希望可以挖

掘出“购物老司机”的购物路径，并且在合适的时机给用户“有决策价值的解释”，

给消费者更好的导购体验。本任务中，Action Space 极大，相对于传统的 Task-

Oriented Dialogue 订机票、订餐、医疗的任务，我们的 Action Space 包括确

定当前的系统动作，如：商品属性的选择、内容解释等，确认了动作后还要对具

体动作的值进行排序，如果候选空间有 m个动作，有 n个是需要排序展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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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动作空间会是 维。这个量级的 Action 空间，对于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是巨

大的挑战，我们目前只是做了其中的一层，动作空间有百万维。 

本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多层决策问题，是否可以设计更好的 HRL方式，更全局

的考虑全局的收益？此外如何在有限的样本中做信息共享？如何在真实线上环

境中做高效率的探索？如何够早一个合理的“experience replay”使 online 

learning更“稳定、快速、有效”都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End-to-End Optimization of Task-Oriented Dialogue Model wit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2.A network-based end-to-end trainable task-oriented dialogue 

system 

3.Learning end-to-end goal-oriented dialog 

4.A copy-augmented sequence-to-sequence architecture gives good 

performance on task-oriented dialogue. 

5.An end-to-end trainable neural network model with belief tracking 

for task-oriented dialog. 

6.End-to-end task-completion neural dialogue systems 

7.Iterative policy learning in end-to-end trainable task-oriented 

neural dialog models 

8.Hybrid code networks: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end-to-end dialog 

control with supervised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9.Towards end-to-e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of dialogue agents for 

information access 

最后，如果你对智能交互、自然语言处理、语义搜索、强化学习、深度学习

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团队！如果你是非应届毕业生，希望在真实场景数据下实

现算法，我们有大量 research intern 名额，以上职位有意向都可以发送简历+

意向岗位到：guren.xf@alibaba-inc.com，期待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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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移动电商平台中的“伪曝光”？ 

作者 | 天裂、海凯、一尘、理欣 

 

 

小叽导读：在线推荐服务根据商品的特征和用户的信息推荐多个商

品。 现如今很大比例的用户通过手机访问电商平台。 但是一些推荐的商

品并没有被用户看到。为了解决在线推荐场景中的伪曝光问题并提高推荐

商品的 CTR，我们首次尝试了 bandit 框架，并且在传统的 bandit 算法上

进行了多项改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做出了五个关键贡献来解决伪曝光问题并提高点击率： 

 由于传统的 contextual bandit 问题只推荐一个商品而不是一组商品，我

们首先把在线推荐问题 model成一个创新的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

问题。我们利用了一个线性的奖励模型 （linear reward model）来适应大规模

的候选商品。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伪曝光问题。我们使用用户看到这些商品

的可能性作为样本的奖励的权重。 

 为了提高 CTR，商品之间的相似度被用来改进线性奖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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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供了算法的理论分析并且证明了我们的算法具有亚线性的

（sublinear）regret。 

 我们利用淘宝的真实数据集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我们的算法在两种 CTR

测量方法下分别比 Learning to Rank（LTR）方法分别提高了 15.1%和 12.9%，

并且显著的超过了其他 contextual bandit算法。 

1、介绍 

随着电商平台的普及，很大一部分用户开始通过移动设备来访问电商平台，

比如亚马逊和淘宝。在推荐场景中，一列商品会基于用户和商品的信息被推荐出

来。由于屏幕的限制，只有一部分商品能被第一时间看到，剩下的商品需要滑动

屏幕来翻页并查看剩下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可以点击一个吸引他的商品

并查看商品详情。查看之后用户还可以返回推荐列表浏览其他商品并且点击多个

商品。如果没有商品吸引到用户，特很有可能直接退出推荐场景或者淘宝应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户很有可能在浏览完所有商品之前就离开了推荐场景，

这种现象称为伪曝光。举例来讲，如果我们向一个用户推荐了 5个商品，他点击

了第一个商品并查看了这个商品的详情，之后他返回了推荐列表查看了第二和第

三个商品，但是并没有点击这两个商品。我们只知道五个商品被推荐给用户然后

他点击了第一个。由于已有的研究一般会假设所有的商品都被用户查看了，第三

个位置之后的商品会被当做负样本。这些有偏差的负样本会使得学习效果下降。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在线推荐场景中的伪曝光问题并提高推荐商品的 CTR。

我们采用了 bandit框架：一种在线推荐的常用算法。在应用 bandit框架的过程

中，有一些挑战需要被解决。 

第一，多个商品需要被选出。但是传统的 bandit 算法一般只选择一个。并

且大量的商品和用户会导致收敛缓慢。尽管 multiple-play bandit 算法

[7,10,18] 已经被踢出来选择多个商品，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到 context。 

第二，由于伪曝光的存在，一些数据可能不适合直接用来学习。如果我们直

接利用数据进行学习，用户真正的喜好就不会被准确的学到。商品的位置会对伪

曝光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已经有一些工作考虑了位置信息，比如 Cascade 

Model [5] 和 Position-Based Model [15]，但是伪曝光问题没有被他们考虑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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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探索用户的潜在兴趣，相似的商品要避免一起出现在一个推荐列

表里。在 multi-armed bandit 问题中，相似度信息被用来当做 Lipschitz 条件

来限制相似的商品会得到相似的奖励 [2,9,20]。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推荐多个商

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创新的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 算法来解决这些挑战。我们的贡献主要有五方面： 

 我们把在线推荐问题 model 成了一个创新的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的问题并且利用了线性奖励模型来有效的利用样本。 

 为了解决伪曝光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来估计不同位置的商品被用户

看到的的概率，并且利用它作为样本的权重。 

 为了推荐多样化的商品，我们考虑了商品的 cosine 相似度并提出了一个

混合的线性模型来表达商品信息，相似度和奖励的关系。 

 我们分析了算法的 regret。对于第 T 回合，m 个推荐商品，d 维商品信

息，我们证明了有概率 达到 的 regret。 

 我们利用淘宝的真实数据集测试了我们的算法。结果显示我们的算法在两

种 CTR 测量方法下分别比 Learning to Rank（LTR）方法分别提高了 15.1%和

12.9%，并且显著的超过了其他 contextual bandit 算法。 

2、相关工作 

Multiple-play bandit 方法被提出来拓展传统 bandit算法并在每个回合推

荐多个 arm。EXP3.M 算法是 EXP3算法的拓展 [7]。主要的思路是每回合基于

EXP3 选出多个 arm。两个框架 Rank Bandit Algorithm (RBA) [18] 和

Independent Bandit Algorithm (IBA) [10] 也被提出。这两个框架都是在每

个位置运行一个 MAB 算法来选择多个商品。 

在 RBA中，如果不同位置的 MAB算法选了同一个 arm，位置较低的算法的奖

励为 0。在 IBA中，为了防止重复，位置较高的 MAB所选择的 arm会从位置较低

的 MAB 候选集中去除掉。Thompson Sampling 也被拓展并给出了理论分析[11]。

最近 multiple-play bandits算法被用在预算限制下来最大化累积奖励[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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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算法没有考虑 context。这回导致收敛速度较慢并且不适合应用到大规

模的真是问题当中。 

伪曝光问题主要是由商品的位置引起的。利用点击模型来 model位置的影响

已经在一些工作中出现了。The Cascade Model [5] 分别和 multi-armed 

bandit, combinatorial bandit, contextual bandit 和  contextual 

combinatorial bandit 结合 [13, 14, 17, 25]。 

在 combinatorial bandit 中，算法推荐一组商品但是只收到一个关于集

合的点击反馈。The Cascade Model 假设一个用户从上到下观察推荐出来的文档

直到找到一个相关的。Wen et al. [22]将 UCB 算法和 Independent Cascade 

Model 结合来解决在线影响力传播问题，由于 Cascade Model 无法解决多种点

击的情形，Position-Based Model 被考虑[12, 15]用来估计位置对于点击率的

影响。 

Komiyama et al. [12]与传统的 bandit 不同，他们考虑了广告的影响。

Katariya et al. [8] 结合了 bandit算法和 Dependent Click Model，其中

Dependent Click Model 将 cascade model拓展为多个点击。他们都假设用户浏

览了所有的商品。但是在我们的问题中，我们假设在移动设备中一些商品无法被

用户看到并且利用了 position-based model 来估计用户看到不同位置的商品的

概率。 

3、问题描述和公式化表达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提供了问题描述并且叙述了移动电商平台遇到的两个

挑战。我们之后公式化的定义了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 problem 和

两个 CTR 评价标准。 

3.1问题描述 

随着手机的普及，更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通过手机客户端来访问电子商务平台。

与网页不同，移动应用上的界面是有限的并且只能显示几个商品。 



142 
 

 

比如说图一 a 和 b 分别展示了 3 个和 2 个商品。利用有限的空间找到用户

的兴趣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并且主要要两个挑战需要被克服。 

第一，探索和利用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由于在推荐场景中用户一般不会提

供额外的关于他们兴趣的信息，用户的浏览和搜索记录经常被用来当做用户的先

验知识。但是利用这些知识推荐出来的商品会和搜索引擎的非常相似。这和推荐

场景发掘用户潜在兴趣的目标不太一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探索和利用之间

的平衡。由于有限的屏幕尺寸，这一问题在移动端尤其重要。探索需要在没有先

验知识的情况下找到用户的潜在兴趣。同时，利用能够促使用户点击更多的商品

并且滑动屏幕来探索更多。这个探索/利用的困境之后会被我们被转化为

multiple-play contextual bandit 问题。 

第二，我们获取的数据是不完美的。数据无法显示哪些商品没有被用户看到。

我们的数据是从淘宝的天天特价场景得到的（图一 b）。在该场景中，12 个商品

会被推荐给一个用户。但是由于有限的屏幕的空间，只有一个会被用户第一眼完

整的看见。剩下的商品是否被用户看到是无法从数据中得知的。这种现象我们称

之为伪曝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是估计这些商品被看到的概率并利用这概

率作为样本的权重。我们在第四章利用了点击率模型来估计这个概率。 

3.2  Formulation 

基于 context 信息推荐多个商品的问题可以被自然地解释为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 问题。一个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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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在一个离散的回合 t=1,2,3,...T。在每个回合 t，M会观测到当前的用户 u(t)

和一个包含了 m个 arm 候选集合 A(t)和一个集合 X(t) ，包括了每个商品的 a的

d 维的向量 x(t,a)。算法 M 会基于观测到的信息选择一个子集 S(t)包含 K 个商

品。之后会收到这些商品的奖励 r(t,a)。另外，商品的排序 L 也会被算法 M 观

测到。算法 M 之后会基于这些信息(R,x,L)更新选择策略。主要的符号在表一中

被展示。 

 

我们对推荐的集合定义了两种奖励方程： 

1.点击的和：我们用个商品的点击之和来测量推荐集合的吸引力，我们首先

定义奖励方程： 。 

2.推荐集合的点击：为了避免用户退出，我们希望推荐的商品集合 A(t)至

少有一个商品吸引用户并且被用户点击。从这个角度，推荐集合的奖励被设为 1，

如果至少一个商品被点击，也就是： 。 

在我们的推荐问题当中，我们将推荐集合中的商品视为 bandit问题中的 arm。

当一个被展现的商品被点击了，奖励 r 会被设为 1，否则是 0。利用这种设定，

奖励的期望就是商品的点击率（CTR）。因此，选择一个商品来最大化 CTR 就相

当于最大化期望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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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算法 

在本章，我们首先通过结合了 Independent Bandit Algorithm (IBA)和一

个线性奖励模型，提出了一种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算法。为了解

决伪曝光问题，我们在第 4.2 章中在线性奖励模型中估计了不同位置的曝光概

率，并将其作为样本的权重。为了进一步提高 CTR，在 4.3章中我们将相似度信

息和线性奖励模型相结合。 

4.1 Independent Bandit Algorithm with Linear Reward Model 

在提出算法之前，我们首先介绍  Independent Bandit Algorithm 

(IBA) 和 LinUCB 算法。IBA是一个 multiple-play bandit框架用来推荐一组

arms。IBA依次运行 K个独立的 Multi-Armed Bandit (MAB) 算法。推荐的集合

记录了 K个算法的选择。更高位置的 MAB选择出来的商品会从较低位置的商品候

选集合里面去除掉，用来确保同一个商品不会被重复选取。R(t,S_t)是一组奖励

向量。如果第 k个算法推荐商品被点击了，那奖励向量的第 k个元素为 1否则为

0。 

LinUCB 算法[16] 是由 Li et al.提出的。在 contextual bandit 中，算法

能够观测到商品的一些 context 信息并且选择一个最好的 arm 来获得最高的奖

励。为了利用 context 信息，LinUCB 算法提出了线性假设，假定 context 信息

和奖励呈线性关系。LinUCB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参数来通过更定的 context

预测奖励并选出一个最大化奖励的 arm。 

  

在 LinUCB 算法中，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被用来解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构建一个 m*d 维矩阵 X，这个矩阵的每一行里包含了推荐集

合 S(t)其中一个元素的 context。R(t)是推荐集合 S(t)的奖励。利用岭回归解

为： 

 

我们定义两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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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k个位置的在线更新的方程为： 

 

商品 a(t)的 upper confidence bound 为： 

 

其中 是岭回归的标准方差，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参数，决定了探

索概率。 

  

我们提出 IBALinUCB 算法来结合 IBA 和 LinUCB，具体的细节在算法一中

展现。第四行调用了第 k 个 LinUCB 算法来选择第 k 个商品。在第五行，选出来

的商品被添加到了推荐集合中，之后算法会得到这个推荐集合的奖励。第 12 行

和第 13 行初始化了参数，第十五行给出了计算了 upper confidence bound 的公

式。第 19和 20行定义了参数的更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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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BALinUCB with Sample Weight 

我们基于算法 1 提出了新的算法来解决伪曝光问题。之前的工作显示点击率

很严重的依赖于位置，位置靠前的商品比较容易被点击[6]。因此我们提出了样

本权重来来估计商品被用户看到的概率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线性模型。我们首先

介绍用来估计权重的点击率模型。 

Position-Based Model (PBM) [4] 假设点击率 r(a) 是由位置和商品吸引

力决定的，也就是 ，其中 w(l)是第 l位置的影响力， 是商品的吸

引力。 可以解释成用户看到的商品以后的点击率。为了解决伪曝光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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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 w(l)看做用户看到第 l 位置的商品的概率。我们将其作为样本的权重，并

提出了一个新的线性奖励模型： 。 

其中 theta是一个未知的向量参数。w(l)能够被看做一个常数，因为它可以

被提前学出来[15]。由于我们的目标是预测 r，我们将权重 w(l)和 x(a)相结合，

并给出新的参数更新公式： 

 

第 k个位置的标准差是： 

 

所以用来选择商品的 upper confidence bound 是： 

 

其中 alpha 是一个被给定的常数。由于参数 w(k)对每个位置来讲是一个常

数并且和商品不相关，我们可以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忽略它。我们使用和 LinUCB

相同的公式来减少计算： 

 

加入 sample weight 的 IBALinUCB算法被仔细的描述在了算法二。第一行重

新使用了算法一的 IBA 框架。第二行定义了在第 k 个位置选择最好的商品的方

程，第 11行展现了参数 A和 b的更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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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BAHybridUCB with similarity information and Sample Weight 

由于用户没有在推荐场景中搜索特定的商品，直觉上推荐多种种类的商品可

以提高 CTR。相似度信息很广泛的被用在推荐方面，比如说[19]。在 bandit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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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相似度信息被作为 Lipschitz条件，用来限制拥有相似的信息的商品会接

收到相似的奖励 [2,9,20]。但是这些算法在每回合只推荐一个商品并收到一个

奖励。在这一章我们利用了 cosine 相似度来实现多样化的推荐。我们采用了混

合线性模型来利用相似度信息： 

 

其中 z(a)是一个我们建立的相似度向量，beta 是一个对所有商品都相同的

未知的向量参数。 

我们现在先介绍建立相似度向量的方式。IBA框架依次运行 K个 MAB 算法对

应着 K个位置。在第 t个回合，对于第 k个位置，前 k-1个位置的被选择的商品

是已知的，我们把这些已经选出来的商品表示成一个集合 S(t,k-1)。之后我们

对于商品 计算相似度向量。对于每个 a，我们用相似度信息填满 z(a)。

具体的构建方式在算法三中被展现。第五行计算了 a 和 b 的相似度信息，其中

。 

在构建好之后，我们给出基于 HybridUCB[16]算法的修改后的更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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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四给出了加入了相似度信息和样本权重的 IBAHybridUCB 算法。第一行

中我们忽略了 IBA框架，因为在算法一中展示过。我们定义了两个函数来选择商

品和更新参数。第二行的函数是用来基于 upper confidence bound 选择商品。

第 14行是更新参数的方程。 

5、理论分析 

我们在这一章分析了我们算法的 regret。我们首先分析了 LinUCB+SW算法，

之后给出了 HybridUCB+SW 算法的 regret。我们首先根据第三章的奖励方程给出

在 T回合的 regret定义。奖励的和的 regre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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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t,*)是 t 回合的最佳推荐集合。集合的奖励的 regret为： 

 

对于 IBALinUCB+SW 算法，我们首先证明最优解选择了值最大的前 K 商品，

这一点对于 Regret(sum)是显然的，对于 Regret(set)，我们利用了排序不等式

来证明。之后。我们展现了在 IBA框架下，LinUCB+SW独立的达到了亚线性 regret。 

我们先重述 LinUCB 算法的 regret [3]： 

 

我们有： 

 

尽管第 k个位置的 LinUCB+SW会根据前 k-1个位置的决定，但是 LinUCB+SW

是一个随机算法并且线性模型是对每个 LinUCB+SW 都成立的。因此，每个

LinUCB+SW都可以取得定理 1中的 regret： 

 

证明： 

 

对于 Regret(set)的 bound，首先我们注意到： 



152 
 

 

下面的引理证明了第 k个算法选择了第 k 高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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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引理，我们得到如下定理： 

LinUCB+SW 算法的 regret 分析也可以适用于 HybridUCB+SW。尽管我们的算

法的理论分析和 LinUCB 算法相似，但是基于真实数据的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的算

法比 LinUCB 要好很多。 

6、实验结果 

在本章，我们描述了实验细节。首先我们定义了我们的评价标准。其次我们

介绍了从淘宝获取的真实数据集，描述了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细节。我们也分析了

伪曝光问题在数据中的存在情况。最后，我们利用三组实验来评价我们的算法。

不同算法的对比，探索参数的影响，以及推荐商品个数的影响在最后一章被测试。 

6.1评价标准 

和我们的奖励标准一致，我们提出两个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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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积的 CTR: 在每个回合，一个奖励向量会被算法接收到，我们用奖励

向量的 1范数作为标准： 。 

2.集合的 CTR：如果其中一个商品被点击，集合的 CTR 为 1，否则为 0，我

们用集合奖励的期望来定义第二个评价标准 。 

6.2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由淘宝提供的。我们利用了淘宝中推荐场景的一天的数据，

其中 12 个商品会从 900多个商品中被选择出来被展现给 180k个用户。这个场景

有两个特征，第一推荐的商品数量被固定在 12 个，移动客户端不会再推荐新的

商品。第二，用户只会看到第一个商品和第二个商品的一部分。在图一 b中，第

一个商品被红色的框标记。为了观察剩下的商品，用户需要滑动屏幕。 

我们的数据集有 180k 条数据，每个数据包含了一个用户 ID，12 个商品的

ID，每个商品的 context 向量和一个对应着 12 个商品的点击向量。Context 向

量是一个 56 维的向量包含了一些用户和商品的信息，比如商品的价格和销量，

用户的购买力。我们去除了没有点击的数据，因为我们无法得知用户真实的喜好，

如果他不惦记任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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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现伪曝光问题，图 2展现了最后一个点击的位置。圆圈外的数字是最

后一个点击的位置。只有 6.2%的记录中最后一个商品被点击了。如果我们假定

最后一个被点击的位置之后的商品会存在伪曝光问题，那么对于最后一个点击位

置是 1的记录，的商品会存在伪曝光问题，那么通过加权和大概 54%的样本被伪

曝光问题影响到。这个百分数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也有可能一些在最后一个

点击之后的商品被用户看到了。 

此外，我们利用了 denoising autoencoder [21]来给数据降维。这个 encoder

有 4 个隐藏层，神经元数量分别是 25,10,10,25 和一个 56 个神经元的输出层。

ReLU 作为隐藏层的激活方程。输入的向量 x 被一个随机向量扰动，输入为

0.95x+0.05*noise，其中 noise是一个 0到 1 中的随机向量。目标是最小化 MSE

的损失。我们采用第二个隐藏层的输出来作为新的 context。这个提炼的 context

被用在之后的所有实验中。 

Sample weight. 数据的权重主要是由页面的结构决定的。由于一个页面的

结构在长时间内都不会变，我们可以假定位置影响是一个常数[15]。我们利用 EM

算法来计算[4]。 

6.3 对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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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 5 个对比算法来展现我们算法的表现。第一个是一个不利用

context 的融合了 PBM 的 bandit 算法。接下来的两个算法是两个广泛使用的

contextual bandit 算法。第四个是淘宝使用的 Learning to Rank（LTR）算

法。最后一个算法是我们在第 4.1章引入的算法。 

1.PBM-UCB [15]：PBM-UCB 算法是结合了 PBM 模型和 UCB 算法。该算法的

upper confidence bound 被 用 来 选 择 最 好 的 商 品 ：

。 

2.LinUCB-k：该算法是 LinUCB 算法的直接拓展。在每个回合算法会选择前

K 个商品。在展示之后算法将会收到这些商品的奖励，并根据 LinUCB 算法更新

参数。 

3.RBA+LinUCB：Ranked Bandit Algorithm [18]在每个位置运行一个 bandit

算法。但是如果在第 k个位置的算法选择了一个已经被选择了的商品，这个位置

将会收到 0奖励，并且会被一个不重复的随机商品替代。 

4.LTR：Learning to Rank（LTR）是一个淘宝使用的深度学习算法，利用了

30 天的数据来进行训练。神经网络的输出是一个 56 维的向量，被用作商品

context的权重。由于我们的数据就是由该模型进行排序的，我们直接选择数据

中前 K个商品作为对比。 

5.IBALinUCB：我们在算法一中介绍了这个算法，他被用作对比算法，来展

现权重的影响。 

6.4结果 

我们进行了 3组实验设置了不同的 K和来展现我们算法的效果。第一组实验

我们展现了随着步数变化的曲线，当 K为 3和 6 时。之后，我们展现了变化所

产生的影响。最后一组实验展现了当推荐个数 K变化时各个算法的最终表现。我

们的 IBAhybrid+SW 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的最好。 

6.4.1 随着步数增加的表现 

图三展示了我们的算法在两种标准下的表现。子图 a和 c展现了标准下 K=3

和 6时的表现。另外两幅图展现了在标准下的表现。IBAhybridUCB+SW 算法达到

了最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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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K=3时，前两幅图中其他算法和 IBAhybridUCB+SW 的差距要比后两幅图中

大很多。当 K=6 时，尽管我们的算法也比 LTR 算法的表现高出 10%，但是

IBAhybridUCB+SW和 IBALinUCB的差距比较小。原因是次优的算法会达到和最好

的算法相似的效果，当 K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当推荐的策略是次优的，最好

的商品被排在了第 4 或者第 5，这件商品在 K=6 时也会被展示出来。这个次优的

策略会得到和最优策略相同的奖励。因此算法会倾向于学习一个次优解，而不是

最优解，当 K较大时，这个目标会比学习最优策略要容易很多。因此其他对比算

法会在 K较大时效果较好，但是我们的算法被 K的影响较少。 

6.4.2 随着 alpha 变化的表现 

第二组实验中，我们展现 alpha 在[0.01,0.6] 取值的表现。结果在图 4中

被展现。我们的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其他算法要好很多。在最高点

IBAhybridUCB+SW 算法会比 IBALinUCB+SW 算法表现更好。下面是我们的一些观

察。第一，当时，几乎所有算法表现的都很差，由于缺乏的探索。 



158 
 

 

第二，几乎所有算法在为 0.1和 0.3时表现较好。原因是随着的增长，来自

方差的扰动会加剧，算法会更倾向于探索，因此表现会下降。 

第三，IBAhybridUCB+SW 算法在较小时表现较好。这个表现和相似度信息的

使用有关。IBAhybridUCB+SW 算法会倾向于基于相似度信息来进行有效探索并学

习到最优的策略。因此算法可以更加高效的学习，即便探索系数很小。 

6.4.3 随着变化的表现 

我们利用算法推荐不同数目的商品并将结果展现在表 2当中。LTR 算法被当

做基准算法，带有百分号的数字是 CTR提升的比例。这个表格展现了所有算法的

和。一个更大的 CTR 代表了算法更好的利要交给了数据并学到了更好的推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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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由于候选集合中的商品数目是固定的，我们通过改变 K的值来展现算法在不

同的比例变化时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展现结果，我们利用柱状图（图 5）展现了结果。第一我们能够

观测到我们的算法会比 LTR 算法高出 10%，展现了在线推荐更适合动态的环境。

在对比算法中，IBALinUCB 算法表现的比其他算法好而 PBM-UCB 由于缺乏利用

context，表现的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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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效果显示我们的算法在 K=3时效果较好。IBAHybridUCB+SW算法在两种

标准下分别提高了 15.1%和 12.9%。而 IBALinUCB+SW分别提高了 12.1%和 10.8%。

这个结果和[16]中的结果相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展现了 contextual bandit 

algorithm当较小时表现较好。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当较大时，次优的策略也可

以得到与最优策略相似的结果。因此当较小的时候，算法的 CTR能够更准确地展

示了效果。更重要的是，这个优点在实际问题中很重要，因为在这些场景中从几

百件商品中选出十几件商品推荐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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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在这个文章中，我们专注于在大规模移动电商平台中解决伪曝光问题。第一，

我们将在线推荐问题描述为 contextual multiple-play bandit算法。第二，为

了解决伪曝光问题，我们利用了 PBM模型，来估计用户看到商品的概率，并提出

了一个样本权重的方法来利用这个概率。第三，相似度信息被加入到我们的线性

奖励模型中来推荐多种商品并提高 CTR。第四，我们针对两种标准提供了亚线性

的 regret 理论分析。最后，我们利用淘宝的真实数据进行了 3 组实验来估计我

们的算法。结果显示我们的算法相对于一个监督学习算法和其他 bandit 算法来

讲，能够显著的提高 CTR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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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PR 阿里优秀论文：针对场景分割两大问题提出语境对比特征

和门控多尺度融合 

作者：HenghuiDing[1],Xudong Jiang[1],Bing Shuai[1],Ai Qun 

Liu[1]Gang Wang[2]. 

