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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LP 改进型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资源推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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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在线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知识过载及传统推荐算法中存在的数据稀疏和冷启动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多
层感知机(MLP)的改进型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资源推荐算法。该算法利用多层感知机对非线性数据处理的优势，将学
习者特征和学习资源特征进行向量相乘的预测方式转换为输入多层感知机的方式，改进了 DN-CBR 神经网络推荐模
型。为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以爱课程在线学习平台数据为样本构建数据集，通过对比实验表明，在该数据集上，改
进后模型相较于 DN-CBR 模型在归一化折损累积增益和命中率指标上分别提升了 1.2%和 3%，有效地提高了模型的
推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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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eep neural network of learning resource of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LP
Fan Haiwei, Shi Shuang†, Zhang Bomin, Zhang Yanping, Lin Qi, Sun Hua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knowledge overload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he problems of data sparsity and cold
start in the traditional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learning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layer perceptron(MLP) . By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multi-layer perceptron in nonlinear data
processing, the prediction mode of vector multiplication of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is
converted into the input mode of multi-layer perceptron, and improves the DN-CBR neural network recommendation model.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a data set was built with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data of icourse as the
sample. Compared with DN-CBR model, the improved model improves the normalized cumulative loss gain and hit rate by
1.2% and 3% respectively on the data set,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recommend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Key words: recommend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deep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ord2vec; multi-layer
percep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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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在线学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习方式，学习者不必
受限于实体课堂，而可以突破传统的时空自由选择学习。在
慕课大发展的这几年里，支持在线学习的平台层出不穷，为
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在海量学习内
容面前出现了知识冗余加剧的新情况。在线学习环境中，知
识供给量空前充足的情况下，学习者需花费大量时间查找、
浏览才能确认是否是自己感兴趣的资源，因此不可回避地出
现了知识过载的问题，而解决知识过载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是使用个性化推荐算法 [1] 。李嵩[2] 通过矩阵填充和用户聚类
改进了协同过滤推荐算法，降低了用户—物品评分矩阵的数
据稀疏性；Chughtai 等人[3]提出的基于目标导向的在线学习
推荐系统着重解决了个性化推荐中的冷启动问题；Ng 等人[4]
在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上，使用主题分析技术对课程和教授
进行打分评级，并根据评分结果为学习者推荐相关课程。张
俊格[5] 通过结合基于用户和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推荐，将学
习风格引入其中，帮助学习者快速找到感兴趣的学习资源。
综上可知，协同过滤推荐算法主要依赖用户对物品的