[1]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Engineer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2]Alibaba AI Labs, Hangzhou, China 

 

小叽导读：IEEE CVPR-18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阿里巴巴有 18 篇优秀论文被收录，本篇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讨论了场

景分割问题，场景分割需要进行像素级别的分类，上下文语境和多尺度特征融合

对实现更好的场景分割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上下文语境和局部信息对比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利用

了信息丰富的上下文语境，而且通过与语境的对比来聚焦更具辨识度的局部信息。

这种特征提高了网络的解析性能，尤其提高了对不明显物体和背景填充部分的分

割效果。同时，本文提出了一种门控融合机制，不同于以往的多尺度特征融合，

门控融合可以根据输入图像的特征表象来为不同位置的分类选择性地融合多尺

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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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控的值由本文提出的网络产生，会随输入图像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门口融

合机制可以控制不同尺度特征的信息流动，使网络对不同尺度的物体有更强的适

应力。本文提出的模型在 Pascal Context, SUN-RGBD和 COCO Stuff 三个场景

分割数据集上验证了性能，取得了目前最高的场景分割性能。 

本文致力于场景分割中有两大问题：场景图片中像素形式的多样化（例如，

显著或者不显著，前景或者背景），场景图片中物体大小的多样性。并针对这两

个问题分别提出了语境对比局部特征和门控多尺度融合。 

1、语境对比局部特征 

图一 

场景图片中物体形式具有多样化，如显著或者不显著，前景或者背景。图像

分类问题一般仅关注于图像中最显著的物体，而场景分割需要对所有像素进行分

类，所以在进行场景分割时应该对不同存在形式的物体都给予关注，尤其是不显

著的物体和背景。 

上下文语境信息对于实现良好的场景分割至关重要。然而语境信息容易被场

景图片中的显著物体的特征所主导，导致场景中其他的不显著物体和背景的特征

被弱化甚至忽略。如图一所示，像素 A属于不显著物体。像素 A的局部特征（Local）

包含了像素 A的主要信息，但是缺乏足够的全局信息（如路），不能实现稳定的

分割。但是收集语境信息（Context），就会带来旁边显著物体（人）的特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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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导致像素 A的语境特征被人的特征信息所主导，像素 A自身的特征信息被弱

化甚至忽略。 

为此，本文提出了语境对比局部特征，同时收集像素 A的局部特征和全局语

境特征（如图二所示），然后将两者进行对比融合，一方面可以保护并突出局部

特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信息丰富的语境特征。语境对比的局部特征，包含了

富含信息的全局特征以及对像素 A至关重要的局部特征，并且使得像素 A的特征

不会被其他显著物体特征所主导。语境对比局部特征的效果如图一中最后一幅图

片所示。同时，在最终模型 CCL中，多个 context-local被连接起来以获得多层

次的语境对比局部特征，如图二所示。 

 

图二 

  

2、门控多尺度融合 

场景分割的数据集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大小的物体，不同大小的物体所需的

感受野和特征尺度不同，用单一尺度的特征对所有像素进行分类是不合理的，因

此需要进行多尺度特征融合。本文采用了 FCN 网络中的 skip结构来获取 DCNN不

同特征层的特征信息，但 FCN 中对 skip 的结果简单相加融合，并没有考虑不同

skip 结果的差异性。不同于 FCN 的是，本文提出了一种门控机制来进行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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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选择性融合。门控多尺度融合根据特征尺度、语境等信息来动态决定图像

中每个像素最适合的感受野，对 skip 的分割结果进行选择性融合。门控的值由

本文提出的网络产生（如图三所示），网络根据输入图像的特征表象生成相应的

门控值，由这些门控的值来决定不同层的 skip 以多大比例进行融合，控制网络

信息流动，产生最终的预测。 

通过门控多尺度融合，网络可以为每个像素选择一个合理的组合方案，将合

适的特征增强并将不合适的特征进行抑制。在门控多尺度融合中，可以添加更多

的 skip 来提取更丰富的多尺度特征信息，同时不用担心 skip 中有不好的结果。

这种门口融合机制可以控制不同尺度特征的信息流动，使网络对不同尺度的物体

有更强的适应力。 

 

图三 

3、实验 

场景分割效果对比如图四所示，本文提出的方法对不显著物体和背景的分割

效果有明显提升，同时对多尺度物体有很强的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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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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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测视频异常事件？阿里工程师提出全新检测模型 

主要作者：赵一儒、邓兵、申晨、刘垚、卢宏涛、华先胜 

 

小叽导读：本篇论文收录于 ACM MM 2017，论文中我们为城市大脑提供监

控交通异常的方法。受动作识别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启发，设计了一种时空

自编码进行视频异常检测，同时提出一种权重递减的预测误差计算方法。经真

实的交通场景评测，该算法在重要指标上已经超过了此前的最好方法。 

0、摘要 

真实世界视频场景中的异常事件检测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因为“异常”本

身很复杂而且场景中还存在杂乱的背景、物体和运动。大多数已有的方法都是在

局部空间区域中使用人工设计的特征来识别异常。 

在本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称为时空自编码器（Spatio-Temporal 

AutoEncoder，简称 ST AutoEncoder 或 STAE）的全新模型，使用深度神经网络

来自动学习视频表征以及通过执行三维卷积来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提取特征。 

在经典的自编码器中所使用的重建损失之外，我们为未来帧的生成引入了一

种权重递减型预测损失，这能够增强视频中的运动特征学习。因为大多数异常检

测数据集都局限于外观异常或不自然的运动异常，所以我们收集了一个新的高难

度数据集，该数据集是由真实世界的交通监控视频构成的。我们在公开数据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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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交通数据集上进行了多项实验，结果表明我们提出的方法的表现显著优于

之前最佳的方法。 

1、 引言 

自动检测视频流中的异常事件是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面临的一大基本难题，并

且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关注。 

不同于动作识别和事件检测等监督式视频分析问题，视频异常检测主要面临

着两大难题：一是正例样本和负例样本之间的数据不平衡（即作为正例样本的异

常事件的数量远远少于常规事件）；二是正例样本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异常

事件可能包含很多不同的情况，但一般而言可用的训练数据却很有限）。 

由于正例样本的稀疏性，经典的监督式事件检测和识别算法无法应用于这个

任务。这个问题的通常解决方式是使用无监督方法训练一个表征正常视频序列中

的模型，然后将异常值（模型的外点）看作是异常事件。 

鉴于训练数据通常只包含普通视频，所以学习常规活动的特征表征是一个无

监督学习问题。之前的一部分异常检测研究侧重于建模局部 2D 图像图块或 3D 

视频立方体的时空事件模式，这个过程中会用到从低层面外观和运动中提取的人

工设计的特征，比如方向梯度直方图（HOG）、光流直方图（HOF）、3D 时空梯

度等。但是，由于人工设计的特征的表征能力有限，这一类之前的方法并不适合

用来分析复杂的视频监控场景。 

深度学习方法已经展现出了在特征学习方面的优势，而且研究已经证明其可

以非常有效地解决鉴别式视觉任务。基于自编码器网络的无监督深度学习方法也

已被提出用作解决视频异常检测问题的又一类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只依赖于全

连接的自编码器或 2D 卷积自编码器，而没有利用来自时间维度的特征，因此无

法获取异常事件的时间线索，而这对于识别视频事件异常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受 3D 卷积网络在视频分析中的优越表现的启发，我们提出了用于视频异

常检测的时空（ST）自编码器：通过在编码器中应用 3D 卷积和在解码器中应用 

3D 反卷积，能够增强模型从时间维度中提取运动模式的能力。 

除了经典的自编码器所使用的重建损失，我们还引入了一种权重递减型预测

损失来预测未来帧，这可以引导模型获取运动目标的轨迹以及增强编码器以更好

地提取时间特征。经过在正常视频数据上的训练之后，该自编码器应该能够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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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误差重建出常规视频片段，而在重建非常规视频片段时则会出现高误差。然后

模型再根据这个误差计算视频序列中每一帧的规律性分数（regularity score），

然后再将其用于确定异常事件，如图 1 所示。 

 

图 1：来自 CUHK Avenue 数据集的一段视频序列的规律性分数。红色区域

表示基本真值异常帧。规律性分数会在异常事件发生时下降。 

大多数真实世界情形中的异常事件都非常复杂，而大多数当前的异常检测数

据集都只包含外观异常或人为制造的运动异常。为了评估我们提出的方法的实用

性，我们收集了一个新的高难度数据集，其由真实世界交通监控视频构成。实验

表明我们的模型可以应用于这一复杂应用。 

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总结如下： 

 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时空自编码器深度网络，可以通过执行 3D 卷积

同时根据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来建模常规视频数据。据我们所知，这是首个基于 

3D 卷积的视频异常检测模型。 

 我们在模型训练中引入了一个权重递减型预测损失，这能提升检测异常事

件的表现。 

 我们收集了一个新的由真实世界交通监控视频构成的异常检测数据集，并

且表明我们的方法的表现在公共基准和我们的 Traffic 数据集上都优于之前最

佳的方法。 

2、我们的方法 

为了具体描述，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 3D 卷积，然后再详细讨论我们提出

的模型。 



173 
 

2.1  3D 卷积 

典型的 2D 卷积网络是在 2D 特征图上应用卷积来提取空间维度的特征。

2D 卷积网络在图像识别方面表现优越，但它们却无法获取用于视频分析问题的

连续帧中所编码的时间信息。Ji 等人[1] 提出执行 3D 卷积来同时计算来自时

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特征，具体做法是将一个 3D 核卷积到通过连接时间维度

中的多个连续帧而形成的立方体上。 

2.2  3D 卷积自编码器 

输入数据。在大多数用于图像识别的典型 CNN 中，输入数据都是具有 3 个

通道（比如 R、G、B 颜色通道）的单张图像。而在异常检测网络中，输入数据

是一段包含多帧的视频片段。Hasan等人 [2] 通过使用滑动窗口（滑动窗口的

长度为 T）的时间立方体来构建输入。但其中的时间特征很少得到保留。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以超立方体的形式构建输入——通过在第 4 维（通常被称为

时间维）上堆叠 T 帧，然后再在其上执行 3D 卷积。 

数据增强。通过在从视频序列中采样的片段上应用多种变换（随机裁剪、亮

度变化和高斯模糊），我们可以生成更多输入超立方体。在我们的方法中，我们

使用恒定步幅来采样帧，这样目标的运动速度保持不变。 

网络架构。图 3 给出了我们提出的时空自编码器网络示意图。 

 

图 3：网络的架构。在编码器之后有两个分支的解码器，分别用于重建过去

的帧和预测未来的帧。 

2.3 权重递减型预测损失 

之前已有研究证明预测网络有助于学习视频表征，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我们

在解码器部分设计了一个预测分支来预测输入视频片段之后的未来 T 帧。具体

来说，重建分支和预测分支具有相同的隐藏特征层，但执行的是不同的任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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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重建过去的序列和预测未来的序列。其中预测任务可以引导模型获取运动

目标的轨迹以及让编码器更好地提取时间特征。 

在大多数视频异常检测场景中，视点是固定的，各种目标进进出出。新目标

的出现难以预测，从而会影响预测网络在训练阶段的收敛性。我们应用了预测损

失来增强模型的能力，以提取已有目标的运动特征和预测它们在未来近期的运动，

而不会预测相对遥远的未来的新目标的出现。新目标出现的概率会随时间推移逐

渐增大，因此我们在预测得到的视频片段的每一帧上施加了一个递减的权重。 

2.4 规律性分数 

由常规事件组成的视频序列有更高的规律性分数，因为它们接近于特征空间

中的正常训练数据。相反，异常序列的规律性分数更低，因此可以被用于定位异

常事件。 

3、实验 

3.1 数据集 

我们在三个数据集上评估了我们提出的时空自编码器，其中包含 UCSD 

Pedestrian 和 CUHK Avenue 这两个已有的数据集，另外还有新收集的 Traffic 

数据集。 

  

 

表 1：异常检测数据集比较。Nor 表示正常帧，Abn 表示异常帧。 

3.2 异常的可视化 

当我们训练完模型之后，规律性分数可以根据重建误差计算得出。由正常事

件组成的视频序列有更低的误差，而异常序列有更高的误差。重建误差是根据每

一帧中的每个像素计算得出的，这让我们可以将误差分解到每一帧以及定位图片

中的异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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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给出了 5 组来自不同数据集的示例。 

 

图 4：异常的可视化。左列：来自不规则视频片段的帧。中列：我们的模型

的重建输出。右列：重建误差图。橙色矩形突出强调了误差图中的异常区域。在

前三个场景中都只有单个目标存在异常，后两个场景则与多个目标有关。 

3.3 异常事件检测 

基于重建误差可以计算得到规律性分数，而规律性分数又可被进一步用于检

测异常事件。如图 5 所示，视频片段的规律性分数会在异常发生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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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来自三个数据集的四段测试视频片段的规律性分数曲线。红色区域表

示基本真值异常帧。结果表明规律性分数会在异常发生时下降。每个场景都给出

了几帧采样，用以展示常规/非常规事件。 

表 2 给出了我们的方法与几种当前最佳方法在 UCSD Pedestrian 和 CUHK 

Avenue 数据集上的表现比较。 

 

表 2：在 UCSD Pedestrian 和 CUHK Avenue 数据集上的比较 

结果还表明我们的时空自编码器模型可用于不同类型的输入数据。 

我们还在新收集的 Traffic 数据集上进行了同样的评估。我们将 ConvAE[2] 

设为当前最佳方法，因为它有一定的揭示时间特征的能力。表 3 给出了 5 种场

景的结果，另外也报告了平均结果。所有被测模型的输入都是灰度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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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在 Traffic 数据集上的比较 

3.4 预测未来帧 

如前所述，我们在时空自编码器网络中设计了一个预测分支，以通过跟踪视

频序列中运动目标的轨迹来增强视频表征学习的能力。 

图 6 给出了两个示例。我们的 STAE 模型可以重建输入的规则视频片段，

也能预测未来帧。运动中的车辆（用绿框标出）的轨迹在未来帧中被很好地预测

了出来。我们还给出了有新车辆（用红框标出）进入该场景的示例，这表明我们

的模型无法预测新出现的目标。 

 

图 6：在 Traffic 数据集上的两组帧预测示例。每一组的上一行都是基本

真值视频序列，下一行则是我们的网络重建和预测的输出。左侧部分是从 T 个

输入帧中采样的，右侧部分是从未来片段中采样的。运动汽车用绿框标出，新进

入场景的汽车用红框标出。 

4、结论 

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研究其它网络架构，融合多模态输入数据（比如 RGB 

帧和光流），在实例层面而非像素层面评估规律性分数，以及将我们的框架应用

于更复杂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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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实时视频通话技术和实践 

作者：樟松 

 

小叽导读：从电影、电视到电脑、手机，人们获取视频信息的方式越来越

方便、快捷。时下较热门的视频通话、互动直播时长占据了当下年轻人很大一

部分的生活时间，可见实时视频技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今天，蚂蚁金服高级

技术专家樟松将为我们揭秘“蚂蚁实时视频通话系统”的技术架构及特点，讲

述实时视频通话的底层技术以及其运用。 

1、引子 

直播作为一种品牌推广、业务拓展的便捷运营工具，最近几年得到爆发式发

展，直播技术也相应地得到快速升级，从单纯的广播式向实时互动式演进，即连

麦互动直播。 

ARTVCS：蚂蚁实时视频通话系统，从 P2P 的双人视频通话开始向多人视频通

话和连麦直播方向融合、演进。 

2、技术选型 

场景和核心需求基本明确，该选择什么技术路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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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回顾连麦互动直播场景，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可能多位）嘉宾连线

主播，进入聊天室，与主播进行视频通话，其他粉丝观看主播和嘉宾实时互动的

视频画面。  

显然，从技术层面来看，连麦互动直播就是对多人实时视频会议进行现场直

播，可清晰地分为两个部分：视频会议系统和直播系统。两部分都要求音频和视

频的质量要高，但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连麦对接入的快捷性、视频通话的低时延

比较敏感；直播要求接入容量大、可扩展。  

另外，作为影响范围大的传播工具，对连麦直播的内容进行安全监控也必不

可少。 

连麦直播的典型场景是主播邀请其它主播，或者粉丝主动加入，一起互动。

也就是说，除了主播外，其它参与者具有动态不确定性，互动多方的网络线路质

量就参差不齐，有准备的主播的网络质量一般还能保证，但其它参与者的接入网

络就难控制了。 

为此，弱网下高效地使用带宽，确保视频质量尤其重要。众所周知，提供传

输能力的协议有 TCP 和 UDP，那么该如何选择？ 

在弱网环境下，TCP协议栈的超时重传算法基于丢包，在路由器丢包发生后

才触发，同时拥塞避免机制将急剧降低吞吐量，传统的 TCP甚至达到 50%，然后

再线性试探性提升发包速度，直到又出现丢包，总体耗时较长。在遇到网络抖动、

瓶颈时，会呈现锯齿状的流量走势，这直接影响连麦互动的实时性和视频质量。

而 UDP没有拥塞控制，这给我们很大的定制优化的发挥空间。所以，对于连麦互

动的场景，使用基于 UDP的 RTP/RTCP来传输和控制音视频流比较合适。 

WebRTC 是基于 UDP 视频通话的开源框架，在行业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应

用，提供了音视频采集、编解码、前后处理、网络传输、渲染播放的整体框架，

最重要的是它遵循 BSD-style license。显然，WebRTC具备作为连麦互动的基本

特性，而且在 P2P 音视频远程开户项目中，我们积累了许多 WebRTC 的经验，项

目组最终决定采用 WebRTC 来构建连麦互动（视频会议），但将一个粗放型的框

架打造成一个工业级别的技术平台，中间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3、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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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的通信架构有两种方式：P2P网状直连和 P2SP，P2SP也分为在 P端

混音和在 S端混音，而对于多路视频流，S端也分为简单中转多路流和先拼接合

并后再转发一路流。 

直播推流方式也分为在 P端（主播端）推流和在 S端推流。 

对于连麦互动直播而言，是视频会议和推流的组合，以上几种方式可以衍生

出十几种架构，它们均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我们要做的

是，架构要灵活支撑这种组合，以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用户规模、功能特性）和

业务各发展阶段的资源规划。比如，有的业务属于创新项目，启动初期希望多使

用手机端的资源，以节省成本，待业务达到规模时，再向服务端资源倾斜，同时

支撑更多的连麦人数。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一种较典型的架构：采用 P2SP构建视频会议(连麦互动)；

再在服务端（S端）通过 RTMP协议推流到直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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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麦互动直播系统由视频会议系统、直播系统、运营支撑平台组成。 

视频会议系统由手机端或 web端 SDK、房间信令服务、穿透辅助服务、媒体

流中继服务、视频会议控制服务组成。其中视频会议控制服务是多路音频率、视

频流的处理中枢。基本模块包括音视频流的传输控制、编解码、ICE、会话管理、

音视频处理，增强模块包括录像，可插拔旁路模块用于在云端接入直播系统。 

直播系统一般由直播房间管理、（直播推流服务）中心节点、拉流边缘节点

组成。 

质量监控系统主要提供服务节点健康状况监控、媒体参数控制、在线音视频

质量评估、业务数据统计等能力。 

4、架构特点 

信令逻辑和信令传输通道松耦合，信令通道可以是 websocket、rpc、各业务

自有消息通道等。这样，我们重点关注信令本身的协议设计和端到端信令传输可

靠性保障，方便与各个业务的自有账号系统、消息系统进行集成。 

模块化设计，一个技术平台灵活支撑多种实时视频通话场景和直播场景，包

括一对一视频通话、多对多视频会议、连麦直播。 

5、关键技术和优化 

WebRTC 虽然提供了一个视频通话的基本框架，但要在国内网络环境下很好

地支撑一个业务场景，仍然有许多待适配、定制、完善和增强的工作要做，下面

列出我们在工程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中的几个，仅仅是冰山一角。 

手机端 SDK瘦身 

下载 WebRTC整体工程，包括基础源码、依赖库源码、编译工具，ios 平台版

的源码总共达到 5g，android 由于依赖 ndk，就更大了。编译成静态库，经过

strip处理后 arm64 平台的静态库达到 20m，这是 link成可执行的 app 之前的大

小，实际 link 后净增量没这么多，但仍然显著的增加了 TEXT 段大小，遂改为

framework动态库方式，为何要尝试动态库集成方式呢？主要原因是： 

1.动态库不增加主二进制 TEXT段大小，避免了超过 60m的苹果审核风险。 



183 
 

2.视频通话功能一般不是启动时必须的组件，动态库可按需延后载入，不需

要在启动时载入，避免拖累钱包的启动速度。 

由于动态库要确保被正确调用，需要保留对外开放函数的符号信息。而且不

能像静态库那样可以在 link 时，被主程序按需抽取被引用到的函数，实际上动

态库可能包含有主程序非需要的对象或函数，理论上比静态库净增量还大，编译

后果然达到 5.1M，虽然未增加主程序 TEXT 段大小，但增加了整体 app 包大小，

这会影响下载和升级 app 的速度。分析 WebRTC 哪些模块可以裁减，哪些模块可

以替换，哪些模块可以复用主包里面的模块（就是动态库反向使用主 app 进程里

的符号）。经过庖丁解牛，自研替换，定制优化，在不断增加新功能新特性的同

时，力求让包大小进一步减少。 

信令高可靠 

WebRTC 没有对信令进行规范化，也未考虑高可靠性，其设计和实现要我们

自己根据业务场景灵活定制。信令作为视频通话的指令，信令的传输可靠性直接

影响连麦的成功率和速度，要打造成工业强度的技术平台，须持续完善它。 

端到端信令传输时，以下几种情况均曾碰到： 

1.消息超时：终端 a发指令到终端 b，端 b在较长时间后才收到。 

2.消息丢失：终端 a发指令到终端 b，端 b未收到。 

3.消息乱序，终端 a 发送了 s1、s2、s3 的信令序列，手机端 b 收到的序列

变成了 s1、s3、s2 

4.消息重复：终端 a发指令到终端 b，端 a超时重发指令，或中间节点超时

重传，b 端最终收到两条相同内容的指令。 

这里的端到端，是指传递消息的两个 endpoint，比如 ios手机用户、android

手机用户、web用户、视频会议控制服务节点均是端。任何两个端之间可能要经

过一个或多个中间节点，比如 room 服务节点、消息推送服务节点。端到端的信

令可靠性，就是指信令从一个端能可靠的、尽快的传递到另外一端，另外一端能

正确的处理信令。 

为了解决以上列出的 4种情况，我们采用了三层传输可靠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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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即端-端层，负责端到端信令传输可靠性，各个端具备三项基础能力： 

1、超时重发。缓存已经发送的信令，当超时时间之前仍然未收到信令确认，

就重新发送此信令。为了简化信令交互，信令确认尽量采用信令之间的先后关系

来间接确认，缺省情况下才使用对信令的直接确认响应。比如，端 a向端 b发送

offer 指令，端 b 应该向端 a 响应 answer 指令，answer 指令就可以看作是端 b

对端 a 的信令确认，那么端 a 如何确认这个来自端 b 的 answer 指令呢？由于其

它指令（candidate）与 answer 没有强后序依赖关系，就只能采用缺省的方法：

直接确认响应，即端 a向端 b发送一个 ack answer消息，表示已经收到了 answer。

比较关键的，超时时间如何确定？为避免不必要的信令重发或用户长时间等待，

这里采用动态超时时间。为避免引发雪崩效应，重发次数一般限定为 3 次。 

2、过滤重复和幂等操作。端缓存已经收到的信令，当收到信令时，首先检

查缓存区里面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就直接丢弃。否则，可能导致状态参数重新

复位，甚至程序 crash。那么，如何界定重复？端发送任何一个新信令时，均相

应产生一个唯一的 signaling-message-id 与之绑定，重发信令时，信令消息里

的 signaling-message-id 保持不变。幂等操作也是对抗重播的一种方法，比较

适于分布式前置无状态节点架构，在数据库层确保操作是幂等的。由于端内部有

复杂的状态机，且是集中式的，数据的生命周期较短，适合使用基于缓存的过滤

方法来排重。 

3、乱序纠正。视频通话的各个信令之间有的是先后依赖关系，有的是并行

关系，用信令关系图来描述信令的约束关系。信令关系与代码逻辑松耦合，增强

可扩展性。程序启动时初始化信令关系图，端收到信令时，首先查询信令关系图，

是否满足约束条件，如果违背，表明出现了乱序，暂时缓存在信令关系图里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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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缓冲队列里面。如果满足约束条件，就看看前序节点是否有缓冲的信令，如

果存在，就执行缓冲信令，标记缓冲信令为已执行状态，然后再执行此指令，执

行完毕后同样标记此信令为已执行状态。 

中层即节点-节点层，负责相邻节点间请求可靠性。 

这个层面就是我们常使用的一问一答方式，发生在任何两个相邻节点之间，

比如手机端与房间服务节点、房间服务节点与手机端、房间服务节点与视频会议

控制服务节点之间。一旦相邻节点间建立 tcp 连接，不管是 rpc 还是 push，或

者 wss，一方发出请求或消息推送，另外一方就要响应，这个响应一般隐含对请

求或消息推送的确认。这样做的好处了，至少确保了这两个节点之间的请求或消

息推送是尽可能可靠的，即使失败了，也能立即反馈错误，在端对端这个层面（即

前面描述的上层）能更及时地发现中间节点出现的异常，如果没有这层可靠性保

证，例如 push 消息时，消息丢失了却未发现，虽然端到端指令传输层的可靠性

机制也能发现指令传输异常，但这个时间一般要更长。可见，相邻节点间请求可

靠性是端到端指令传输层的可靠性的补充和增强，有利于早发现异常，也利于避

免不必要的指令级的重传。 

低层即通道层，负责通道里链路连接可靠性，其容错处理分三种情况，一种

是 socket 遇到链路异常，主动抛出异常事件，通道层捕获该类事件，然后进行

重新连接；一种是收发数据包时 socket返回错误，比如 EPIPE、ECONNRESET；一

种是 socket 未抛出异常事件，发包也正常，但对方节点未收到包，连接处于僵

死状态，一般发生在中间设备（ NAT服务器）出现了异常，这种情况，需要采用

心跳机制来主动探测。对于以上三种情况，通道层都要重新建立连接，以尝试恢

复链路，力求对上层提供一个透明的链路可靠的通道。 

负载均衡和网络加速 

WebRTC 设计的初衷是通过 NAT 穿透技术，让通信的双方直接传输音视频流

或数据流，技术栈主要驻留在终端里，服务端的能力非常薄弱。但事实上，连麦

的用户可能属于不同的网络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不同的网络运营商的

用户彼此直连时，网络质量会受到网络运营商间网关瓶颈影响，为了加速各个用

户之间的音视频数据传输，另外，还有安全监管要求录像存档，均需要通过中继

服务集群进行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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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服务集群可以看作一个软件定义的网络，通过路由策略配置、负载均衡

策略、内外网权限配置、专线代理配置，中继服务负载均衡模块根据网络类型、

距离，为端选择一个接入速度最优的中继服务节点，音视频数据进入中继服务节

点后，中继服务再根据实时连通性和测速数据，找到一条最优的链路，采用

forwarding address 技术，转送到下一单元（另外一个中继服务节点或视频会

议控制服务节点）。 

在一个视频开户项目中，我们采用中继服务集群实现了坐席和支付宝用户就

近接入中继服务节点，如果中继服务节点是不同的节点，彼此之间通过内网中转

音视频流。明显提升了视频见证的成功率和画面质量。 

改进的拥塞控制算法 

拥塞控制可定制是使用 UDP 的根本原因，WebRTC 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带宽估

计算法和码率控制算法，比如基于延迟的带宽评估（delay-based estimate），

和基于丢包率的带宽评估（lossrate-based estimate），特别是基于延迟的带

宽评估算法比较合适音视频流传输，此算法通过分析数据包之间的延时来预测拥

塞情况，尝试在拥塞严重到了路由器开始丢弃数据包之前就检测出来，可以在丢

包发生前就能评估当前可用的带宽，这比 TCP 基于实际丢包发生后，再紧急降速

再逐步试探性恢复的机制作用下的网速更平滑。 

用网络损伤仪模拟各种网络环境，发现在正常网络环境下总体运行的很好，

但在弱网环境下欠佳，主要有： 

1.带宽评估有时不准确。 

2.网络恢复后，带宽评估值提速缓慢。 

分析源码发现，当弱网状态下，为降低 RTCP 包对带宽的消耗，会降低 SR包

和 RR包的发送频率，发送端基于 SR和 RR计算的丢包率 lossRate更新频率就缓

慢，远低于拥塞控制模块的评估发送端码率的频率，按照基于丢包率的码率评估

算法，在 lossRate 更新之前，会持续按一定比例递减，很快降低到最小发送码

率，缺省的最小发送码率却只有 10kbps，而当网络正常后，delay-based BWE 算

法无论是加法模式还是乘法模式的增长因子均较保守，lossRate 的增长速度也

较慢，导致码率评估值贴近实际带宽需要 40 秒左右。经过优化算法和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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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恢复时间大幅降低。在新版本里，使用了 TrendlineFilter算法，能够比

KalmanFilter算法更快速更准确估计出实时网络带宽。 

码率自适应策略 

网络波动不可避免，当进入弱网状态时，确保画面清晰度，还是流畅度，不

同业务场景有不同的诉求，WebRTC 采用的策略是在清晰度和流畅度之间平衡，

在弱网下虽然较流畅，但块效应严重，画面非常模糊。原因是编码模块，根据编

码跳帧统计、编码耗时相对视频捕捉耗时比例、码率实际输出与目标码率的偏离

度等指标，对输入视频进行了流量控制 ，逐步降低分辨率直到最低级别

192x144,，而帧率虽也有所降低，但幅度不大，仍然维持 20fps左右。既然在带

宽有限的情况下，画质和流畅度不可兼得，必须有所取舍，根据业务场景要求，

我们对 WebRTC部分模块进行了修改，实现了画质优先策略和接口。 

对于画质优先自适应策略，主要流程是这样的：码率评估模块实时评估到网

络变化时，如果是网速降低了，立即将评估的目标带宽码率反馈给码率分配模块，

预留应分配给冗余保护的带宽，剩下的就是编码器的目标码率，并反馈给视频编

码器，而将目标带宽码率反馈 RTP平滑发送模块，为了从管线的源头就自适应带

宽，我们也将目标带宽码率反馈至视频采集模块，视频采集模块根据实时目标带

宽码率动态调整帧率，将 VideoFrame输出给编码器, 编码器再根据目标编码码

率微调帧率，极端情况下，输出的帧率只有 1fps，甚至几秒 1帧，把宝贵的带宽

让给音频流。但确保分辨率不要降到底挡，保证画质清晰，经过图像实验室专项

测试，可以看到即使在弱网环境下清晰度指标 SRF可稳定在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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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来展望 

音视频质量提升：支持 H265编码，OPUS FEC 增强，对实时视频进行超分辨

率处理。 

跨界融合：与 AR/VR/AI/IoT 技术融合，创造更好玩的应用场景。 

网络传输 QoS：网络波动模型识别，建立网络波动模型，评估到网络带宽变

化时，按照波动数学模型进行更精准地加速或降速。 

7、场景落地 

ARTVCS：蚂蚁实时视频通话系统，作为一个融合了 P2P视频通话、多人视频

会议、连麦互动的实时通信开放技术平台，面向的业务场景非常广泛。 

首先在闲鱼 app 里得到应用，在闲鱼上，卖家在进行二手物品转让时，买家

通过实时视频通话了解二手物品的实物外观、功能、成色，进行远程识货，避免

货不对板。视频通话技术还应用到闲鱼 app里的英语在线陪练场景，付费后，学

生可以与英语老师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对话，练习英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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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VCS 上线后，得益于平台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多个业务场景已经在快

捷地接入中。 

未来，还有较多其它潜在的应用场景： 

 金融行业里的远程业务办理 

 证券行业里的远程开户、面签 

 保险行业里的事故车辆远程视频勘查和理赔 

 物联网领域里远程视频实时操控 

 游戏场景里玩家组队实时对讲 

 企业里的视频会议 

 教育培训领域里的直播、连麦 

 医疗领域里的远程诊断 

 电商领域里的连麦互动直播 

 智慧家居行业里的远程监控 

 自动驾驶物流车里的平行驾驶 

 游乐行业里的在线娃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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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结尾压轴 

如果你对最前沿的实时多媒体通信技术充满热情，希望一起来开发牛逼的

P2P 视 频 通 话 引 擎 和 牛 逼 的 服 务 端 视 频 会 议 控 制 引 擎 ， 请 联 系

wanguo.zwg@antfin.com。 

未来，我们打算将此视频通话能力以支付宝小程序接口方式输出，欢迎生态

小伙伴们接入，助力实时视频通话类场景的快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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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MM 论文 | 用于行人重识别的多层相似度感知 CNN 网络 

作者：申晨、金仲明、赵一儒、付志航、蒋荣欣、陈耀武、华先胜 

 

小叽导读：行人重识别是指给定一个摄像头下某个行人的图片，在其他摄

像头对应的图片中准确地找到同一个人。行人重识别技术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

实际应用价值，近来广泛应用到交通、安防等领域，对于创建平安城市、智慧

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能有人会说“人脸技术”的应用已经很成熟了，然而

在复杂的实际场景中，由于低分辨率、遮挡、不同角度等各种原因，“人脸”

很难看清。因此，利用人的全身信息来做检索就变得非常有必要。本篇论文收

录于 ACM MM 2017（多媒体领域世界顶级会议），提出了全新的基于 CNN 的行

人重识别方法，接下来，我们一起进行深入思考。 

0、摘要 

行人重识别（person re-ID）的目的是识别多个摄像头视角中的相关行人，

这项任务在计算机视觉社区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在本论文中提出

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多级相似度感知的全新深度孪生架构。根据

不同特征图的不同特性，我们有效地在训练阶段将不同的相似度约束应用到了低

层级和高层级特征图上。因此，我们的网络可以有效地学习不同层级的有判别性

的（discriminative）特征表征，这能显著提升 re-ID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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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的框架还有另外两个优势。第一，可以轻松地将分类约束整合到

该框架中，从而形成一个带有相似度约束的统一的多任务网络。第二，因为相似

度的信息已经通过反向传播被编码在了该网络的学习参数中，所以在测试时并不

必需成对的输入。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取每张图库图像的特征并以一种离线的

方式来构建索引，这对大规模真实世界应用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在多个有挑战性

的基准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相比于当前最佳方法表现出色。 

1、引言 

行人重识别（person re-ID）的目的是匹配一个行人在多个无交集的摄像头

视角中的图像，这项任务凭借其研究和应用价值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关注。但是，

行人重识别仍然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不同身份实体之间的外观可

能差异不大（见图 1(a)），而同一身份实体在不同光照、视角和部分遮挡（见

图 1(b)、1(c)、1(d)）情况下又可能差异很大。 

 

图 1：行人重识别的各种复杂性示意图，来自 CUHK03 数据集的。绿框表示

同一个身份，而红框则表示不同的身份。(d) 中的粉色框标示了一个突出的局部

图案（手提袋），由于部分遮挡这很容易丢失。 

从技术上讲，行人重识别有两大基本组成：特征表征和距离度量。最近，基

于 CNN 的深度学习方法已经在行人重识别上表现出了出色的优越性，因为它能

够联合学习复杂的特征表征和可区分的距离度量。 

在本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基于 CNN 的行人重识别方案，称为多

级相似度感知卷积神经网络（MSP-CNN）。在训练阶段，我们会使用一种孪生模

型（Siamese model），其使用图像对作为输入，并且所有图像都要经过同样的

共享参数的深度 CNN 网络的处理。该基准网络是精心设计的，其中使用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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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卷积过滤器和 Inception 模块。接下来，我们深入思考了如何有效地将相

似度约束应用到不同的特征图上。 

图 2 给出了我们提出的网络在训练阶段的整体架构。图 3 给出了该网络

在测试阶段的整体架构。 

 

图 2：训练阶段的多任务框架示意图。具体说明一下，我们在低层级的 Pool1 

层和高层级的 FC7 层分别优化相似度约束。正例（或负例）图像的 Pool1 层特

征图上的紫色区域表示在获取局部形义模式时互相关所使用的宽搜索区域。另外

也同时使用了 softmax 损失来优化分类约束，M 表示行人身份实体的数量。 

 

图 3：测试时间的网络架构 

因此，我们的工作有三大关键优势和主要贡献。 

 我们提出了一种用于行人重识别的全新孪生模型，并且创新地在不同的特

征图上应用了相应的距离度量。这种多级相似度感知机制能巧妙地匹配不同层级

特征图的特性并显著提升表现。 

 我们使用了一种多任务架构来同时优化分类约束和相似度约束。多任务学

习可以在解决多个相关任务的同时实现知识共享，从而将两者的优势组合到一起。 

 在测试时间，我们可以避免成对输入的时间低效的流程并且可以提取图像

特征来事先构建索引，这对于大规模真实世界应用场景而言至关重要。 



194 
 

2、我们提出的方法 

2.1 方法概述 

借鉴[1]中提出的用于行人重识别的网络结构，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基于

CNN的基础骨架网络，并期望它能仅使用单个 softmax 损失就得到优于大多数

已有深度学习框架的强大基准结果。为了适应大多数行人图像的尺寸（通常很小

而且不是正方形的），所有的输入图像都重新调整为 160×64 大小，并且为了

数据增强而随机裁剪为 144×56 大小。 

然后，我们从一种互补的角度考虑了相似度约束，并构建了一种分类任务的

多任务架构。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兼取二者之长，即充分利用行人重识别标注以及

正例负例对之间相似度相当的信息。为了利用不同层级的特征图的相关性信息来

更好地描述相似度约束（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可视化了我

们的基本 CNN 分类网络所学习到的某些典型层的特征图。 

如图 4 所示，低层级特征图的响应通常很密集并且反映了局部形义区域。

比如，来自 Conv1 层 #0 通道的特征会强烈响应黑色区域（头发和裤子），而

来自 Conv2 层 #9 通道的特征则重点强调明亮的白色区域（短袖衫）。这种现

象也可以根据 Pool1 层的特征图进行验证。随着层越来越深，它们的特征图也

会逐渐变得稀疏，而且往往会编码更加抽象的全局特征。比如，Inception(1a) 

层的某些通道仍然反映的是局部形义区域（红色背包，#11），但大部分通道反

映的都非常稀疏（#91）。其内部机制是：低层级卷积层所得到的可区分的局部

特征会传播给高层级层（尤其是全连接层），这些特征会变得抽象并形成全局表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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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我们的基本 CNN 分类网络学习到的特征图的可视化。每一行都表示

一个人的图像从低层级到高层级的某些典型特征图。第一行：锚图像；第二行：

正例图像；最后一行：负例图像。我们也标注了每个特征图对应的通道号，用 # 

号标记。 

  

就低层级特征图而言，典型的局部区域（比如图 4 中的红色背包）在同一

个人的图像中都有，这对区分正例对和负例对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假设，

对于第一张图像的特征图上的特定图块（patch），如果我们可以从另一张正例

图像的对应特征图上找到其最相似的图块，那么这样的图块对就非常有可能表示

了可区分的局部区域。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设计出寻找和强调这

个可区分的区域的目标，这样我们的网络就能向更高层传播更相关的特征。 

受 [2] 的启发，我们采用了归一化互相关（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

作为一种非精确的匹配技术来匹配广大区域中的像素区域。[2] 中已经证明，使

用归一化互相关和在更大区域上进行搜索能在视角变化很大、光照变化或部分遮

挡的情况中保持稳健（robust）。归一化互相关分数取值范围为 [-1,1]，其中 

-1 表示特征向量完全不相似，1 表示特征向量非常相似。 

因此，对于第一个特征图的每个局部图块，我们都要通过选择图块来找到第

二个特征图中与其最相似的图块——该图块有最大的互相关响应。之后，我们设

计了损失函数，其目的是根据正例对（即可区分的区域）来增强互相关分数，同

时根据负例对（即某种扰动）减弱互相关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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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设计可以适应性地更加重点关注正例对之间共有的局部语义可

区分区域，并且能够通过前向传播沿更高层的方向放大这种局部相似度。应当指

出，正例图像和负例图像之间也有一些共有的语义模式（比如黑发），但这些模

式不能看作是可区分的信息。因此，对于负例对而言，我们会忽略这样的情况。 

至于高层级特征图，尤其是全连接层的特征图，我们直接在 L2 归一化之后

使用欧几里德距离来表示它们的相似度，并设计了用来降低正例对之间的距离并

增加负例对之间的距离的损失函数。 

2.2 多级相似度感知 

低层级相似度。我们在 Pool1 层的特征图上应用了低层级相似度约束，如

图 2 所示。 

高层级相似度。高层级相似度约束（即优化欧式距离）应用在最后的全连接

层的特征上（即图 2 中的 FC7 层）。 

2.3 多任务网络架构 

联合训练。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孪生网络，可以在训练阶

段将不同的相似度约束应用到对应的特征图上。此外，我们将相似度约束和分类

约束结合到一起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多任务网络。 

如图 2 所示，低层级和高层级相似度约束分别应用在 Pool1 层和 FC7 层

上。这个选择也是由验证集决定的。 

我们提出的训练 MSP-CNN 的流程分为两个阶段。我们首先使用 softmax 损

失和欧式距离损失在对应的数据集上从头开始训练一个精心设计的 CNN 多任务

网络。然后，我们加入低层级的互相关损失并继续训练该 CNN 几个 epoch。因

为低层级层的梯度通常很小，所以直接为低层级层提供梯度的互相关损失应该在

相对稳定的阶段得到更好的准确优化。此外，互相关损失收敛速度很快，所以我

们只需要优化它少数几个 epoch 来防止过拟合即可。 

测试。前面已经提到，每张图库图像的特征都可以按照图 3 给出的过程事

先提取出来。当发生查询时，图库中的图像根据它们与探针图像（probe image）

的相似度进行排序，其中图像特征之间的相似度是根据欧式距离计算的。我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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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利用某些索引技术（比如倒排索引或哈希）来基于这些图像特征构建索引，

从而进一步提升检索效率（尤其是对于大规模数据集）。 

3、实验 

3.1 数据集和协议 

我们在大数据集 CUHK03、Market-1501 和小数据集 CUHK01 上进行了实验。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使用了最常用的累积匹配特征（CMC）top-k 准确度来评

估所有方法。我们还为 Market-1501 数据集使用了平均精度均值（mAP）。所有

的评估结果都是单次查询的结果。 

3.2 实现细节 

受 [1] 的启发，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基本 CNN 网络，它主要由 3 个 CONV 

模块、6 个 Inception 模块和 1 个 FC 模块组成。CONV 模块中有一个卷积

（conv）层，后面跟着批归一化（BN）层和 ReLU 层。conv 层使用了一个非常

小的过滤器（3×3）（受 VGGNet 的启发），BN 层的作用是加快收敛速度。

Inception 模块是指 GoogLeNet，而且我们将每个 5×5 卷积都替换成了 2 个 

3×3 卷积，就像 Inception-v3 建议的那样。FC 模块由一个全连接层以及后续

的 BN 层、ReLU 层和 dropout 层构成。表 1 给出了详细结构。 

 

表 1：基本网络结构 

我们的算法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 Caffe 实现的，运行在配置了一块英伟达 

M40 GPU 卡的工作站上。 

3.3 训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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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了一种训练阶段的采样策略，让负例对的数量和正例对的数量之比

为 2:1。如图 5 所示。 

 

图 5：采样过程示意图。红色圆圈表示锚图像，橙色圆圈表示正例图像，蓝

色圆圈表示负例图像。 

  

数据增强。我们遵循了 AlexNet [3] 提出的经典技术。 

4、结果和讨论 

4.1 与当前最佳方法的比较 

 

表 2：在 CUHK03 数据集上 CMC rank 分别为 1、5、10、20 时当前最佳方

法的表现比较。（a）人工标注人类框的设置。（b）检测得到人类框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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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在 CUHK01 数据集上 CMC rank 分别为 1、5、10、20 时当前最佳方

法的表现比较。（a）测试中有 100 个身份。（b）测试中有 486 个身份。 

 

表 4：在 Market-1501 数据集上当前最佳方法的表现比较。 

4.2 算法组成部分的有效性 

以 CUHK03 有标注数据集为例，我们还详细研究了我们提出的算法中各个

模块的效果，包括单独的基本分类深度网络、与高层级或低层级相似度约束相结

合的分类约束、以及上述三者的综合。表 5 给出了结果。 

 

表 5：在 CUHK03 有标注数据集上，算法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合所

得到的表现比较。cls 是指分类约束（即 softmax 损失），sim_high 是指高层

级相似度约束（即欧式距离损失），sim_low 是指低层级相似度约束（即归一化

互相关损失）。 

5、结论和未来工作 

对于未来，我们打算寻找一个用于中层级层的合适优化目标并探索利用更多

层特征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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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商品标题冗长问题，阿里工程师怎么解决？ 

作者：王金刚，田俊峰，裘龙(Onehome)，李生，郎君，司罗，兰曼(华东

师大) 

 

小叽导读：电商平台中，商品标题是用户认知商品的第一渠道。为了更好

地描述商品属性，吸引买家注意，商家往往会在标题中堆砌大量冗余词，导致

标题过长无法完整展示，给 APP端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如何在不影响商品成

交转化率的前提下，将长标题变成短标题？本文将带你找到答案。 

1、摘要 

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商家为了搜索引擎优化(SEO)，撰写的商品标题

通常比较冗余，尤其是在 APP端等展示空间有限的场景下，过长的商品标题往

往不能完全显示，只能进行截断处理，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如何将原始商品标

题压缩到限定长度内，而不影响整体成交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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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标题摘要方法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工预处理，成本较高，并且未考虑

电商场景下对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的特殊需求。基于此，我们提出一种利用

用户搜索日志进行多任务学习的商品标题压缩方法。 

该方法同时进行两个 Sequence-to-Sequence学习任务：主任务基于 Pointer 

Network模型实现从原始标题到短标题的抽取式摘要生成，辅任务基于带有注意

力机制的 encoder-decoder模型实现从原始标题生成对应商品的用户搜索 query。

两个任务之间共享网络编码参数，训练过程中对两者在原始标题上的注意力分布

进行联合优化， 使得两个任务对于原始标题中重要信息的关注尽可能一致。 

离线人工评测和在线实验证明通过多任务学习方法生成的商品短标题既保

留了原始商品标题中的核心信息又能透出用户搜索 query信息，保证成交转化

不受影响。 

2、研究背景 

商品标题是卖家和买家在电商平台沟通的重要媒介，用户在搜索入口输入

Query检索，在搜索结果页(SRP)浏览商品列表，选择目标商品，最终完成购

买。在整条购物成交链路中，商品标题、商品描述、商品图片等各种信息共同

影响着用户的购买决策，信息量丰富而不冗长的标题能大大提升终端用户体

验。 

根据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7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7.24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2016 

年底的 95.1% 提升至 96.3%。越来越多的在线购买行为已经从 PC端转移到无

线端 (APP)，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因此各大电商平台的资源

也在往各自 APP端倾斜。PC和 APP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显示屏幕尺寸，通常智能

手机显示屏在 4.5 到 5.5 寸之间，远小于 PC 的屏幕尺寸，对算法和产品设计

都有新的要求。 

当前淘系商品标题主要由商家负责撰写，为了提高搜索召回和促进成交，

商家往往会在标题中堆砌大量冗余词，当用户在手机端进行浏览的时候，过长

的商品标题由于屏幕尺寸限制显示不全，只能做截断处理，严重影响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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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在 SRP页，商品原始标题显示不完整，只能显示 14 个字左右

的短标题，用户如果想获取完整标题，还需要进一步点击进入商品详情页，商

品原始标题包含近 30 个字。此外，在个性化推送和推荐场景中，商品短标题作

为信息主体，对长度也有一定限制，如何使用尽可能短的文本体现商品的核心

属性，引起用户的点击和浏览兴趣，提高转化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图 1. 用户搜索「碎花裙长袖女」，搜索结果页商品原始标题过长无法完

整显示，只有点击进入详情页才能看到完整标题。 

3、已有方法介绍 

文本摘要（压缩）是自然语言处理中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按摘要的生成方

式，可以分为抽取式和生成式两种。顾名思义，抽取式方法生成的摘要句子和

词均从原文中抽取，而生成式方法更为灵活，摘要中的句子和词并不要求一定

从原文中抽取。传统的抽取式摘要方法大致可以分为贪心方法、基于图的方法

和基于约束的优化方法等。近年来神经网络的方法也被应用到文本摘要领域并

取得显著进步，尤其是生成式摘要方法。业界已有方法都是以压缩文章长度为

优化目标实现文本的摘要，电商场景下除了文本压缩率还有其他考量，如何在

商品标题长度精简的同时又不影响整体的成交转化率成为一个业界难题。 

4、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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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所示，本文提出的多任务学习方法包含两个 Sequence-to-Sequence

任务，主任务是商品标题压缩，由商品原始标题生成短标题，采用 Pointer 

Network模型，通过 attention机制选取原始标题的关键字输出；辅助任务是

搜索 query 生成，由商品原始标题生成搜索 query，采用带 attention 机制的

encoder-decoder模型。两个任务共享编码网络参数，并对两者的对原始标题

的注意力分布进行联合优化，使得两个任务对于原始标题中重要信息的关注尽

可能一致。辅助任务的引入可以帮助主任务更好地从原始标题中保留更有信息

量、更容易吸引用户点击的词。相应地，我们为两个任务构建训练数据，主任

务使用的数据为女装类目下的商品原始标题和手淘推荐频道达人改写的商品短

标题，辅助任务使用的数据为女装类目下的商品原始标题和对应的引导成交的

用户搜索 query。 

 

图 2. 多任务学习框架, 两个 Seq2Seq 任务共享同一个 encoder 

主要贡献 

1.本文的多任务学习方法进行商品标题压缩，生成的商品短标题在离线自

动评测、人工评测以及在线评测中均超过传统抽取式摘要方法。 

2.端到端的训练方式避免了传统方法的大量人工预处理以及特征工程。 

3.多任务学习中的 Attention分布一致性设置使得最终生成的商品短标题

中能透出原始标题中重要的词，尤其是能引导成交的核心词，对于其他电商场

景也有重要意义。 

5、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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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了淘宝女装类目下的商品标题数据进行了实验，对比了五种不同

的文本摘要方法。第一种是 baseline方法，根据目标长度直接截断方法

（Trunc.）；第二种是经典的整数线性规划方法（ILP），需要对标题进行分

词、NER、TermWeighting 等预处理；第三种是基于 Pointer Network实验的

encoder-decoder抽取式方法（Ptr-Net）；第四种是多任务学习方法，直接将

两个子任务的损失函数相加作为整体损失函数进行优化（Vanilla-MTL）；第五

种是本文提出的考虑 Attention分布一致性的多任务学习方法（Agree-MTL）。 

不同方法的自动评价对比 

表 1. 不同文本摘要方法产生的商品短标题自动评测结果 

 

通过计算生成的短标题和参考短标题之间的三种 ROUGE分作为自动评测结

果，表 1对比了不同的文本摘要方法。本文提出的多任务学习方法显著超过了

其他几种方法。 

不同方法的人工评价对比 

表 2. 不同方法产生的商品短标题的人工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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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展示了不同方法产生的商品短标题人工评测对比。由于电商场景下商

品的核心产品词比较敏感，所以在常见的可读性(Readability)和信息完整性

(Informativeness)指标以外，我们还比较了不同方法产生的短标题中核心产品

词是否准确(Accuracy)。从表 2结果看，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三个指标上均超过

其他方法。 

除了离线的自动评测和人工评测，我们还在真实线上环境中进行了 AB测

试，相比线上原来的 ILP压缩方法，本文提出的多任务学习方法在 CTR 和 CVR

两个指标上分别有 2.58%和 1.32%的提升。 

图 3给出了不同方法产生的商品短标题示例。受预处理结果影响，直接截

断和 ILP 两种 baseline 方法生成的短标题流畅度和可读性较差，而 Ptr-Net和

多任务学习属于 Sequence-to-Sequence 方法，生成的短标题在可读性上优于

两种 baseline。图 3 左侧例子说明，本文方法生成的短标题会透出用户高频搜

索 query 中出现过的词（用户搜索 query中多使用英文品牌名而非中文品牌

名），更容易促进成交。 

 

图 3. 不同方法产生的短标题示例 

6、总结 

由于商家 SEO过度，C2C电商平台的商品标题通常长度过长且比较冗余

且，无法在 APP端完整展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抽取式摘要方法对

过长的商品标题进行压缩。 

传统的摘要方法仅在保持原标题语义的情况下实现标题的压缩，未考虑电

商场景下对压缩后商品点击率和成交转化率的影响。电商平台累积了大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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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query 和商品成交信息，利用这部分数据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原始长

标题进行压缩。 

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多任务学习的标题压缩方法，包含两个序列学习子任

务：其中主任务是基于 Pointer Network模型实现的从原始标题到短标题的抽

取式摘要生成，辅任务是基于带有 Attention 机制的 encoder-decoder 模型实

现的从原始标题生成对应商品的用户搜索 query，两个任务之间共享编码参

数，使得两个子任务在原始标题上的 Attention 分布尽可能一致，对两者的注

意力分布进行联合优化，最终使得主任务生成的短标题在保留原始商品标题中

的核心信息的同时，更倾向于透出能促进成交转化的关键词。 

离线人工评测和在线实验证明使用本文方法在保证不影响成交转化率的前

提下，生成的短标题在可读性、信息完整度、核心产品词准确率上都超过了传

统摘要方法。 

本论文收录于 AAAI 2018。 

论文原文地址：https://arxiv.org/abs/1801.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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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成你的专属推荐文案？智能文案在 1688 平台的应用 

作者：王姿雯 

 

小叽导读：淘系购物平台主要依靠淘宝达人撰写商品推荐文案以吸引买

家，但这项工作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且对于同一件商品，无法为偏好不同属

性的买家创作有针对性的推荐文案。 

1688 作为 B2B的平台，面向的用户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买家，此前在个性化

推荐方面数据积累处于空白状态，靠人力来填补这一空白并不现实，因此，智

能文案生成将在此发挥巨大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探寻。 

1、应用场景 

我们计划将智能文案生成应用于 1688平台的以下场景： 

一是多商品智能清单生成，该场景目前已经上线，应用于每日商机的商机推

荐理由。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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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采用一段 B 类风格的模板匹配，后面的“减龄背带裙，让你重返十八岁”

即为生成得到。同时，该技术还将应用于 920 大促的智能清单生成。 

二是个性化副标题生成，计划应用于个推场景中，目标是实现副标题的千人

千面，让每个用户看到对自己最有吸引力的副标题，如下图所示： 

 

三是单商品推荐文案生成，计划应用于应用于智慧市场的单品推荐，该场景

是本文的重点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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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文案生成的准确性与多样性，一直是智能文案生成在 1688 平台上

落地应用过程中的业务痛点，而重复问题也是 NLG问题的通病。本文将着重从这

三个方面，提出生成算法的改进方案。 

2、相关工作 

自然语言生成(NLG)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对话系统、文本摘要、图像描述等

领域。自 Seq2Seq 模型提出以来，学术界与工业界都以其为基础做了很多改进，

如 attention 机制的引入、copy 机制的触发、coverage 的限制等。本文以带

attention机制的 Seq2Seq 模型为 Baseline。 

在训练时，为了保证效率，我们需要压缩词表，一些低频长尾词就会变成

unknown，为了解决这种未登录词的问题，Abigail See 等人提出了 Pointer-

Generator [1]，其本质是带 attention的 Seq2Seq 模型与 pointer network 的

融合模型，一方面通过 Seq2Seq部分保持模型的抽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 pointer 

network，按一定概率直接从原文中取词，缓解 oov 问题，提高准确度。这在我

们的应用场景中也十分必要，比如标题中出现的品牌词、属性词，以及当下热点

比如抖音、ins 上的新词，我们在生成的推荐文案时就可以直接 copy 过来。

Pointer-Generator 模型的网络结构如下： 

 

模型的 encoder 部分采用一个单层双向的 LSTM，输入 embedding 后的词向

量序列，输出编码后的状态序列；decoder部分采用一个单层单向 LSTM，输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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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状态序列，用于当前步的预测；attention 是针对原文的概率分布，目的在

于告诉模型在当前步的预测过程中，原文中的哪些词更重要，其计算公式为： 

 

 

在计算出当前步的 attention 分布后，对 encoder 输出的隐层做加权求和，

获得原文的动态表示，称为语境向量： 

     

Seq2Seq部分预测得到的词表概率分布由 decoder输出的解码状态序列和语

境向量共同决定： 

 

模型最终的词表概率分布，由 Seq2Seq部分与 point network部分分别输出

的词表分布按概率组合得到，其中，point network 部分的输出直接采用了前面

计算的 attention分布，实现了参数复用： 

 

        

其中生成概率 由预测的每一步动态计算得到： 

 

3、模型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案 

1. 生成的文案与商品类目不匹配 

在之前的智能文案生成过程中，我们时常会遇到生成的文案与其类目不匹配

的问题。这是由于标题中部分 attention较高的词，可能同时适用于不同类目商

品的描述。例如，输入标题为“精品国货  抗皱  通用  去眼袋  去黑眼

圈  广东省  弹力  眼霜  提拉紧致  眼纹”，之前的生成模型输出的推

荐文案为想要拥有大长腿，眼霜少不了。根据输出的 attention信息，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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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拉紧致”一词让文案有了“大长腿”的错误生成，原因是其同时可用于女

装类目下紧身裤等的描述。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 decoder 端后接 Text-CNN 分类网络，

将每一步 decoder输出的概率最大的词连接起来，embedding后作为分类网络的

输入，将商品的叶子类目信息编号并 one-hot 处理后作为标签，分类 loss 采用

交叉熵。考虑到训练起始时生成结果较差，会影响分类模型的收敛，这里先训练

生成模型至收敛，再加入分类 loss做 fine-tune，具体结构如下： 

 

2. 生成的文案缺乏多样性 

之前的生成模型还会出现对关键词相似的标题产生相同推荐文案的问题。例

如，根据标题 “打底  高档  2016 女装  仿羊绒  灯笼袖  秋冬 羊

毛  新款  韩版  针织衫  高领  套头与标题米白  羊绒衫  黑

色  混纺类  针织衫  女款毛衣  羊毛衣  明星同款  修身  普通毛

线  套头  百搭   打底  高领  深灰色  纯色 ”生成的文案均为 100

纯山羊绒，手感柔软，织法细腻，羊毛材质保暖性好，穿着舒适服帖，高领设计，

穿着柔软贴脖。这是由于两个标题 attention 偏高的词“羊绒”、“羊毛”、“高

领”等均相同所致。原模型只以标题分词的 id 序列为输入，而商品标题较短，

输入信息非常有限，且标题中关键词重复度高，正是导致生成文案多样性不足的

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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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输入信息，我们希望加入标题的 n-gram 特征，具体做法是将分词的

id 序列通过不同卷积核大小的卷积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模型存在 copy

机制，且在实现中以 attention分布作为从原文中取词的词表概率分布，若直接

在输入端加卷积层，会导致触发 copy 机制时无法匹配到原文中的词。因此，我

们的做法是，保留原模型 Bi-LSTM的 encoder 结构，同时加入不同卷积核大小的

Conv + Bi-LSTM 的 encoder 结构，将多个 encoder 输出的 state 合并后输入

decoder端，具体结构如下： 

 

此外，生成的推荐文案要追求千人千面，可以考虑通过在 decoder 端加入用

户特征（如：用户的相关搜索词）来解决。由于 1688平台缺乏相关文案的积累，

我们的训练数据采用的是淘宝网的商品标题与达人推荐文案，这会导致生成的推

荐文案更多面向的是普通消费者群体而非商人群体，采用在 decode 端加入用户

特征的方式，加入 B（Business people）类用户的常用搜索词等，还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生成文案偏 C（Customer）的问题。 

3. 重复问题 

重复问题是 NLG 领域的通病。我们的想法是从模型端和 beam search 端两个

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从模型端去解决是为了让 beam search 时有更多的优质

解，而从 beam search 端去解决其实是从已有的解中尽可能选出排序最优的。这

就相当于我们的推荐场景中，前者是在优化召回，而后者是在优化排序。模型层

面上，我们参考了 Pointer-Generator模型提出的方案，在训练至收敛的生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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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上采用 coverage attention + coverage loss 的方式做 fine-tune。coverage 

attention最先由 Tu 等人 [2]提出，引入 coverage 向量： 

 

即过去所有预测步计算的 attention分布的累加和，记录了模型已经关注过

原文的哪些词，将其加入到当前步的 attention 计算中： 

 

如此，模型在计算当前步的 attention分布时，会考虑之前已关注的词，从

而避免连续关注同样的词。原文中还定义了 coverage loss 以惩罚重复关注同一

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 是无边界的增长函数，而 由 softmax得到，上限

为 1，当 decode 序列足够长时， 可能大于 1，该 loss 项将趋于无用，虽然它

在模型原应用场景（文本摘要）中有效，但并不适用于我们由短标题生成长推荐

文本的应用场景。 

 因此，最终我们没有采用原文中 fine-tune的方式，而是在训练一开始就

将 coverage 向量加入到 attention的计算中，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 

而在 Beam Search 端，我们参考了《Googl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提出的

score计算方式 [3]： 

 

其中，用 对长度做归一化，否则只按概率值算，越长的句子

往往概率越小，得分越低。我们可以通过调节α的值来选择对长句或短句的偏好，

在 0-1 范 围 内 ， α 越 小 模 型 越 倾 向 于 选 择 短 句 输 出 。 用

约束重复关注，但该约束项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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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问题，即当 decode序列较长时， 可能超过 1，起不到约束作

用，因此，我们在实现的时候改成了对之前每步的 attention 求均值而非求和，

改进后的重复约束项如下： 

 

同时，我们加入了不重复生成的词数占总生成词数的比例作为新的重复约束

项，使重复指标得到了大幅优化。 

综合上述方案，我们改进后的模型结构图如下： 

 

中间虚线框出的是带 Attention机制的 Seq2Seq结构，即我们的 Baseline，

红色部分为加入的 copy 机制，黄色部分为我们对模型添加的优化结构。 

4、实验结果 

1. 准确性评估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 BLEU和 Word Accuracy两项指标评估生成文案的准确性。

BLEU采用 N-gram的匹配规则，比较生成文本和 reference之间 n元词组相似性

的占比。Word accuracy 为正确预测的词占总词数的比例。不同算法的准确性指

标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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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模型 BLEU Word Accuracy 

Attention Seq2Seq 3.09 2.53 

Pointer-Generator 3.83 3.04 

Pointer-Generator+ TextCNN 4.52 3.23 

Pointer-Generator+ 

Conv_Inputs 

3.95 3.58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到，与不带 copy 机制的 Attention Seq2Seq

相比，Pointer-Generator 在各项指标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加入了 Text CNN

和卷积输入之后，指标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可见，无论是对生成文案的类目进行

约束，还是加入卷积特征，丰富输入信息都能提高文案生成的准确性。 

关于之前类目生成不准确的例子，现模型的生成结果如下： 

标题：精品国货 抗皱 通用 去眼袋 去黑眼圈 广东省 弹力 眼霜 提拉紧致 

眼纹 

原模型生成结果：想要拥有大长腿，眼霜少不了 

现模型生成结果：这款提拉紧致抗皱通用眼霜，可有效改善眼周老化，皮肤

松弛，皱纹等问题。 

可见生成文案类目混淆的问题已得到较好的解决。 

2. 多样性评估 

考虑到前人没有给出过多样性情况的公开评价指标，本文通过统计 3000 条

测试样本中生成重复样本的比例来评估生成的多样性，如下表所示： 

 

生成模型 Line_rep_rate 

Attention Seq2Seq 0.068 

Pointer-Generator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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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r-Generator + 

Conv_Inputs 

0.021 

我们可以看到，加入 copy 机制和加入卷积输入都可以降低对不同标题生成

相同文案的比例，提高生成的多样性。同样以之前的 bad case为例： 

标题 1：打底 高档 2016 女装 仿羊绒 灯笼袖 秋冬 羊毛 新款 韩版 针织

衫 高领 套头 

标题 2：米白 羊绒衫 黑色 混纺类 针织衫 女款毛衣 羊毛衣 明星同款 

原模型生成结果：100 纯山羊绒，手感柔软，织法细腻，羊毛材质保暖性好，

穿着舒适服帖，高领设计，穿着柔软贴脖 

现模型生成结果 1：高密高纯棉面料，亲肤舒适，高领套头设计，时尚大气 

现模型生成结果 2：明星同款羊毛衣，修身百搭，穿着舒适简约 

原先的生成相同文案的两个标题，在改进后的模型下，也能生成各具自身特

性的文案了。 

3. 重复情况评估 

重复情况通用的评价指标，是统计 unigram、bigram、trigram 在每行的重

复数的累加和，分别除以总行数和总词数，除以总行数记为 line rate，除以总

词数记为 word rate，从模型端与 beam search 端优化后的结果对比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加入 Coverage Attention 后，重复情况得到了轻微的改

善，而最有效的是在 beam search端加入约束，加入之后重复问题基本就不存在

了。同时我们发现，加入卷积输入也能进一步改善重复情况。还是通过之前的 bad 

case来看一下改进后的效果： 

标题：套头 藏青色 黑色 打底 休闲 女式毛衣 腈纶 中长款 冬季 2017 羊

毛衫 高温定型 酒红色 中老年 针织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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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模型生成结果：这是一款非常百搭的一款打底针织衫，采用优质的纯棉面

料，柔软舒适，亲肤透气，亲肤透气，柔软舒适，亲肤透气，舒适透气。 

现模型生成结果：黑色与白色的完美结合，在视觉上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 ，

良好的吸湿透气性与实用性。 

可以看到现在生成的文案非常通顺连贯，完全没有重复问题。 

5、总结与展望 

1.本文工作总结 

本文主要根据智能文案生成在 1688 平台上落地应用时遇到的业务痛点——

生成的文案与商品类目不匹配、生成的文案缺乏多样性以及 NLG问题的通病——

重复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模型改进方案，提升了生成的准确性与多样性，改善了

生成文本的重复情况。 

2. 未来的优化方向 

运行效率的提升。目前在 Beam Size=4的情况下，生成一条数据大概需要 1s

的时间，若需要在全量的数据上去做生成和更新，可能尚不能达到 T+1的时效性。

考虑将模型改成分布式 decode，并行生成提升效率。 

B类风格的优化。生成文案偏 C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 B类用户

与 C类用户的关键性差别在搜索词上体现并不明显，通过在 decoder端对 B类用

户热门搜索词做加权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该问题，还需要更多数据层面的支持，

使生成文案的风格可控。 

希望未来智能文案生成能在 1688 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将落地应用扩展

到广告文案生成、节日清单个性化祝福语生成等更多的场景中，降低人力与运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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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精确的情感识别，A-LSTM 出现了 

作者：陶斐/Fei Tao, 刘刚/Gang Liu 

收录于：ICASSP-2018 

 

小叽导读：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本层的现

时状态依赖于前一时刻的状态。这种“一步”的时间依赖性，可能会限制

LSTM 对于序列信号动态特性的建模。本篇论文中，针对这样的一个问

题，我们提出了高级长短期记忆网络（advancedLSTM (A-LSTM)），利用

线性组合，将若干时间点的本层状态都结合起来，以打破传统 LSTM 的这

种局限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 A-LSTM 应用于情感识别中。实验结果

显示，与应用传统 LSTM 的系统相比，应用了 A-LSTM 的系统能相对提高

5.5%的识别率。 

1、研究背景 

LSTM 现在被广泛地应用在 RNN中。它促进了 RNN在对序列信号建模的应用

当中。LSTM 有两个输入，一个来源于前一层，还有一个来源于本层的前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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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因此，LSTM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本层的现时状态依赖于前一时刻的状态。

这种“一步”的时间依赖性，可能会限制 LSTM 对于序列信号动态特性的建模（尤

其对一些时间依赖性在时间轴上跨度比较大的任务）。在这篇论文里，针对这样

的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了 advancedLSTM (A-LSTM)，以期打破传统 LSTM 的这种

局限性。A-LSTM利用线性组合，将若干时间点的本层状态都结合起来，因此不仅

可以看到”一步“以前的状态，还可以看到更远以前的历史状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把 A-LSTM应用到整句话层级（utterance level)上的

情感识别任务中。传统的情感识别依赖于在整句话上提取底端特征（low level 

descriptors)的统计数据，比如平均值，方差等等。由于实际应用中，整句话中

可能会有一些长静音，或者是一些非语音的声音，这种统计数据就可能不准确。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使用基于注意力模型（attention model)的加权池化

(weighted pooling)递归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来更有效地提

取整句话层级上的特征。 

2、高级长短期记忆网络 

A-LSTM 利用线性组合，将若干时间点的本层状态都结合起来。这其中的线

性组合是利用与注意力模型(attention model)类似的机制进行计算的。具体公

式如下。 

 

Fig 1 中 C'(t)即为前面若干时间状态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以后的时

间状态将被输入下一时间点进行更新。可以想象，每次的更新都不只是针对前一

时刻，而是对若干时刻的组合进行更新。由于这种组合的权重是有注意力模型控

制，A-LSTM 可以通过学习来自动调节各时间点之间的权重占比。如果依赖性在

时间跨度上比较大，则更远以前的历史状态可能会占相对大的比重；反之，比较

近的历史状态会占相对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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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unrolled A-LSTM 

3、加权池化递归神经网络 

 

Fig 2 Theattention based weighted pooling RNN.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使用基于注意力模型的加权池化递归神经网络来进行情

感识别（见 Fig 2)。这一神经网络的输入是序列声学信号。利用注意力模型，我

们的神经网络可以自动调整各个时间点上的权重，然后将各个时间点上的输出进

行加权平均（加权池化）。加权平均的结果是一个能够表征这一整串序列的表达。

由于注意力模型的存在，这一表达的提取可以包含有效信息，规避无用信息（比

如输入序列中中的一些长时间的静音部分）。这就比简单的计算一整个序列的统

计数值要更好（比如有 opensmile 提取的一些底端特征）。 为了更好地训练模

型，我们在情感识别任务之外还添加了两个辅助任务，说话人识别和性别识别。

我们在这个模型当中使用了 A-LSTM来提升系统性能。 

4、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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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阶段，我们使用 IEMOCAP数据集中的四类数据（高兴，愤怒，悲伤和

普通）。这其中一共有 4490 句语音文件。我们随机选取 1 位男性和 1 位女性说

话人的数据作为测试数据。其余的数据用来训练（其中的 10%的数据用来做验证

数据）。我们采用三个衡量指标，分别为无权重平均 F-score（MAF），无权重平

均精密度（MAP），以及准确率（accuracy)。 

我们提取了 MECC，信号过零率（zero crossing rate)，能量，能量熵，频

谱矩心(spectral centroid)，频谱流量(spectral flux)，频谱滚边（spectral 

rolloff)，12维彩度向量（chroma vector)，色度偏差(chroma deviation)，谐

波比（harmonic ratior) 以及语音基频，一共 36维特征。对这些序列特征进行

整句话层级上的归一化后，将其送入系统进行训练或测试。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的系统有两层神经元层，第一层位全连接层（fully 

connected layer)，共有 256个精馏线性神经元组成（rectified linear unit)。

第二层位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bidirectionalLSTM (BLST))。两个方向一共有

256个神经元。之后即为基于注意力模型的加权池化层。最上方为三个柔性最大

值传输函数层，分别对应三个任务。我们给三个任务分配了不同的权重，其中情

感识别权重为 1，说话人识别权重为 0.3，性别识别为 0.6。如果是应用 A-LSTM，

我们就将第二层的 BLSTM 替换成双向的 A-LSTM，其他的所有参数都不变。这里

的 A-LSTM 选取三个时间点的状态作线性组合，分别为 5个时间点前（t-5)，3个

时间点前(t-3)，以及 1个时间点前(t-1)。实验结果如下： 

 

其中的 meanLSTM 与 A-LSTM 比较类似，唯一区别是，当我们为选取的几个

时间点的状态作线性组合的时候，不是采用注意力模型，而是简单的做算术平均。 

5、结论 

与应用传统 LSTM 的系统相比，应用了 A-LSTM 的系统显示出了更好的识别

率。由于加权池化过程是将所有时间点上的输出进行加权平均，因此系统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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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只可能是来源于 A-LSTM 更加灵活的时间依赖性模型，而非其他因素，例如

高层看到更多时间点等等。并且，这一提升的代价只会增加了数百个参数。 

原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pdf/1710.101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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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实体识别中，众包标注能否优于专家标注？ 

主要作者：杨耀晟，张梅山，陈文亮，王昊奋，张伟，张民 

 

小叽导读：命名实体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指的是在文本

中识别出特定意义的实体，包括识别出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为了能用较低

的成本获取新的标注数据，我们采用众包标注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如何让

众包标注提高中文命名实体识别的正确率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的文章将

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找到答案。 

1、文章目的与思想 

众包标注的数据是没有经过专家标注员审核的，所以它会包含一定的噪声。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在中文 NER任务上，利用众包标注结果来训练模型

的方法。受到对抗学习的启发，我们在模型中使用了两个双向 LSTM 模块，来分

别学习众包标注数据中的公有信息和属于不同标注员的私有信息。对抗学习的思

想体现在公有块的学习过程中，以不同标注员作为分类目标进行对抗学习，从而

优化公有模块的学习质量，使之收敛于真实数据（专家标注数据）。我们认为这

两个模块学习到的信息对于任务学习都有积极作用，并在最终使用 CRF 层完成

ner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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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下： 

 

2、数据使用 

我们在对话数据和电商数据上对模型的性能进行验证。 

1、对话数据是由 gowild 公司提供的，我们让 43 位标注员在两万句语料上

标注“人名”和“歌名”实体。我们认为这份数据非常适合我们的任务。 

（1）若让一位专家标注员标注对话数据，由于他的认知是有限的，所以当

他出现标注失误时对模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多位标注员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个标注员对于“歌名”和“人名”的认知不足。例如：歌手“周

传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另一个称呼“小刚”。多人的知识面肯定要

比一个人来得广。 

（2）人机对话语料中包含一定比例的语法错误： 

 你怎么子我都看的手机死机了，在弄自己开门进来干嘛都记得。 

 你说谢谢的诗意哥哥吗？ 

不同的标注员对于上述句子的语义理解可能是不同的，我们也希望模型能学

习到这些特征，使模型能更好收敛到最真实的数据分布，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最终，我们的模型在对话数据上取得了近一个点的 F1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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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商数据是由阿里巴巴提供。首先我们让五位标注员对标题数据和用户

请求数据进行标注，目标是标注出已定义好的五类实体：品牌、产品、型号、规

格、原料，每句标注任务随机分配给两位标注员。对于标注员的标注结果，我们

通过样本抽样，分析得到造成标注噪声（标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不同标注员

对于标注规范和每一句标注样例的认识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标题数据集中，产品、

型号实体的边界定义非常容易造成标注不一致。 

在上述众包标注得到的数据集上训练我们论文中提出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个

点左右的提升： 

 

3、文章分块解析 

相关工作 

1、序列标注：早期用来处理序列标注问题的模型都十分依赖人工设计的特

征模板，例如：HMM, MEMM 和 CRF模型，模型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征模板

的质量。神经网络热潮来临后，一个成熟的新模型被广泛应用：它使用双向 LSTM

来提取序列特征，并用 CRF解码，在序列任务上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也是我们文

章中的 baselin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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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抗训练：对抗网络最早被成功地应用在计算机视觉领域。近几年，“对

抗”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到 NLP任务中，分别在跨语言、跨领域和多任务学习中取

得突破。在这些任务中使用“对抗学习”，目的就在于学习到训练语料中的“共

有特征”。我们的工作也是以这一目的为出发点，希望通过对抗学习的方式，让

模型能分辨出“众包”数据中的“标注噪声”。 

3、众包标注模式：为了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获取标准语料，我们采用

众包标注的模式，具体得到的数据情况见上面的“数据使用”。 

Baseline 

在文章的所有实验中，我们使用 BIOE 的标签集合。首先，我们训练 CRF 作

为传统 baseline模型。随后，尝试将序列特征映射到更高维度，也就是用 LSTM

模块提取特征。在中文任务中，输入单位为 char（字符），每个字符经过 lookup-

table映射成向量后，经过双向的 LSTM层提取特征： 

 

 

最终用 CRF层进行解码，使模型能更好得学习标签之间的依赖关系： 

 

这一部分的 loss 为： 

 

优化目标为最小化这个 loss值。 

对抗学习部分：Worker Adversarial 

我们使用的是众包数据作为训练语料，数据集中存在一定量的标注错误，即

“噪声”。这些标注不当或标注错误都是由标注员带来的。不同标注员对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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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认识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位标注质量高的标注员的标注结果和

专家标注员是非常相近的。对抗学习模块如下： 

1、baseline中的 BiLSTM 称为“private”，它的学习目标是拟合多为标注

员的独立分布；再加入一个名为“common”的 BiLSTM 模块，common 与 private

的输入相同，它的作用是学习标注结果之间的共有特征： 

 

2、再引入一个新的 BiLSTM 模块，名为“label”，以当前训练样例的标注

结果序列为输入。 

 

3、分别将 common 和 private模块的输出合并，作为 ne部分的输入： 

 

最后用 CRF解码，公式与 baseline相同，不再贴出。 

4、label和 common 的输出合并，再输入 CNN进行特征提取，最终对标注员

进行分类： 

 

 

要注意的是，我们希望标注员分类器最终失去判断能力，所以它在优化时要

反向更新： 

 

本论文收录于 AAA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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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前馈序列记忆网络，如何将语音合成速度提升四倍？ 

作者：毕梦霄/Mengxiao Bi，卢恒/Heng Lu，张仕良/Shiliang Zhang，

雷鸣/Ming Lei，鄢志杰/Zhijie Yan 

收录于：ICASSP-2018 

 

小叽导读：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前馈序列记忆网络的语音合成系

统。该系统在达到与基于双向长短时记忆单元的语音合成系统一致的主观

听感的同时，模型大小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且合成速度是后者的四倍，

非常适合于对内存占用和计算效率非常敏感的端上产品环境。 

1、研究背景 

语音合成系统主要分为两类，拼接合成系统和参数合成系统。其中参数合成

系统在引入了神经网络作为模型之后，合成质量和自然度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另一方面，物联网设备（例如智能音箱和智能电视）的大量普及也对在设备上部

署的参数合成系统提出了计算资源的限制和实时率的要求。本工作引入的深度前

馈序列记忆网络可以在保持合成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计算量，提高合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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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基于双向长短时记忆单元（BLSTM）的统计参数语音合成系统作为

基线系统。与目前主流的统计参数语音合成系统相似，我们提出的基于深度前馈

序列记忆网络（DFSMN）的统计参数语音合成系统也是由 3 个主要部分组成，声

音合成器（vocoder），前端模块和后端模块，如上图所示。我们使用开源工具

WORLD作为我们的声音合成器，用来在模型训练时从原始语音波形中提取频谱信

息、基频的对数、频带周期特征（BAP）和清浊音标记，也用来在语音合成时完

成从声学参数到实际声音的转换。前端模块用来对输入的文本进行正则化和词法

分析，我们把这些语言学特征编码后作为神经网络训练的输入。后端模块用来建

立从输入的语言学特征到声学参数的映射，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使用 DFSMN作

为后端模块。 

2、深度前馈序列记忆网络 

紧凑前馈序列记忆网络（cFSMN）作为标准的前馈序列记忆网络（FSMN）的

改进版本，在网络结构中引入了低秩矩阵分解，这种改进简化了 FSMN，减少了模

型的参数量，并加速了模型的训练和预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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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给出了 cFSMN 的结构的图示。对于神经网络的每一个 cFSMN层，计算过

程可表示成以下步骤①经过一个线性映射，把上一层的输出映射到一个低维向量

②记忆模块执行计算，计算当前帧之前和之后的若干帧和当前帧的低维向量的逐

维加权和③把该加权和再经过一个仿射变换和一个非线性函数，得到当前层的输

出。三个步骤可依次表示成如下公式。 

 

与循环神经网络（RNNs，包括 BLSTM）类似，通过调整记忆模块的阶数，cFSMN

有能力捕捉序列的长程信息。另一方面，cFSMN 可以直接通过反向传播算法（BP）

进行训练，与必须使用沿时间反向传播算法（BPTT）进行训练的 RNNs 相比，训

练 cFSMN 速度更快，且较不容易受到梯度消失的影响。 

对 cFSMN进一步改进，我们得到了深度前馈序列记忆网络（DFSMN）。DFSMN

利用了在各类深度神经网络中被广泛使用的跳跃连接（skip-connections）技术，

使得执行反向传播算法的时候，梯度可以绕过非线性变换，即使堆叠了更多

DFSMN层，网络也能快速且正确地收敛。对于 DFSMN模型，增加深度的好处有两

个方面。一方面，更深的网络一般来说具有更强的表征能力，另一方面，增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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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间接地增大 DFSMN 模型预测当前帧的输出时可以利用的上下文长度，这在

直观上非常有利于捕捉序列的长程信息。具体来说，我们把跳跃连接添加到了相

邻两层的记忆模块之间，如下面公式所示。由于 DFSMN各层的记忆模块的维数相

同，跳跃连接可由恒等变换实现。 

 

我们可以认为 DFSMN 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模型。当输入序列很短，或者对预测

延时要求较高的时候，可以使用较小的记忆模块阶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前帧

附近帧的信息被用来预测当前帧的输出。而如果输入序列很长，或者在预测延时

不是那么重要的场景中，可以使用较大的记忆模块阶数，那么序列的长程信息就

能被有效利用和建模，从而有利于提高模型的性能。 

除了阶数之外，我们为 DFSMN 的记忆模块增加了另一个超参数，步长

（stride），用来表示记忆模块提取过去或未来帧的信息时，跳过多少相邻的帧。

这是有依据的，因为与语音识别任务相比，语音合成任务相邻帧之间的重合部分

甚至更多。 

 

上文已经提到，除了直接增加各层的记忆模块的阶数之外，增加模型的深度

也能间接增加预测当前帧的输出时模型可以利用的上下文的长度，上图给出了一

个例子。 

3、实验 

在实验阶段，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由男性朗读的中文小说数据集。我们把数据

集划分成两部分，其中训练集包括 38600 句朗读（大约为 83 小时），验证集包

括 1400 句朗读（大约为 3 小时）。所有的语音数据采样率都为 16k 赫兹，每帧

帧长为 25毫秒，帧移为 5毫秒。我们使用 WORLD 声音合成器逐帧提取声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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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60 维梅尔倒谱系数，3维基频的对数，11 维 BAP特征以及 1维清浊音标记。

我们使用上述四组特征作为神经网络训练的四个目标，进行多目标训练。前端模

块提取出的语言学特征，共计 754维，作为神经网络训练的输入。 

我们对比的基线系统是基于一个强大的 BLSTM 模型，该模型由底层的 1个全

连接层和上层的 3 个 BLSTM 层组成，其中全连接层包含 2048 个单元，BLSTM 层

包含 2048 个记忆单元。该模型通过沿时间反向传播算法（BPTT）训练，而我们

的 DFSMN 模型通过标准的反向传播算法（BP）训练。包括基线系统在内，我们的

模型均通过逐块模型更新过滤算法（BMUF）在 2块 GPU上训练。我们使用多目标

帧级别均方误差（MSE）作为训练目标。 

 

所有的 DFSMN模型均由底层的若干 DFSMN 层和上的 2个全连接层组成，每个

DFSMN 层包含 2048 个结点和 512 个投影结点，而每个全连接层包含 2048 个结

点。在上图中，第三列表示该模型由几层 DFSMN 层和几层全连接层组成，第四列

表示该模型 DFSMN 层的记忆模块的阶数和步长。由于这是 FSMN 这一类模型首次

应用在语音合成任务中，因此我们的实验从一个深度浅且阶数小的模型，即模型

A 开始（注意只有模型 A 的步长为 1，因为我们发现步长为 2 始终稍好于步长为

1 的相应模型）。从系统 A 到系统 D，我们在固定 DFSMN 层数为 3 的同时逐渐增

加阶数。从系统 D到系统 F，我们在固定阶数和步长为 10,10,2,2的同时逐渐增

加层数。从系统 F 到系统 I，我们固定 DFSMN 层数为 10 并再次逐渐增加阶数。

在上述一系列实验中，随着 DFSMN 模型深度和阶数的增加，客观指标逐渐降低

（越低越好），这一趋势非常明显，且系统 H 的客观指标超过了 BLSTM 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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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平均主观得分（MOS）测试（越高越好），测试结果

如上图所示。主观测试是通过付费众包平台，由 40 个母语为中文的测试人员完

成的。在主观测试中，每个系统生成了 20句集外合成语音，每句合成语音由 10

个不同的测试人员独立评价。在平均主观得分的测试结果表明，从系统 A到系统

E，主观听感自然度逐渐提高，且系统 E 达到了与 BLSTM 基线系统一致的水平。

但是，尽管后续系统客观指标持续提高，主观指标只是在系统 E 得分的上下波

动，没有进一步提高。 

4、结论 

根据上述主客观测试，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和未来信息各捕捉 120 帧

（600毫秒）是语音合成声学模型建模所需要的上下文长度的上限，更多的上下

文信息对合成结果没有直接帮助。与 BLSTM基线系统相比，我们提出的 DFSMN系

统可以在获得与基线系统一致的主观听感的同时，模型大小只有基线系统的 1/4，

预测速度则是基线系统的 4倍，这使得该系统非常适合于对内存占用和计算效率

要求很高的端上产品环境，例如在各类物联网设备上部署。 

英文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abs/1802.0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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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速 GeoHash，如何实现海量商品与商圈的高效匹配？ 

作者：峰明 

 

小叽导读：闲鱼是一款闲置物品的交易平台 APP。通过这个平台，全国各地

“无处安放”的物品能够轻松实现流动。这种分享经济业务形态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接受，也进一步实现了低碳生活的目标。 

今天，闲鱼团队就商品与商圈的匹配算法为我们展开详细解读。 

1、摘要 

闲鱼 app根据交通条件、商场分布情况、住宅区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将城市

划分为一个个商圈。杭州部分区域商圈划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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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鱼的商品是由用户发布的 GPS随机分布在地图上的点数据。当用户处于某

个商圈范围内时，app 会向用户推荐 GPS位于此商圈中的商品。要实现精准推荐

服务，就需要计算出哪些商品是归属于你所处的商圈。  

在数据库中，商圈是由多个点围成的面数据，这些面数据形状、大小各异，

且互不重叠。商品是以 GPS标记的点数据，如何能够快速高效地确定海量商品与

商圈的归属关系呢？传统而直接的方法是，利用几何学的空间关系计算公式对海

量数据实施直接的“点—面”关系计算，来确定每一个商品是否位于每一个商圈

内部。 

闲鱼目前有 10 亿商品数据，且每天还在快速增加。全国所有城市的商圈数

量总和大约为 1万，每个商圈的大小不一，边数从 10到 80不等。如果直接使用

几何学点面关系运算，需要的计算量级约为 2 亿亿次基本运算。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尝试过使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离线计算集群来执行计算，结果集群在运行

了超过 2天之后也未能给出结果。 

经过算法改进，我们采用了一种基于 GeoHash 精确匹配，结合 GeoHash 非精

确匹配并配合小范围几何学关系运算精匹配的算法，大大降低了计算量，高效地

实现了离线环境下海量点-面数据的包含关系计算。同样是对 10亿条商品和 1万

条商圈数据做匹配，可以在 1天内得到结果。   

2、点数据 GeoHash 原理与算法 

GeoHash 是一种对地理坐标进行编码的方法，它将二维坐标映射为一个字符

串。每个字符串代表一个特定的矩形，在该矩形范围内的所有坐标都共用这个字

符串。字符串越长精度越高，对应的矩形范围越小。   

对一个地理坐标编码时，按照初始区间范围纬度[-90,90]和经度[-180,180]，

计算目标经度和纬度分别落在左区间还是右区间。落在左区间则取 0，右区间则

取 1。然后，对上一步得到的区间继续按照此方法对半查找，得到下一位二进制

编码。当编码长度达到业务的进度需求后，根据“偶数位放经度，奇数位放纬度”

的规则，将得到的二进制编码穿插组合，得到一个新的二进制串。最后，根据

base32 的对照表，将二进制串翻译成字符串，即得到地理坐标对应的目标

GeoHash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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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坐标“30.280245, 120.027162”为例，计算其 GeoHash字符串。首先对

纬度做二进制编码：  

1.将[-90,90]平分为 2 部分，“30.280245”落在右区间(0,90]，则第一位

取 1。 

2.将(0,90]平分为 2分，“30.280245”落在左区间(0,45]，则第二位取 0。  

3.不断重复以上步骤，得到的目标区间会越来越小，区间的两个端点也越来

越逼近“30.280245”。 

下图的流程详细地描述了前几次迭代的过程：   

 

按照上面的流程，继续往下迭代，直到编码位数达到我们业务对精度的需求

为止。完整的 15位二进制编码迭代表格如下：   

 

得到的纬度二进制编码为 10101 01100 01000。  

按照同样的流程，对经度做二进制编码，具体迭代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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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经度二进制编码为 11010 10101 01101。 

按照“偶数位放经度，奇数位放纬度”的规则，将经纬度的二进制编码穿插，

得到完成的二进制编码为：11100 11001 10011 10010 00111 00010。由于后续

要使用的是 base32编码，每 5个二进制数对应一个 32进制数，所以这里将每 5

个二进制位转换成十进制位，得到 28,25,19,18,7,2。  对照 base32 编码表，

得到对应的编码为：wtmk72。   

 

可以在 geohash.org/网站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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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结果的前几位与我们的计算结果一致。如果我们利用二分法获取二进制

编码时迭代更多次，就会得到验证网站中这样的位数更多的更精确结果。 

GeoHash 字符串的长度与精度的对应关系如下：     

 

3、面数据 GeoHash 编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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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介绍的标准 GeoHash算法只能用来计算二维点坐标对应的 GeoHash编

码，我们的场景中还需要计算面数据（即 GIS 中的 POLYGON多边形对象）对应的

GeoHash编码，需要扩展算法来实现。   

算法思路是，先找到目标 Polygon的最小外接矩形 MBR，计算此 MBR 西南角

坐标对应的 GeoHash 编码。然后用 GeoHash编码的逆算法，反解出此编码对应的

矩形 GeoHash 块。以此 GeoHash块为起点，循环往东、往北找相邻的同等大小的

GeoHash块，直到找到的 GeoHash块完全超出 MBR的范围才停止。如此找到的多

个 GeoHash 块，边缘上的部分可能与目标 Polygon 完全不相交，这部分块需要通

过计算剔除掉，如此一来可以减少后续不必要的计算量。   

 

上面的例子中最终得到的结果高清大图如下，其中蓝色的 GeoHash 块是与原

始 Polygon 部分相交的，橘黄色的 GeoHash块是完全被包含在原始 Polygon 内部

的。 



242 
 

 

上述算法总结成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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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求临近 GeoHash 块的快速算法 

上一节对面数据进行 GeoHash 编码的流程图中标记为绿色和橘黄色的两步，

分别是要寻找相邻的东边或北边的 GeoHash字符串。 

传统的做法是，根据当前 GeoHash 块的反解信息，求出相邻块内部的一点，

在对这个点做 GeoHash 编码，即为相邻块的 GeoHash 编码。如下图，我们要计算

"wtmk72"周围的 8个相邻块的编码，就要先利用 GeoHash逆算法将"wtmk72"反解

出 4 个顶点的坐标 N1、N2、N3、N4，然后由这 4 个坐标计算出右侧邻接块内部

的任意一点坐标 N5，再对 N5做 GeoHash编码，得到的“wtmk78”就是我们要求

的右边邻接块的编码。按照同样的方法，求可以求出"wtmk72"周围总共 8个邻接

块的编码。 

 

这种方法需要先解码一次再编码一次，比较耗时，尤其是在指定的 GeoHash

字符串长度较长需要循环较多次的情况下。   

通过观察 GeoHash 编码表的规律，结合 GeoHash 编码使用的 Z 阶曲线的特

性，验证了一种通过查表来快速求相邻 GeoHash 字符串的方法。 

还是以“wtmk72”这个 GeoHash 字符串为例，对应的 10进制数是“28，25，

19，18，7，2”，转换成二进制就是 11100 11001 10011 10010 00111 00010。

其中，w对应 11100，这 5个二进制位分别代表“经 纬 经 纬 经”；t 对应 11001，

这 5个二进制位分别代表“纬 经 纬 经 纬”。由此推广开来可知，GeoHash 中

的奇数位字符（本例中的'w'、'm'、'7'）代表的二进制位分别对应“经 纬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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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经”，偶数位字符（本例中的't'、'k'、'2'）代表的二进制位分别对应“纬 

经 纬 经 纬”。 

 'w'的二进制 11100，转换成方位含义就是“右 上 右 下 左”。't'的二

进制 11001，转换成方位含义就是“上 右 下 左 上”。 

根据这个字符与方位的转换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奇数位上的字符与位置对

照表如下：    

 

 

偶数位上的字符与位置对照表如下：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奇数位的对照表和偶数位对照表存在一

种转置和翻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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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两份字符与位置对照表，就可以快速得出每个字符周围的 8个字符

分别是什么。而要计算一个给定 GeoHash字符串周围 8个 GeoHash值，如果字符

串最后一位字符在该方向上未超出边界，则前面几位保持不变，最后一位取此方

向上的相邻字符即可；如果最后一位在此方向上超出了对照表边界，则先求倒数

第二个字符在此方向上的相邻字符，再求最后一个字符在此方向上相邻字符（对

照表环状相邻字符）；如果倒数第二位在此方向上的相邻字符也超出了对照表边

界，则先求倒数第三位在此方向上的相邻字符。以此类推。   

以上面的“wtmk72”举例，要求这个 GeoHash 字符串的 8个相邻字符串，实

际就是求尾部字符‘2’的相邻字符。‘2’适用偶数对照表，它的 8个相邻字符

分别是‘1’、‘3’、‘9’、‘0’、‘8’、‘p’、‘r’、‘x’，其中‘p’、

‘r’、‘x’已经超出了对照表的下边界，是将偶数位对照表上下相接组成环状

得到的相邻关系。所以，对于这 3个超出边界的“下方”相邻字符，需要求倒数

第二位的下方相邻字符，即‘7’的下方相邻字符。‘7’是奇数位，适用奇数位

对照表，‘7’在对照表中的“下方”相邻字符是‘5’，所以“wtmk72”的 8个

相邻 GeoHash 字符串分别是“wtmk71”、“wtmk73”、“wtmk79”、“wtmk70”、

“wtmk78”、“wtmk5p”、“wtmk5r”、“wtmk5x”。利用此相邻字符串快速算

法，可以大大提高上一节流程图中面数据 GeoHash 编码算法的效率。   

5、高效建立海量点数据与面数据的关系 

建立海量点数据与面数据的关系的思路是，先将需要匹配的商品 GPS 数据

（点数据）、商圈 AOI 数据（面数据）按照前面所述的算法，分别计算同等长度

的 GeoHash 编码。每个点数据都对应唯一一个 GeoHash字符串；每个面数据都对

应一个或多个 GeoHash 编码，这些编码要么是“完全包含字符串”，要么是“部

分包含字符串”。 

a)将每个商品的 GeoHash 字符串与商圈的“完全包含字符串”进行 join 操

作。join得到的结果中出现的<商品,商圈>数据就是能够确定的“某个商品属于

某个商圈”的关系。 

 b)对于剩下的还未被确定关系的商品，将这些商品的 GeoHash字符串与商

圈的“部分包含字符串”进行 join操作。join 得到的结果中出现的<商品,商圈>

数据是有可能存在的“商品属于某个商圈”的关系，接下来对这批数据中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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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和商圈 AOI数据进行几何学关系运算，进而从中筛选出确定的“商品属于某

个商圈”的关系。 

如图，商品 1 的点数据 GeoHash 编码为"wtmk70j"，与面数据的“完全包含

字符串 wtmk70j”join 成功，所以可以直接确定商品 1属于此面数据。  

商品 2 的点数据 GeoHash 编码为“wtmk70r”，与面数据的“部分包含字符

串 wtmk70r”join 成功，所以商品 2 疑似属于面数据，具体是否存在包含关系，

还需要后续的点面几何学计算来确定。  商品 3的点数据 GeoHash编码与面数

据的任何 GeoHash 块编码都匹配不上，所以可以快速确定商品 3 不属于此面数

据。   

 

实际应用中，原始的海量商品 GPS范围散布在全国各地，海量商圈数据也散

布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城市。经过 a)步骤的操作后，大部分的商品数据已经确定

了与商圈的从属关系。剩下的未能匹配上的商品数据，经过 b)步骤的 GeoHash 匹

配后，可以将后续“商品-商圈几何学计算”的运算量从“1个商品 x 全国所有

商圈”笛卡尔积的量级，降低为“1个商品 x 1 个（或几个）商圈”笛卡尔积的

量级，减少了绝大部分不必要的几何学运算，而这部分运算是非常耗时的。   

在闲鱼的实际应用中，10 亿商品和 1 万商圈数据，使用本文的快速算法，

只需要 10亿次 GeoHash 点编码 + 1 万次 GeoHash 面编码 + 500 万次“点是否

在面内部”几何学运算，粗略换算为基本运算需要的次数约为 1800 亿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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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远小于传统方法的 2亿亿次基本运算。使用阿里巴巴的离线计算平台，本文的

算法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计算工作。   

另外，对于给定的点和多边形，通过几何学计算包含关系的算法不止一种，

最常用的算法是射线法。简单来说，就是从这个点出发做一条射线，判断该射线

与多边形的交点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是奇数，说明点在多边形内；否则，

点在多边形外。   

6、延伸 

面对海量点面数据的空间关系划分，本文采用是的通过 GeoHash来降低计算

量的思路，本质上来说是利用了空间索引的思想。事实上，在 GIS领域有多种实

用的空间索引，常见的如 R 树系列（R 树、R+树、R*树）、四叉树、K-D 树、网

格索引等，这些索引算法各有特点。本文的思路不仅能用来处理点—面关系的相

关问题，还可以用来快速处理点—点关系、面—面关系、点—线关系、线—线关

系等问题，比如快速确定大范围类的海量公交站台与道路的从属关系、多条道路

或铁路是否存在交点等问题。 

欢迎大家和闲鱼团队交流讨论相关的算法优化，也欢迎各路高手加入阿里巴

巴——闲鱼团队，和我们一起用技术改变世界。 

简历投递：guicai.gxy@alibaba-inc.com 

参考资料：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hash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intinpolygon 

[3]https://www.geeksforgeeks.org/how-to-check-if-a-given-point-lies-

inside-a-polygon 

[4]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reference/current/se

arch-aggregations-bucket-geohashgrid-aggregation.html 

[5]http://blog.notdot.net/2009/11/Damn-Cool-Algorithms-Spatial-

indexing-with-Quadtrees-and-Hilbert-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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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深度学习模型效果？阿里工程师这么做 

作者：孙凯 

 

小叽导读：复杂的深度模型中，如果效果不好，是因为网络设计的欠

缺？还是数据天然缺陷？是训练代码的 bug？还是 Tensorflow 自身的问

题？基于此，阿里工程师推出了 DeepInsight 深度学习质量平台，致力于

解决当前模型调试和问题定位等一系列问题。接下来，阿里巴巴高级技术

专家、DeepInsight 深度学习质量平台技术负责人：孙凯（花名：路

宸），带我们一起探索。 

1、背景 

机器学习训练过程的调试、可视化以及训练效果的评估一直是业界难题。在

数据较少，模型较简单，如 LR、GBDT、SVM，超参不多的情况下，模型的可调性

和可解释性都有一定保障，那么我们用简单的训练，再观察召回/精度/AUC 等指

标就可以应对。 

而深度学习时代，模型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想象，层层嵌套的网络结构，优化

器和大量超参的选择，特征的连续化，一起构建了复杂的深度模型。如果效果不

好，其原因是多样的，为了定位和解决这些问题，算法研发同学需要花费大量精

力反复尝试，而且很可能得不到准确的答案。简单来说，网络模型近似于黑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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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epInsight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训练和评估过程中大量中间指标与模型效果能产生关系，

通过系统的分析建模张量、梯度、权重和更新量，能够对算法调优、问题定位起

到辅助决策作用。而且，通过改进 AUC算法，分析 ROC、PR、预估分布等更多评

估指标，能够更全面地评估模型效果。 

通过 2个多月的努力，我们推出了 DeepInsight 平台，致力于解决当前模型

调试和问题定位等一系列问题。提交模型开始训练之后，用户可以通过

DeepInsight平台，能一站式查看并分析训练过程，从训练中间指标到预测指标，

再到性能数据，一应俱全。对于训练中明显的问题，平台也会高亮给予提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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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希望平台能更好地帮助用户发现和定位训练中的问题，并能给予适当提

示（如更改某些子网络的最优化算法、更改学习率动量等），就如同 GDB 之于 C++

一样。 

 

2.1 目标 

 沉淀并持久化训练数据。深度学习的数据非常宝贵，每次训练的网络拓扑、

参数、训练中间过程、模型评估指标都会持久存储，方便后续人工分析和二次建

模； 

 沉淀对模型训练的认识，提供分析调优手段，辅助决策，同时规避各类已

知问题； 

 利用大数据分析建模，寻找中间过程指标的关系，更好地辅助决策，我们

称这个目标为 Model on Model，即利用新的模型来分析评估深度模型； 

 在大数据分析建模的基础上，尝试对已有模型进行深度强化学习（DRL），

提高深度学习调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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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架构 

 系统主要分为四层：输入层、解析层、评估层、输出层； 

 同时包括五大组件：Tensorboard+可视化分析；TensorViewer日志展示对

比；TensorDealer集成配置；TensorTracer数据透出；TensorDissection 分析

调优。 

 

2.3 进展 

2.3.1 高性能可视化组件 TensorBoard+ 

Google 的 TensorBoard（简称为 TB）是 TensorFlow（简称为 TF）的可视化

组件，可以查看深度学习的网络结构、中间指标等。原生的 TB 是单机版命令行

方式运行，无法多用户使用；易用性差，每次切换日志路径都需要 kill 掉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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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同时性能也很差，加载工业模型数据立即卡死；指标分层混乱，几千个指

标全都罗列，无法查看；用法复杂功能较弱，不支持已展示图形的二次数据对比，

不支持 X轴浮点数据展示等。 

因此，我们重构了 TB的核心代码，支持 GB级日志加载和数据分层，将整个

服务改造成多用户版本，利用 Docker灵活管理资源并自动回收。UI上支持了高

亮自定义指标、分层展示、数据对比、日志上传等，具体如下： 

支持在线更改 TF 日志路径： 

 

支持图形数据在线聚合对比： 

 

支持 X轴浮点数值类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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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图形数据 Hightlight 分维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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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手动调整前端定时刷新时间，实时展示数据： 

 

2.3.2  集成配置日志管理系统 TensorViewer 

TF 的任务缺乏有效管理，用户无法按需查看和分析数据，更无法回顾历史

数据。我们打通了 TF 与 DeepInsight 的通路，收集了所有任务的信息，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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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看每次训练的实时数据和所有历史数据，支持多任务对比分析；同时支持一

键跳转到 Tensorboard+，直接对当前日志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 

 

 

2.3.3  改进 TensorFlow 的可视化数据透出 

我们定义了一套数据透出方式，可以把所有内部数据透出成统一的 Summary

格式，并被 Tensorboard+处理。由于 PS 架构没有 Master 集中处理中间数据，

再加上张量、梯度等指标的透出是极为消耗资源的，所以，如何透出数据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当前我们在 Worker0上透出数据，能满足一般模型训练的要求，未

来，会研究 Snapshot 数据透出方案，在大规模网络下也能取得较好效果。 

当前，我们已经初步解析了 Tensorflow 透出的过程指标，正在这些海量指

标上进行有监督和无监督的建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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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改进模型评估指标 

Tensorflow 自带的 AUC计算方式分桶较少，计算精度有 bug，在处理大量数

据时性能不够，而且，仅仅能计算 AUC，无法绘制 ROC、PR等曲线。 

我们改进了计算方式，引入更多桶，并提升计算效率，同时，绘制了更多新

的指标。当前绘制的指标包括 AUC、ROC、PR、波动率、正负样本分桶分布。通过

观察正负样本的分布，我们发现 Tensorflow 异步计算的缺陷，导致某些桶的样

本数量有误差，会带来 AUC上极小波动，这个 bug目前尚未解决。所有的预估指

标都无缝接入 DeepInsight 平台。 

 

2.3.5 研究模型训练中间指标 

通过深入观察和建模大规模 Embedding 子网络的训练指标，我们发现权重

（偏置）值的变化可以反应出相关网络结构是否被有效训练。权重（偏置）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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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微弱的区域即为训练的“盲区”—该部分网络没有被训练起来。通过观察权重

（偏置）的梯度，可以帮助我们诊断梯度弥散或梯度爆炸等问题，分析了解训练

该部分网络的难易程度，有针对性地调整优化器以及学习率等设置。通过全面考

察整个网络各部分的激活以及梯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整个网络前后向多路

信息相互耦合、协同传导的复杂机制，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模型结构的设计调优。 

对中间指标的研究会沉淀回流到 DeepInsight，在训练指标产出后，对用户

给予提示，做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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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如何猜你所想？阿里小蜜预测平台揭秘 

作者：市丸 

 

小叽导读：阿里小蜜是 2015年阿里发布的一款智能客服机器人。2017年

双 11期间，阿里小蜜的服务量达到 643万，其中智能解决率达到 95%，占整体

服务量的 95%。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能否更进一步解决智能客服机器人的压力

成为当前我们思考的问题。今天，小蜜机器人实验室的市丸带领大家一起思

考。 

1、背景介绍 

真实的服务链路中，阿里小蜜系列智能客服已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工客服

的压力，但是能否更进一步解决智能客服机器人的压力成为当前我们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们启动了预测平台项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用户与机器人交互前对用户

意图进行预测，并以主动或被动服务的方式帮助用户解决当前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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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测平台核心围绕两个能力建设，订单预测&问题预测。 

订单预测：预测用户哪笔订单遇到了问题 

 阿里小蜜约 70%的服务咨询都是与订单相关。 

 体验问题，不管是在线服务的订单选择器，还是热线服务让用户手动输入

订单编号，体验都不太友善。 

 都不知道用户哪笔订单有问题，更何谈预测用户遇到了什么问题。 

问题预测：预测用户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预测平台服务类预测的终极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场景预测（预测用户是哪类问题，比如账户、物流、权

益等等）、先验知识预测（正负向的一些 pattern 以及 ranking）、用户预测

（预测来电的号码是哪个淘宝 id）等等。 

2、落地产品介绍 

预测平台经过半年多的发展，我们已经覆盖了阿里小蜜、店小蜜、热线小蜜、

XSpace、万象等 CCO 的各个服务端产品，下面我们就举例看下几个已经落地的产

品形态以及他们的效果。 

阿里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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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阿里小蜜的落地场景，分别是订单预测，问题预测猜你想问形态和问

题预测 bot形态。 

 订单预测主要在各个订单选择器的入口，比如输入框旁边的“+”键、问

题预测或者对话系统 NLU识别到用户意图后部分需要用户先提供订单等场景，算

法对用户订单列表做 reranking。目前，无意图场景和有意图场景对比上线前点

击率提升均约 16%-20%浮动，点击部分满意度提升 3.2%。 

 问题预测猜你想问形态，在用户各个渠道进入阿里小蜜后都会出现，目前

部分场景优先做全覆盖策略，部分场景优先做高准确策略，前者点击率较上线前

提高约 2-3倍，后者点击率高于上线前近 10 倍。 

 问题预测 bot 形态，我们模型判断非常高准确部分以上图第三种形态呈现

给用户，告诉用户是否 XX订单有 XX问题。目前这部分的有效率高于阿里小蜜整

体有效率 35个百分点，满意度也高 3个点，但是覆盖率相对较低，仅 3%。 

除了阿里小蜜外，我们还覆盖了下面几个场景： 

 热线小蜜（热线智能客服机器人）：用户进线优先反问用户是否遇到了“XXX

问题”，如果是则播报解决方案，否的话走热线流程；当对话判断到意图后则会

反问用户是否“XXX 订单遇到了问题”，如果是则走 SOP逻辑，否则请用户提供

订单编号。目前订单预测已经全场景上线，90%的用户反馈正确，满意度提升 7%。

“问题预测”目前还在开发中，期待今年双十一给用户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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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小蜜（店铺智能客服机器人）：产品形态类似阿里小蜜的猜你想问，近

期刚完成全行售后知识预测的上线，售后部分点击率提升 4%，解决率提升 4%。 

 Xspace 热线工作台（热线人工）。过往的热线人工服务，大部分小二都会

需要用户手动在手机端输入订单号码，体验有点糟糕。目前通过订单预测，避免

用户手动的输入，对大盘 att降低 6%+，覆盖部分 ATT降低 10%+，服务团队每天

可多接千级电话服务，全年节省成本百万级。 

 万象（面向商家咨询的智能客服机器人）。产品形态也类似猜你想问。覆

盖消保和交易场景，点击率提升 4%，解决率提升 4%。 

3、算法技术介绍 

目前算法部分的核心能力，如下图，不同的业务场景我们会组装不同的算法

能力，比如热线的订单预测(用户识别+订单定位)，在线小蜜的问题预测(意图分

流+订单定位+召回预测+目标预测)，每个子模块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描述，本章节

主要介绍其中的算法逻辑，具体落地方式参考第四章节。 

 

预测/推荐，通常的算法技术主要通过分类问题或排序问题来解，之前我们

也尝试了相对较基础的特征工程+RF的方式以及 W&D的模型，另外上图的不同能

力模块中，我们也尝试了 label-lda/xgboost 等算法，因为整个预测平台算法技

术模块划分相对较多，今天我们的分享主要围绕问题预测进行，本章节我们核心

介绍近几个月在问题预测方面的一些进展，具体当前线上的问题预测模型可以参

考下面的表格(MV-DSSM 正在对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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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问题预测的 base 模型 

近几个月，我们核心围绕 deep-ctr 的方式支撑业务，具体在不同的业务中

对比或上线了 DeepFM、PNN（IPNN）、DCN三个模型。以 DCN为例，作为对 Wide 

& Deep的扩展，DCN 模型可以有效学习大规模的稀疏和稠密特征，能够以较低的

计算开销（参数较少），有效抓住特征间的交叉关系。下图为文献中网络结构图： 

 

图片来源《Deep & Cross Network for Ad Click Predictions》Ruoxi Wang，

2017。交叉网络结构形式中，每一层都是学习一个特征交叉映射 f:ℝd→ℝd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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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 xl+1−xl 的残差。一方面，每一层学习的映射 f 都是一个对交叉特征的非

线性映射，然后通过拟合残差的方式，提高权重的敏感度，更适合稀疏的输入，

同时另一方面，方便网络整体的反向传播，提高网络训练效率。右侧是一般的全

连接层，是对原始输入特征的非线性映射，最后连接层是 softmax。 

此外，我们对 DeepCTR 系列算法做了一些改进。为了使 DeepCTR模型更具通

用性，我们参考了 Kaggle 竞赛：Mercari Price Suggesion中 4th方案的做法，

具体包括： 

 input 层同时支持 One-hot + Multi-hot 特征； 

 使用 2vect算法独立训练词向量； 

 加入文本 embedding 层； 

 

图片来自： 

ChenglongChen/tensorflow-XNN, 

https://github.com/ChenglongChen/tensorflow-XNN 

3.2 强化学习 

近期我们正在和计算平台的团队合作，基于 deep-ctr的 base模型（特征空

间较大，但是训练时间较长更新较慢），结合 drl做 reranking（根据 ctr-score

以及实时线上的一些反馈数据，通过构建 sequential 的排序方式进行 episode

建模），强化点击率/解决率/满意率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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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流计算 

既然我们有了问题预测的能力，很容易联想到为什么我们要等用户进入我们

的服务渠道我们才预测呢？为什么我们不在用户使用淘宝的时候实时监控用户

日志，主动预测用户的问题并第一时间发送消息触达到用户，提醒用户来阿里小

蜜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他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流计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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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目前对召回用户达到 86.42%精确率；模拟全量用户实时计算主动服

务场景，覆盖率为 0.1%。TextCNN方法最先由《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Sentence Classification》，Kim Yoon 提出以解决文本情感分类问题。在

工程领域普遍认为是 LSTM等复杂序列化模型的替代。 

根据我们提出的 touch2vect的编码并结合改进的 TextCNN序列数据做分类。

首先基于海量用户的页面浏览路径，以及随之遇到的问题，无监督的挖掘背后的

“语义信息”并保存为编码模型。在 Embedding representation 阶段，系统通

过接入(手淘、天猫)实时浏览日志，将用户的序列化页面浏览路径（页面 1>页面

2>…>页面 N）编码为二维向量作为输入，通过 CNN 提取序列化的隐含模式，最

后让模型所激活的 Top“问题/知识”作为预测结果。 

目前这个子项目正在进行中，离线评测效果为召回 1.5%的前提下，准确率

86.3%。不使用 rnn based 的模型，一是因为 rnn性能相对糟糕，况且在日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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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的前提下更加麻烦；二是因为目前第一版模型，以相对简单探索为主，避免

模型太复杂影响调研结论，当然目前也已经开始打算尝试一些序列化的模型。 

4、平台化方案介绍 

随着早期快速的业务支撑落地拿结果，逐渐发现了以下一些瓶颈： 

 代码重复建设，阿里小蜜 、店小蜜、热线小蜜中代码重复开发，逻辑分

散，业务无法快速响应。 

 模型评测逻辑分散，各算法工程师各自维护，重复开发，评测效率低。 

 算法服务管理分散，各算法工程师独立维护，无法统一管理和维护所有算

法服务。 

 模型更新后，算法服务无法自动化更新，模型迭代效率不高。 

因此，今年我们启动了整个平台化的进程。整体功能包含算法流式引擎、取

数、特征工程、模型训练、算法灰度、在线评测、自动降级以及自动上线等，提

供各类预测服务的一体化平台。当前阶段的重点工作主要在算法能力模块化（通

过可串联、可编排的算法流式引擎，实现算法能力复用，快速响应业务，快速验

证算法效果）、统一数据源及特征工程（可使算法同学专注算法实现，验证算法

效果）、统一算法服务管理及模型评测（避免算法评测代码重复开发）、算法服

务自动化更新（提升模型发布效率，保证模型的时效性）、线上推荐点击数据自

动回流（通过线上数据反哺模型，提升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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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案如上图，核心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1.执行引擎串联预测流程，提供预测能力，通过组件化改造预测流程使系统

有更好的扩展性，业务场景覆盖从之前的代码开发，改造为通过配置化支持。 

2.离线计算部分，数据源主要来源于三部分，odps的离线+TT日志+TC等在

线接口，一部分用于规则部分的计算，另一部分输出到 odps 用作离线训练和实

时算法的输入数据。 

3.实时计算部分，数据源主要来自于用户线上的实时日志数据，通过 Blink

和 EAS服务进行实时计算，输出预测结果，一部分直接推送给终端用户，另一部

分和用户进线后的预测结果进行整合。 

4.预测平台管理后台，主要用于预测服务的运维光立，提供算法服务管理，

预测流程 Flow管理，支持算法自动上线，灰度调控，算法服务降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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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流式引擎方案如上图 

 Component：(调算法，取数，自定义处理)组件。开发者编码实现最多的

地方。 

 Module：模块，一组 Component的可选实现的顺序组合(串行)。 

 Switch：开关，条件、顺序、并发、重复、终止等逻辑判断和流程操作的

执行器和调度者，用于连接各个上下游 Module。开发者须在此做具体实现，支持

N路开关（n in, m out）。 

 Flow：工作流，一组实现完整预测功能的 Module 和 Switch 的 DAG 组合。

一个 Module 可以被多个 flow共享（一次请求只执行一次）。 

 biz：业务，由多个可配置的工作流组成，支持一项问题预测业务的问题

预测 client 的调用。client调用方只关心 biz-id。 

5、总结 

作为一个平台化支持阿里小蜜家族的项目，大半年时间，已经落地了不少

CCO touch服务的端，并且还在不断的努力中，在我做这份总结以及整理项目组

成员和合作团队的时候(涉及 50 多号同学)，真心感觉这一路大家亲密无间的并

肩作战以及大家的付出，整个体系也相对较复杂，今天先把问题预测核心部分的

内容在这里做个简单分享，后面再找时间分享下其他的内容。 

最后打下招聘广告，阿里小蜜团队招聘 NLP、推荐/预测相关算法同学，有意

向欢迎邮件至：shiwan.ch@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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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用户电话排队，阿里研发了智能客服调度系统 

作者：力君 

 

小叽导读：提到调度，大家脑海中可能想起的是调度阿里云的海量机器资

源，而对于阿里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CCO）而言，我们要调度的不是机器，而

是客服资源。今天，我们邀请阿里高级技术专家力君，为大家分享自动、智能

的客服调度系统——XSigma。 

0、背景 

一提到调度，大家脑海中可能想起的是调度阿里云的海量机器资源，而对于

阿里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CCO）而言，我们要调度的不是机器，而是我们的客

服资源。 

为什么客服需要调度？CCO 目前承接了阿里集团以及生态体的客户服务业

务，我们的客户通过各个渠道来寻求解决各类问题，每天的进线量巨大，而且经

常伴随着突发性进线，比如天猫代金券出了问题，在几分钟内就会造成几千通热

线或在线咨询。面对种类繁多、海量、突发的客户问题，我们的服务能力往往难

以满足，常常造成用户排队，甚至放弃，自然我们产生了对调度的需求。 



270 
 

 

客服调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提升客服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用更少的

客服资源获得更佳的用户体验。如果我们招聘大量的客服，也能让用户获得更好

的体验，但是容易造成人力浪费，更多的人手意味着更多的培训成本、管理成本

和人力成本。 

与机器调度相比，客服调度有它的复杂点： 

1）机房增加一台新物理机，机器虚拟化后就可以快速被使用，而招募一个

新客服，得需要长时间的培训才能让他具备线上服务能力； 

2）客服间差别大，不同客服的业务技能有区别，很难直接让 B 技能组的客

服处理 A技能组的任务，即使是掌握同一技能的客服，他们的服务能力也有大的

差别，而机器差别不大，很多业务可以使用相同类型的机器； 

3）客服是人，他有权利选择上班、小休，他的工作效率、质量会随着他的

情绪、体验、服务的会员、工作时长等波动，调度时需要考虑他们的感受，而调

度机器时无需顾忌； 

4）突发场景多，业务问题、系统故障等都是无规律爆发，波动特别大，很

难准确的提前排好一天的人力。 

现场管理员是否能应对如此复杂的客服调度？答案是否定的。在没有调度系

统之前，现场管理员基本靠手工来调度，随着体量越来越大，缺陷逐渐暴露： 

1）响应慢：比如周末线上排队时，现场管理员可能会收到电话反馈，然后

再打开电脑去手工放个临时班等等，从排队发生到调度生效超过十几分钟很正

常；  

2）不精准：缺乏数据指导，统筹优化能力弱。举个例子，A技能组排队时现

场管理员想将 A技能组的流量切一些到 B里，切多少，分给谁，可能都是拍脑袋

决定，决策结果也无法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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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段缺：可用的手段非常少，无非就是手动排班放班、手工切个流，管

控下小休、发个公告等，没有充分挖掘出客服的能力和潜力。 

明确了客服调度的核心问题，也知道了难点，更看到了目前的现状后，我们

决定打造一款自动、智能的客服调度系统——XSigma。 

1、XSigma 大图 

XSigma 调度系统按功能模块可以分为手、脑、眼几块。手就是能提升客服资

源利用率、客服服务水平以及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手段，比如溢出分流、预约回拨、

现场管控、激励、排班、应急放班、培训等。手段这么多，在不同业务不同场景

下如何抉择是一个难点，这里需要大脑也就是调度中心来做决策。决策产生的复

杂调度逻辑如何能让现场管理员、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更好地理解？我们通过可

视化技术将复杂的调度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实时图形界面，即调度系统的眼睛

-调度大屏。手、脑、眼功能具备后，如何让他们磨合得越来越好？我们通过仿

真演练系统来锤炼。 

 

下面会对图里的模块一一介绍。 

2、提前准备：排好班 

 如果能预测好需，准备好供，那客服调度就成功了一半。在我们业务中，

不同类型的客服排班模式不同。云客服采用的是自主选班模式，管理员只需设置

好每个时间段的选班人数，让云客服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自行选班。而 SP（合作伙

伴）采用的是排班模式，需要管理员根据每个时间段的话务量来安排每一个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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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能够保证每个时间段的接通率达到最大，又要能够协调好客服人员的休息和

工作时间，保证每个客服人员的总工时大致相等，这非常考验管理员的统筹能力，

当客服数目变多后，人工排班给管理员带来了巨大挑战。 

不管哪种模式，都需要提前预测未来两周的需要服务量（业务上按 1~2周的

粒度排班），这其实是个标准的时间序列预测问题。结合历史数据，我们可以按

照部门-技能组的粒度预测出未来 2 周的服务量，当然，这种离线的预测只是一

种近似，很难精准预测。 

 

对于合作伙伴公司客服的排班，可以抽象为多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问题，在实

际场景中，我们采用了组合优化算法。 

3、 水平扩容：预测式应急放班 

提前排班很难精确预估服务量，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下周一 13点 25 分会出

现个代金券问题导致大量用户进线咨询。 

对于这种突发性质的流量或者比上班服务量大的流量，我们能不能像调度机

器一样，快速水平扩容一批客服来上班。对于社会化的云客服，我们可以做到，

比如排队数超过某值时，自动触发云客服的应急放班。通过实践发现云客服从选

班到上班一般需要十多分钟时间，如何进一步节省这十多分钟的黄金处理时间？

将应急放班升级为预测式应急放班！提前几分钟预测到即将到来的大流量，提前

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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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两个模型，一个是服务量实时预测模型，该模型能根据实时数据如

会员的操作行为，会员在小蜜的行为，故障场景，并结合历史进线量来综合预测

某一技能组未来 30分钟每一分钟的进线量。 

有了服务量预测数据输入后，应急放班模型就可以结合当前服务会员情况，

未来 30 分钟客服排班情况、会员消耗速度、溢出关系等综合指标，来推断出是

否要触发应急放班以及放班的服务量。一旦触发应急放班后，线下通知模块会通

过电话、短信等手段来通知合适的客服来上班。 

与调度机器不同，我们需要时刻考虑客服感受，为了避免打扰没有上班意愿

的客服，我们让客服自主设置是否要接收通知。 

4、负载均衡：溢出、分流 

尽管预测式应急放班效果不错，但目前只针对云客服有效，对于 SP 类这种

非选班类的客服怎么办？我们发现，线上排队时，往往是某几个技能组出现大量

排队场景，比如商家线爆了，消费者线的客服可能处于空闲状态。如何解决这种

忙闲不均问题？一个直观的极端想法就将所有的组变成一个大池子组，通过负载

均衡分配让每一个客服都处于繁忙状态，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而事实上并不是

所有的技能组之间都能互相承接，这里既要权衡业务，又要线下培训让客服具备

多技能。 

XSigma 提供了技能组相互分流、溢出的配置功能，只要满足触发条件，就能

实时分流溢出，解决了以往靠现场管理员手工改客服技能组的痛苦。 

 



274 
 

 

对于一些场景而言，技能组间的溢出粒度有点粗，比如设置了 A技能组排队

可以溢出到 B技能组，并不是 B技能组的每一个客服都能承接 A的业务，只有进

行了培训的客服才能承接，XSigma同样提供了给客服打技能标签的功能。 

5、垂直扩容：弹性+1 

有些业务比较复杂，很难找到其他技能组进行溢出，我们将注意力转到正在

上班的客服上。在线客服可以同时服务多个会员，如果一个客服最大服务能力是

3，那么他最多同时服务 3 个会员，这个值由管理员根据客服的历史服务水平来

设置。 

 我们发现尽管很多小二的最大并发能力是相同的，在他们满负荷服务会员

时，他们的服务水平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忙闲程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为什么？ 

 小二本身水平有差异 

如下图所示，某技能组的客服最大服务能力都是 3，最近一个月这个技能组

的客服在同时服务 3 个会员场景下的平均响应时间分布（平均响应时间正比于客

服回复速度），可以看到数据呈一个大致正太分布，说明小二服务水平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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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不同 

举个例子，A 和 B 两个客服最大服务能力都是 5，同样都在处理 5 个会员，

但是 A的 5个会员差不多都到会话结束尾声了，B的 5个会员都才刚刚开始，这

个例子下 A和 B两个客服当下的忙闲程度明显不同。 

既然小二的服务水平有差别，实际场景千差万别，那能不能在技能组排队时

刻让那些有余力的小二突破最大服务上限？ 

XSigma 提供了两种策略来让小二突破服务上限。 

1）主动+1模式 

当技能组达到触发条件时，XSigma 会主动点亮客服工作台的+1 按钮（如下

图红框所示），客服可以点击来主动增加一个会员进线，这种方式相当于是将扩

容权利交给客服，因为只有客服自己知道目前忙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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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制+1模式 

如果某些技能组是强管控类型，可以选择开启强制+1 模式，XSigma 会结合

数据自动选择一些合适的客服来突破服务能力上限，比如他之前最大服务能力是

5，我们会同时让他服务 6个会员。 

6、削峰填谷：预约回拨 

对于热线来说，小二不可能同时接好几个电话，而且业务上可承接的线下客

服也少，这时候如果出现大面积排队怎么办？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很多技能组在一天内的繁忙度在波动，有高峰也有低峰，

下图所示展示了某技能组的剩余服务数，可以看到有两个繁忙时间段，10~13 点，

17~21 点，这两个时间段的空闲服务数很多时候都是 0，而其它时间段相对比较

空闲，如果能将这些繁忙时间段的进线量腾挪到非繁忙时间段，这样就能大大提

升客服的人员利用率，也能避免客户排队的烦恼。 

怎么做呢？通过预约回拨，将当下服务转变为未来服务。如下图所示，主要

有两个模块构成。 

1）预约触发器。用户电话进来后，预约触发器会根据技能组的繁忙情况，

来判定是否要触发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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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拨触发器。采用系统主动外呼模式，一旦发现技能组繁忙度处于低峰，

就会触发回拨，只要用户电话被接通，就会以高优先级进入到分配环节，从而让

客服人员在有效的工作时间内都在真正的与客户通话。 

 

7、最优分配 

调度的目标是：“提升客服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用更少的客服资源获

得更佳的用户体验”。前面这些策略的关注点更多是在提升客服资源利用率上，

有没有什么策略能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我们从分配这一环节入手。 

本质上我们要解决的是“会员（任务）-客服匹配优化”问题。在传统模式

下，分配就是从某技能组的排队队列中找到一个等待时间最长的会员，然后再找

一个该技能组下最空闲的客服完成匹配。这种公平分配方式考虑维度单一，未能

在全局层面上掌握和调度分配有关的会员、客服、问题等各类信息。 

匹配优化问题其实是二部图匹配问题，如图所示，在某一时刻，我们可以得

到某技能组下未分配的客户（任务）以及具备剩余服务能力的客服，如果能知道

每个任务与每个客服之间的匹配概率，那就可以通过稳定婚姻算法找到最佳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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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求得任务与客服之间的匹配概率？抽象为分类回归问题，核心在于构建

大量样本（x1,x2,x3,…,xn）(y)。针对一通历史会话任务，y是客户评分或会话

时长（目标可选），而 x 既包含了客服特征如过去 30 天的满意度、平均响应时

间等等离线指标，以及客服当前会话的服务会员数、最大会员数等实时指标，也

包含了任务的特征，如问题类型、等待时间、订单编号、重复咨询次数等等。样

本有了后，下面就是选择分类算法进行训练，最终我们采用了 CNN。 

在迭代过程中发现，模型会将流量更多分配给好的客服，而指标相对较差的

客服的流量则变少，为了避免少量客服上班接不到客反弹的情景，我们将公平性

的指标引入到模型中。 

8、智能培训：大黄机器人 

通过最优分配来提升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流量更多分给了能力强水

平高的客服，而这部分客服的占比不高，为什么？为了应对 11、12 这两个特殊

月份的高流量，业务团队要招募培训大量的云客服。这些新手涌入必然会对满意

度带来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要想进一步提升满意度指标，必须提升新手客服的

服务水平。 

 对于新手，在上岗前提升他们水平的唯一方式就是培训，传统的培训都是

通过线下让云客服看视频等学习资料，然后进行笔试，通过后就直接上岗，带来

的问题是很多新客服对平台的工具、解决方案都不熟悉就直接服务会员，会员体

感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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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练车场景，我们发现练车有科目 1、科目 2、科目 3 等不同流程，科目

1学习理论，科目 2 和科目 3实战模拟，如果我们引入这种实战模拟就能大大提

升新客服的服务水平。 

我们创新的提出了使用机器人（大黄）来培训客服这一全新的客服培训模式

（已申请专利）。新客服在培训租户里，通过点击大黄头像，会产生一通非常真

实的模拟会话，通过和会员聊天，不断学习平台工具使用，不断提升解决客户问

题能力。一旦会话结束后，大黄机器人会对这通会话进行评价，并会告知应该使

用某种具体的解决方案来回答用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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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客服，目前必须完成大黄 80 通会话后才能上岗，整个财年培训客服

几万人，服务会话量达到几百万轮次。abtest 显示通过大黄试岗的客服不管在

满意度、不满意、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服务时长等各项指标上都有非常明显提升。 

9、统一的调度中心 

从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客服调度策略多且复杂，每种策略都起到了一定提升

客服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来了，不同场景下这么多策略

如何选择？比如现在技能组 A突然排队 100个会员，这个时候是直接溢出到其他

技能组，还是触发主动+1或触发应急放班呢？这里需要一个大脑来做决策。 

如何让这个大脑适用于各种复杂的业务场景是难点。我们平台目前租户就有

几十个，仅淘系这一个租户就划分了几十个客服部门，每个部门下又细分了一系

列技能组，不同部门间业务场景不同。在严重缺乏历史数据积累情况下，很难直

接通过训练一个决策模型来适应多种业务。于是我们的思路就转换为直接利用现

场管理员的专家知识，让他们将决策逻辑沉淀为一条条的规则。 

目前平台上已经配置了上万条规则，每天生效的规则也有几千条，这些数据

的沉淀让我们可以通过智能优化技术实现真正的智能调度决策大脑。 

10、调度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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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调度策略繁多、逻辑复杂，调度结果会切实影响整个环节参与者的感受，

因此我们搭建了 XSigma 调度大屏，方便大家理解。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调度大屏

能建立起使用方对调度系统的信任感，降低开发人员和管理员发现、定位并解决

系统问题的成本。举个例子，管理员在 XSigma 平台上设置一些规则，比如 A 技

能组排队数>=1触发溢出到 B技能组，设置完后他心里没底，他也不知道设置的

逻辑是否生效，往往会让开发同学再次确定下有没有生效，而现在有了可视化调

度大屏，既能观察到各个技能组的服务量、剩余服务量等实时监控数据，也能看

到实时调度各种策略生效的过程，以及每天调度的实时汇总明细数据。 

11、仿真演练 

在调度优化场景中，如何评估调度系统的好坏至关重要。有没有一种手段能

评估 XSigma 是否能适应各种场景？能提前证明在双 11 这种大促期间也能顺畅

的调度？能及时发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也是业务同学迫切

需要知道的。 

仔细思考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和技术的全链路压测要解决的问题很相似，我

们要做的其实是业务上的全链路压测，于是我们搭建了客服调度的仿真演练系统。 

基于大黄机器人，我们已经能模拟会员进线，通过定制改造，机器人可以制

造各种主题类型的题目，比如双十一类型场景等。在此基础上，结合业务同学的

预估量，可以设置出各个技能组的进线量。 

在双十一之前，业务同学使用这套演练系统大规模演练过两次，由于是基于

真实服务量进行演练，而不是以前的口头相传的方式，让调度上下游每一个参与

的同学都有压力感。在演练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改进后，大大提升了我们应对

大促突发流量的信心。 

12、小结 

XSigma 智能客服调度系统采用自动化配置、机器学习等技术，将复杂的调

度问题分层处理，并在日益增长的会员任务基础上，不断精细化调度模型依赖的

状态预估数值，不断提高调度模型的多目标规划能力，同时通过大量运用平台可

视化技术，以实时、图表化的方式将系统运行状态呈现出来，最终在客服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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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时间上得到优化效果。该系统上线后，相比于往年，服务不可用时长这

一业务核心指标直接下降 98%。 

最后打下招聘广告，阿里巴巴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 RDC 团队招聘 JAVA、算

法同学，这里有最复杂的业务场景，整个集团以及合作伙伴的服务 CRM 由我们构

建，这里有最智能的产品，智能调度引擎、智能客服助手、培训机器人等不断刷

新着服务领域记录。有意向欢迎邮件简历：zhanlijun.zlj@alibaba-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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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疾病监测的漏诊比率？一种新的分类学习算法 

作者：张翱，李楠，浦剑，王骏，严骏驰，查宏远 

 

小叽导读：在高风险分类（例如：高死亡率疾病监测、自动驾驶等场景）

中控制假阳性率是非常重要的，由算法得出的结果将对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遗漏一名潜在病人的风险，远远高于误诊一名正常人。因此，我们希望在保证

分类器假阳性率(即错误地将负样本分类为正样本的概率) 低于某个阈值 τ 的

前提下，最小化其误分正样本的概率。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阿里工程师如

何实现这个目标。 

1、摘要 

许多实际应用需要在满足假阳性率上限约束的前提下学习一个二分类器。对

于该问题，现存方法往往通过调整标准分类器的参数，或者引入基于领域知识的

不平衡分类损失来达到目的。由于没有显式地将假阳性率上限融合到模型训练中，

这类方法的精度往往受到制约。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排序——阈值方法τ-FPL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

设计了一个新的排序学习方法，其显式地将假阳性率上限值纳入考虑，并且展示

了如何高效地在线性时间内求得该排序问题的全局最优解；而后将学到的排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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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转化为一个低假阳性率的分类器。通过理论误差分析以及实验，我们验证了τ

-FPL对比传统方法在性能及精度上的优越性。 

2、研究背景 

在疾病监测，风险决策控制，自动驾驶等高风险的分类任务中，误报正样本

与负样本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不同的。例如，在高死亡率疾病检测的场景下，遗

漏一名潜在病人的风险，要远高于误诊一名正常人。另一方面，两类错误的损失

比也很难量化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加合理的学习目标是：我们希望可以

在保证分类器假阳性率(即错误地将负样本分类为正样本的概率) 低于某个阈值 

τ 的前提下，最小化其误分正样本的概率。可以看到，由于问题的转换，传统

的基于精度(Accuracy)，曲线下面积(AUC) 等目标的学习算法将不再适用。 

假阳性率约束下的分类学习，在文献中被称为 Neyman-Pearson 分类问题。

现存的代表性方法主要有代价敏感学习(Cost-sensitive learning)，拉格朗日

交替优化(LagragianMethod), 排序——阈值法(Ranking-Thresholding)等。然

而，这些方法通常面临一些问题，限制了其在实际中的使用： 

1.需要额外的超参数选择过程，难以较好地匹配指定的假阳性率； 

2.排序学习或者交替优化的训练复杂度较高，难以大规模扩展； 

3.通过代理函数或者罚函数来近似约束条件，可能导致其无法被满足。 

因此，如何针对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给出新的解决方案，是本文的研究目

标。 

3、动机：从约束分类到排序学习 

考虑经验版本的 Neyman-Pearson 分类问题，其寻找最优的打分函数 f 与阈

值 b，使得在满足假阳性率约束的前提下，最小化正样本的误分概率： 

 

我们尝试消除该问题中的约束。首先，我们阐述一个关键的结论：经验

Neyman-Pearson分类与如下的排序学习问题是等价的，即它们有相同的最优解 f

以及最优目标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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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f(x[j]^-)表示取负样本中第 j大的元素。直观上讲，该问题本身是

一个 pairwise ranking 问题，其将所有的正样本与负样本中第τn 大的元素相

比较。从优化 AUC 的角度，该问题也可看作一个部分 AUC 优化问题，如图 1 所

示，其尝试最大化假阳性率τ附近的曲线下面积。 

 

图 1: Neyman-Pearson 分类等价于一个部分 AUC优化问题 

然而，由于引入了取序操作符[.]，可以证明，即使将 0-1 损失用连续函数

替换，该优化问题本身也是 NP-hard的。因此，我们考虑优化该问题的一个凸上

界： 

 

这里 l是任意 0-1损失的凸代理函数(convex surrogate function)。（2）

仍然是一个排序问题，其尝试最大化负样本中得分最高的那部分的“质心”与正

样本之间的距离。这个新问题有一些良好的性质： 

1.通过设计高效的学习算法，我们可以在线性时间内求得该问题的全局最优

解，这使其非常适合于大规模数据下的场景； 

2.形式上显式地包含τ，无需引入额外的损失超参数(cost-free)； 

3.最优解 f有可理论保证的泛化误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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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从对抗学习(Adversarial learning)的角度，给出排序问题(2) 

的一个直观解释。读者可以验证，（2）与如下的对抗学习问题是等价的： 

 

其中 k = τn，且 

 

换句话说，排序学习问题(2)可以看作是在两个玩家——打分函数 A 与样本

分布 B 间进行的一个 min-max 游戏。对于 A 给出的每个 f，B 尝试从负样本分布

的集合△中给出一个最坏的分布 p，以最小化 A的期望收益。该游戏达到纳什均

衡(Nash equilibrium)时的稳点，也就是我们要求的最优解。 

4、τ-FPL 算法总览 

如上所述，τ -FPL 的训练分为两个部分，排序 (scoring)与阈值

(thresholding)。在排序阶段，算法学习一个排序函数，其尝试将正样本排在负

样本中得分最高的那部分的“质心”之前。阈值阶段则选取合适的阈值，将学到

的排序函数转化为二分类器。 

排序学习优化算法 

考虑与(2)等价的对抗学习问题(3)，其对偶问题如下： 

 

这个新问题不含任何不可导项，并且目标函数 g 是光滑的(Smooth)。因此，

我们可以使用投影梯度下降算法求解该问题，并利用加速梯度方法(Nesterov)获

得最优的收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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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时间的变上界欧式投影 

排序学习算法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将梯度下降的解投影到可行集 Gamma_k 上。

我们注意到，这个投影问题是一大类被广泛研究的欧式投影问题的推广。然而传

统方法仅对一些特例可以高效求解，即便对于该问题的一个简化版本，也仅能达

到 O(nlogn +τn^2) 的超线性复杂度。 

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算法，能够在 O(n) 的线性时间内高效地求解该投

影问题，且其性能不受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该算法的核心是二分求根法与分治

法的有效结合。根据 KKT最优条件，我们将投影问题转换为一个求解分段线性方

程组的问题，该方程组仅包含三个未知的对偶变量，且可以通过二分求根法获得

指定精度的解。进一步地，利用方程组分段线性的特殊结构，以及对偶变量间“同

变”的单调性质，我们可以在二分过程中逐步减少每次迭代的计算消耗，最终显

著减少总的算法运行时间。实验中，我们观察到随着 n与τ的增长，我们的算法

较现有的求解该类问题的方法有一至三个数量级的性能提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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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们的方法与现存算法(PTkC)在求解简化版问题时的性能对比(log-

log曲线) 

阈值选择 

阈值选择阶段，算法每次将训练集分为两份，一份训练排序函数, 另一份用

来选取阈值。该过程可以进行多次，以充分利用所有样本，最终的阈值则是多轮

阈值的平均。该方法结合了 out-of-bootstrap 与软阈值技术分别控制偏差及方

差的优点，也适于并行。 

5、理论结果 

收敛率与时间复杂度 

通过结合加速梯度方法与线性时间投影算法，τ-FPL 可以确保每次迭代的

线性时间消耗以及最优的收敛率。图 3将τ-FPL 与一些经典方法进行了对比，

可以看到其同时具备最优的训练及验证复杂度。 

泛化性能保证  

我们也从理论上给出了τ-FPL 学得模型的泛化误差界，证明了泛化误差以

很高的概率被经验误差所上界约束。这给予了我们设法求解排序问题（2）的理

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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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算法的训练复杂度比较 

6、实验结果 

 

图 4 报告了不同算法优化部分 AUC 的效果，'N/A'代表该模型的训练无法在

一周内完成。可以看到，τ-FPL对于不同τ值，在大部分实验中都具有较好的表

现。另外，其相比二分排序算法有明显的性能优势。 

 

图 5比较了不同算法输出的分类器的分类性能。这里选取 NP-score 作为评

价标准，其综合考虑了分类器间的精度差异与违背假阳性率约束的惩罚。可以看

到，采用 OOB 阈值的算法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可有效地抑制假阳性率在允许范围

内。另外，即使采用同样的阈值选择方法，τ-FPL 也可以获得较代价敏感学习

(CS-SVM-OOB) 更好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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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总结 

在高风险分类任务中控制假阳性率是重要的。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在指定

的假阳性率容忍度τ下学习二分类器。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排序学习问题，

其显式地最大化将正样本排在前 τ% 负样本的质心之上的概率。通过结合加速

梯度方法与线性时间投影，该排序问题可以在线性时间内被高效地解决。我们通

过选取合适的阈值将学到的排序函数转换为低假阳性率的分类器，并从理论和实

验两个角度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本论文收录于 AAAI 2018 

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abs/1801.0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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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无监督模型，防范信用卡欺诈？ 

作者：田友 

 

小叽导读：国际支付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以一定的支付工

具和方式，清偿因各种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国际债权债务的行为。在支付

中，如果伪造、冒用他人的卡进行支付或者用自己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

支，就构成了欺诈。本文将无监督模型应用在信用卡欺诈检测中，在国际

信用卡欺诈检测场景下，autoencoder 模型对比规则，召回率提升约 3

倍，准确率提升约 40%，模型效果优于规则，且维护成本比规则低。 

1、国际支付中的信用卡欺诈 

问题严峻性 

从大的环境来说，信用卡欺诈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偷盗、伪造、倒卖卡的产业

链，给银行和用户造成很大的损失。国际站平台上发起信用卡支付时，如果发生

盗卡，通常只要在一个月内报知银行，用户就只损失很低的金额，其他的部分由

银行协调平台赔付，当平台短时间内发生大量盗卡事件时，平台不仅要赔付用户

盗卡损失，还会被结算机构根据既定的协议处罚甚至终止合作。因此及时有效地

识别平台上的欺诈案例并进行拦截，是风控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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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站购买商品采用信用卡支付时，需要在平台上发起支付，经过支付网

关路由到各个收单行，由收单行进行授权，授权成功后再进行请款，才能完成一

笔支付。目前风控系统在支付发起、银行授权和请款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风控策

略进行欺诈预警和拦截，能够解决一部分欺诈问题，特别是与历史发生类似的欺

诈案例。 

当前的风控策略主要是基于业务经验和对历史欺诈案例进行分析生成的经

验规则，而欺诈团伙为了绕开风控系统，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欺诈手段，当前的

这种风控策略对于新出现的欺诈方式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和预警。 

平台的数据优势 

与银行及其他外部信用卡风控机构相比，国际站支付除了可以拿到支付发起

人、设备和卡等与当前支付密切相关的信息外，平台上还沉淀了丰富的交易数据，

与外部风控机构相比，可以获取更全面的数据，如何利用这部分数据，及时有效

地识别欺诈案例，既要能识别历史出现的类似欺诈 case，又要能识别新的欺诈

手段造成的欺诈 case，还要不伤害平台的用户体验，对非欺诈 case能快速通过，

尽可能低的减少误拦截，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2、无监督信用卡欺诈检测方案 

无监督 VS有监督 

在信用卡异常检测场景下，理想的情况是输入一条信用卡支付的相关特征数

据后，检测模型能够判定出该支付是否异常（或者给出异常值），直观上可以转

换为分类或回归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只要从历史数据中获取标记的欺诈和

非欺诈支付样本，即可通过有监督的方式训练得到分类模型，用于判定是否欺诈，

并且我们也确实尝试过这样的方案。 

 上面的有监督模型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十分完美，但是在实际应用的

效果却差强人意。在信用卡支付中，欺诈尽管危害很大，但平台大部分的用户都

是正常交易支付，短时间内难以获取大量的异常样本，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

能获取到一定量的异常样本支持模型训练，得到的模型在训练集上进行预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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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有较好的表现。但是，当上线用于未来的支付欺诈检测时，效果会大打折扣，

这是因为欺诈者往往会升级自己的作案手段以规避风控系统，从数据上来说，新

的欺诈样本与训练集中的欺诈数据分布差异较大，训练集样本不能够很好的代表

测试集，从而导致模型过拟合，在测试集上效果较差。 

 有监督模型存在异常样本过少以及数据分布引起的过拟合现象，无监督模

型不需要标记正负样本，模型训练的数据集规模较大，采用实时训练，还可以及

时得将新出现的 case 添加到训练样本中更新模型，有效的避免因为数据分布引

起的过拟合问题，本文主要介绍用 autoencoder 算法进行信用卡欺诈检测。 

无监督的解决方案 

 欺诈感知 

信用卡欺诈发生在交易支付的流程中，理解这个流程，是我们感知识别欺诈

的前提，简单概括如下： 

 

欺诈行为虽然仅在支付流程中发生，但平台的支付源于交易，因此整个流程

中涉及的主体包括买家、卖家、商品、卡和关系信息（支付关系，交易关系）都

可以用于欺诈感知。因此欺诈感知的数据维度主要包括： 



294 
 

 

 基于原始的业务数据和经验，通过简单的统计方法或者规则，及时发现可

能的欺诈异常，同时快速放过正常的支付，提升正常支付的通过率和流畅度，初

步的感知策略既可以在监控系统中发挥直接的作用，也可以作为特征作用于自动

化模型，逐步迭代升级风控系统。 

 无监督模型——autoencoder 

autoencoder 是一种人工神经网络，用无监督的方式训练模型用于数据编码，

从而压缩得到有效的数据信息。网络中包括一个编码器和一个解码器，结构对称，

编码器用于将原始数据（输入）编码，解码器用于将编码后的数据解码得到原始

输入数据（输出），损失函数是原始数据与解码得到的数据之间的误差，模型训

练的目标是最小化损失函数。autoencoder的网络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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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eocder 用于信用卡异常检测 

信用卡异常检测场景下，训练样本中大部分是正常支付，只有少量是异常支

付，用未标记的样本训练 autoencoder模型，为了使最终样本整体平均的恢复误

差最小化，在训练时，网络结构中编码器和解码器会更倾向于适配正常支付样本

的特征模式，因此，当用测试数据作用于模型时，可以通过恢复误差的大小来判

定是否异常。具体算法如下[1]： 

 

 线上规则轻量化 

由于历史原因，风控系统中积累了大量基于业务经验的规则，用于线上进行

异常预警和拦截，随着规则积累的越来越多以及人员的变动，维护变得越来越困

难甚至难以操作，因此规则的轻量化也是该场景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借助于 autoencoder 模型的自动化编码能力，我们可以将规则抽取出来，进

行编码，作为模型的输入特征进行使用，评测结果显示，模型可以达到优于线上

规则的效果，因此可以逐步测试，用模型替换线上人工规则，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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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效果 

经过多次的实验和调优，在国际信用卡欺诈检测场景下，autoencoder 模型

对比规则，召回率提升约 3倍，准确率提升约 40%，模型效果优于规则，且维护

成本比规则低。此外，模型相比线上规则，能够更及时的检测发现新的欺诈类型，

从而降低平台损失。 

3、未来和后续 

autoencoder 模型在支付场景下的应用，是无监督模型在异常检测中的初步

实践和应用，打通了相关流程，取得了一定的业务效果，证明无监督方法在这一

场景下实践中的有效性。后续会在异常特征感知、特征去干扰、模型泛化能力以

及异常判定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优化的改进，并应用到领域其他业务场景上。 

参考文献： 

[1] Jinwon An and Sungzoon Cho. 2015.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basedAnomaly Detection using Reconstruction Probability. Technical 

Report. SNU DataMining Center. 1–18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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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深度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极致的数据透出与多维可

视化实战详解 

作者：孙凯 

 

小叽导读：深度网络对机器学习研究和应用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

同时却无法很清晰地解释神经网络的来龙去脉。迄今为止，深度学习不够透

明，神经网络整体看来仍然是一个黑箱。因此，人们一直致力于更透彻地去理

解其中复杂的过程，从而达到进一步优化的目的。由于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和

感受主要来自于视觉，良好的可视化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深度网络，并进

行有效的优化和调节。 

1、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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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引自 2018 AI predictions：8 insights to shape business 

strategy） 

尽管业界对于图像和 NLP领域，在可视化和可解释性等方向上已经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对于计算广告领域，目前还是空白，可以借鉴的平台或工具很少。而

可视化的前提，是需要先对训练模型进行相关数据透出，从而进行可视化分析评

估，最终使得神经网络从黑盒向白盒过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模型的可解释性。

但现有深度学习框架对数据透出的支持力度不大，还不足以满足日常训练的所有

需求，尤其是针对一些棘手问题，更加难以定位分析，乃至无从调试。 

同时，随着网络复杂度的急剧提升，传统的机器学习评估指标，如欠拟合/

过拟合/精准率(PR)/召回率(Recall)，并不能够全面地评估一个深度学习网络模

型的质量，而我们正在寻找一种途径或者说在摸索一种方式，尝试着去定义深度

学习质量体系，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并评估模型本身，即在一定条件下，通

过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解释性与可靠性，提升网络模型的可控性。 

基于此，平台在完善训练任务生命周期管理的同时，致力于提供更加全面的

数据透出方式（如本期新增的在线动态更新数据透出功能），并以深度学习特有

的多维度可视化等方向作为核心功能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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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epInsight 系统架构 

目前来看：数据科学负责见解；机器学习负责预测；人工智能负责行为。同

时，这几个领域之间存在着很多重叠。数据科学与其他两个领域不同，因为它的

目标跟人类的目标尤其接近：获得洞察力和理解力，这也是 DeepInsight 平台命

名的由来。 

 

 

DeepInsight 是基于分布式微服务集群化部署的深度学习可视化评估平台，

由前端 WEB平台+后端微服务+深度学习组件等三个子系统构成，各个微服务实例

之间是隔离的，互不影响；目前支持 TensorflowRS 及原生 Tensorflow 训练任务

的生命周期管理。旨在通过数据透出及可视化等手段，解决模型调试及问题定位

分析等系列问题，提高神经网络的可解释性；以生命周期管理的方式执行训练任

务，从而提供一站式的可视化评测服务。平台在赋能业务的同时，业务也会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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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理过的数据反馈给平台，从而构建以 DeepInsight 为基础数据核心的 AI 可

视化生态圈。 

 

3、基于数据透出的多维度可视化分析 

目前深度学习组件(TF-Tracer/TF-Profiler 等)主要负责数据透出、实时监

控和输出控制等，透出的数据主要是模型训练过程中的 Raw Data(未经加工或计

算统计)；后端微服务(Tensorboard+/Notebook+)和前端 WEB 平台(高维可视化)

负责相关数据的在线\离线\交互式等方面的可视化分析评估；以模型训练任务的

生命周期管理(Lifecycle)贯穿始终，从而形成多维度可视化分析的生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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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深度学习组件 

由于原生深度学习框架提供的功能有限，不能完全满足日常训练的调试分析

需求。DeepInsight 深度学习组件以透明的方式接入 Tensorflow 框架，支持本

地和分布式模型训练，以第三方库方式的安装。 

1）基于原生的深度学习框架 Tensoflow API(tf.train.SessionRunHook)编

写的即插即用组件，无需用户开发额外的代码，只需用户通过配置文件增加相应

配置信息，即可使用对应的组件； 

2）配置信息由组件开关和组件配置参数信息两部分组成： 

 打开相应组件开关后，组件功能不会对原有训练任务产生较大性能影响，

从而保证线上训练效率； 

 关闭相应组件开关后，对原有训练任务无任何功能或性能上的影响； 

3.1.1 TF-Tracer：基于计算图的全面数据透出 

数据透出组件 TF-Tracer是基于 Tensorflow 计算图(tf.Graph)开发的，可

以全面透出计算图中的所有变量(tf.Variable)，基于图数据集(tf.GraphKeys)，

通过正则表达式对变量集合进行匹配过滤，透出相应变量数据集合，同时也支持

直接指定变量列表进行数据透出，支持 NumPy/Bin 两种数据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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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非计算图中的变量，用户也可以通过回填的方式，添加到官方预置图

数据集或自定义图数据集中； 

 

 TF-Tracer配置文件示例，具体详见 TF-Tracer User Guide： 

     

"trace": "true", //tf_tracer 深度学习组件开关，如果为"false"或无此 key

的时候，会关闭此功能，同时对原有训练无任何功能或性能上的影

响    "trace_config": { 

        "graphkeys": "TRAINABLE_VARIABLES,<自定义 Graph Key>", //

支持自定义 graph key, 多个 key之间以逗号分隔        "scopes": { 

            "TRAINABLE_VARIABLES": "^layer3.*" //可选参数，支持

正则表达式(python.re)过滤, 详见文档底部；如不填写，则默认为 graph key(s)

中的所有 tensor(s) 

        }, 

        "every_steps": 5000, // 每 隔 多 少 步 ， 为 local 

step        "every_secs": 60, // 每 隔 多 少

秒         "step_range": { // 步 数 区 间 ， 为 local 

step            "start": 5000,  

            "end": 5010 

        }, //输出模式三选一，当 key同时存在时，优先级为：every_steps > 

every_secs > step_range        "save_config":{ 

            "dump_dir": 

"hdfs://ns1/data/xxx/tftracer/trace_output_dir", 

            "data_format": "csv", //可选参数, 默认为 csv，输出为

numpy格式，包括 global step，            "limit_size": 90000 //

可选参数, 针对同一变量 tag，每步输出数据的 max size，默认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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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_only": "false" //可选参数，在 dist_train模式下，支

持是否只有 work0(为 true 时)输出数据        "logview_level": 

"detail" // 可 选 参 数 ， 针 对 logview 打 印 分 级 ， 默 认 为

summary        "at_begin": "true", //可选参数, 会在 session run之

前 trace 输出一次，主要为非 variable数据        "at_begin_config": 

{ //含义和上述相同，会使用 save_config 中的参数作为存储配置 (除

limit_size) 

            "graphkeys": "default_summary_collection", 

            "scopes": { 

                "default_summary_collection": ".*Relu.*" 

            }, 

            "limit_size": 100000000 //可选参数，同上，输出数据的

max size，默认 100000000 

        } 

    } 

 对于常量或训练过程中恒定不变的变量，支持以[AT BEGIN]方式只在训练

开始时透出一次，从而提高性能，节省存储空间； 

 

 提供输出变量存储容量过滤，预置默认值，支持用户根据应用场景自定义

设置，其中[AT BEGIN]方式可以单独设置变量 numpy.ndarray.shape大小限制； 

 

 支持分布式多 session 输出，提供 cheif_only 配置选项，指定是否只有

work0输出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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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三种模式数据采样： 

1）every_steps：基于步数采样； 

2）every_secs：基于时间采样； 

3）step_range：基于步数范围采样； 

支持四种方式输出： 

1）HDFS：以变量为最小颗粒度生成日志文件，为每个 worker生成相应的文

件夹，将数据实时透出到 HDFS文件系统中，支持 Text/Bin两种格式，目前默认

以 CSV的格式存储，支持 ODPS直读； 

 

 

2)ODPS：通过 Swift Client 的以 Streaming 的方式实时将数据透出到 ODPS

中，并提供相关 UDF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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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gview：将数据透出到前端 WEB 平台，数据实时刷新，针对日志信息量

较大的情况，支持概要（具体信息可以通过上述 HDFS或 ODPS方式查询）和详细

信息等多种日志级别； 

 

 

4)Tensorboard+：支持将数据实时透出到 TensorBoard+ Text plugin 中，

由于日志信息量较大，支持日志概要和文件存储路径两种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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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可视化展示方式： 

1)前端 WEB 平台支持高维数据可视化展示：支持多种模式（面积图/柱状图

等）、支持不同时间轴（基于 layer input/global step）、支持动态旋转和放

大缩小展示，同时支持将数据（单一/批量）上传到 O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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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在线工作台（微服务 Notebook+）读取数据进行交互式可视化分析，

提供 TF-Tracer Reader 读取 HDFS数据，预装 PyODPS/scikit-learn/Matplotlib

等数据科学软件； 

 

目前 TF-Tracer 已应用到线上训练任务中，如 online learning，会实时透

出数据到 ODPS，性能测试结果如下： 



309 
 

 

3.1.2 TF-Tracer 黑科技：在线动态更新数据集实时透出 

现有深度学习框架的数据透出方式一般是静态的且不全面，尤其是分布式架

构。用户在训练任务开始前指定透出数据集，任务开始执行后不能修改；修改的

话，需要中断任务重新修改代码或配置。对于运行周期较长的模型训练，如

Online Learning，在训练过程中发现异常的话，有时很难根据现有透出数据进

行定位；而重启任务更新透出数据集的话，有些问题并不能复现（深度学习统计

学特性）。 

针对上述问题，TF-Tracer在不重启训练任务的前提下，支持在线动态更新

透出数据集： 

 支持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在线修改透出数据集合，并实时透出更改后的数

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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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本次模型训练计算图中所有变量列表，用户可以基于图数据集

(tf.GraphKey)，选择指定变量列表，同时支持多数据集变量去重； 

 针对于 cheif_only 等于 False的情况，即所有 worker都透出数据时，支

持指定 worker动态更新，非指定 worker透出数据不变，便于双向对比； 

work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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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1： 

 

 在 线 修 改 实 时 透 出 实 例 ： 变 量 从 layer2/biases:0 和

layer2/weights/part_0:0 到 变 量 layer1/weights/part_1:0 和

layer4/weights/part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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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Profiler：性能调优组件 

由于当前 Tensorflow timeline 文件只支持展示一个 session.run，不支持

展示多个 session.run，而线上训练都是基于分布式运行的，会产生多个

session.run（每个 worker至少产生一个）。而当分布式模型训练出现运行较慢

的问题时，需要从整体上定位分析，即一个 timeline 展示多个 session.run 的

集合，而 Tensorflow 不能满足此需求。 

 TF-Profiler 是基于原生的深度学习框架中的性能采样接口，进行了二次

开发，支持根据配置文件，自动化跨 session 生成性能数据、数据分层以及自动

分析统计等功能，同时对 Tensorboard+ Profile plugin 也进行了二次开发，实

现了对线上性能文件可视化展示。（TF-Profiler 具体功能详见：DeepInsight 深

度学习评估平台 -- 性能调优组件） 

 

3.2 后端 Docker微服务 

当前主要包括 Notebook+（交互式可视化分析）和 Tensorboard+（可视化工

具）两类 Docker 化微服务，前端 WEB 平台负责容器编排，通过 Nginx 反向代理

提供动态端口转发功能，支持多用户并发访问；容器实例以集群的方式部署在多

个服务器上，同一服务器上的容器对不同用户而言使用不同端口访问，并做到进

程间隔离，在高并发的同时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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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微服务实例支持资源自动释放，即满足相应条件后自动退出，并调用

前端平台集群管理模块接口，更新容器状态；同时支持基于用户资源的鉴权服务，

即当前用户只能访问平台分配给其的 URL资源，用户之间不能互相访问其他人的

URL（会强制跳转重新登录），做到数据隔离。另外，由于后端使用微服务的方

式，后续新类型的服务可随时增加并在线扩展。 

3.2.1 Notebook+：交互式可视化分析 

基于 Jupyter Notebook 开源版本进行二次开发的 Docker镜像服务，提供交

互式可视化分析及线上本地调试等服务。 

 提供 TF-Tracer Reader 在线读取日志文件进行交互式可视化分析，支持

HDFS/OSS/ODPS/GIT 等方式读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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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TensorflowRS 线上本地模型训练，支持 iPython和 Terminal 两种运

行方式； 

 

 和前端 WEB平台实验室双向打通，本地调试完成后可以将脚本直接转储至

前端 WEB 平台实验室，进行后续的分布式训练；当线上训练异常后，可以跳转至

在线工作台(Notebook+)进行线上本地调试，从而提高效率节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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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Python2 和 Python3 两种运行环境，其中 Python2 为 TensorflowRS

运行环境，Python3 为最新版原生 Tensorflow 运行环境，预装 Keras 等深度学

习框架及相关数据科学软件； 

3.2.2 Tensorboard+ 2.0：高性能实时在线可视化 

在原有版本上更新了 Tensorboard+ core版本，从 1.2.0rc更新到了 1.5.0a，

同时保持了原有 1.0 版本数据目录在线动态切换及数据报表聚合对比等功能： 

优化了数据加载模块，启动性能提升了 3~5 倍左右，解决了线上超大数据文

件加载慢的问题，改善用户体验； 

在性能不变的前提系，增加 Scalar 图加载数据点数，由原来的 200 点上升

至 1000 点，图像精度更高，更加利于可视化分析； 

 

3.3 前端 WEB平台 

基于 Web UI和 HTTP API 等方式对外提供服务。其中前端 UI主要面向终端

用户；API接口主要面向第三方平台，如 PAI 和 XDL等平台。平台前端主要包括

集群管理、Dashboard、配置管理、权限管理和数据管理，以及和训练相关的生

命周期管理模块，其包括：可视化管理、日志管理、工作台管理、实验室管理、

组件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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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生命周期管理：可视化分析的生态基石 

提供训练任务从 TensorflowRS 镜像发布、模型本地开发调试到线上分布式

运行的全流程整体解决方案，覆盖模型训练全阶段生命周期管理。典型用户场景

(user path)如下： 

Step1. 首先用户通过在线工作台(Notebook+)进行线上本地开发调试，并可

以使用 iPython进行交互式可视化分析，比如对 TF-Tracer产生的日志数据进行

在线分析；同时支持从实验室导入训练任务进行本地调试； 

Step2. 当本地调试通过后，用户可选择相应文件存储至实验室中，执行分

布式训练任务，同时应用深度学习组件，如 TF-Tracer透出日志数据，供后续分

析或二次消耗；支持基于配置文件的扩展服务，如 Early Stop/GAUC 等，通过

Metaq和扩展服务通信，并将相关扩展结果在平台展示；其中实验室与本地工作

台对于训练任务而言，是双向导通的； 

Step3. 用户在本地工作台或实验室中，可以通过组件管理功能，引入或导

出当前模型或组件，供后续个人或其他用户使用； 

Step4. 在任务执行期间或结束后，用户通过日志管理模块(Logview)查询当

前任务日志或执行结果，以及使用相关扩展服务；可以通过可视化管理模块在平

台和 Tensorboard+上查看相关数据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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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集群管理：在线扩容与可视化服务一键式部署 

集群管理模块主要提供分布式微服务集群管理： 

支持线上资源实时在线扩容、后端容器编排(作业调度&资源管理等)以及微

服务一键式部署等功能； 

 

支持在线创建、删除、停止，重启等容器管理操作，同步更新数据库容器状

态，同时对后端 Docker 微服务提供相关接口，如容器资源自释放时的状态更新

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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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外可视化服务 

DeepInsight 平台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第三方平台提供服务： 

 镜像微服务：第三方平台平台现有镜像微服务或基于平台的镜像模版提供

相应镜像与服务器资源，平台负责镜像发布、集群管理和容器编排等微服务一站

式管理工作，通过 HTTP API 调用相关服务； 

 基础数据服务：第三方平台使用平台相关数据服务，通过 HTTP API 调用

相关服务； 

目前已对集团 PAI 平台、XDL平台和 Lotus 平台等提供相关服务： 

 对集团 PAI平台提供 Tensorboard+ 1.0 服务，支持 OSS直读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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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XDL平台提供 Tensorboard+ 2.0 服务，支持 MXNet日志格式文件，同

时提供 Notebook+ 1.0 服务： 

 

 对 Lotus等平台提供基础数据服务等； 

4、小结 

下一阶段，平台会继续扩展可视化的维度，同时也会把多种维度有序汇地总

到一起，基于训练模型形成更加完善的可视化系统，即数据可视化的进阶版：模

型可视化。当用户提交训练任务后，会以模型的方式映射到任务本身，训练数据

实时透出并加以监控，同时以模型为骨架并辅以数据流向的展示，进行深度学习

全链路多维度可视化分析，如：特征到权重的双向跟踪，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用

户理解模型，更准确地确定数据透出范围，以及更有效地对相关数据进行交互式

分析。 

另外，样本特征作为模型训练的输入，对训练的最终效果（过拟合/欠拟合）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 Notebook+正在尝试通过嵌入 Facets，帮助用户理解并

分析各类深度学习数据集。用户可以在训练前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更好地理解数

据集中所有特征的值分布(Facets Overview)，探索数据集中不同特征数据点之

间的关系(Facets 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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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s Overview： 

 

Facets 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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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用户可以在模型训练的不同阶段（前/中/后），通过全链路模型可视

化的方式，更加准确有效地调试分析，从而得到更好的效果。 

作者简介：孙凯，花名路宸，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DeepInsight 深度学

习质量平台技术负责人。开发 DeepInsight技术，充满挑战，引用《The Building 

Blocks of Interpretability》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We have a lot of work left ahead of us to build powerful and 

trusthworthy interfaces for interpretability. But, if we succeed, 

interpretability promises to be a powerful tool in enabling meaningful 

human oversight and in building fair, safe, and aligned AI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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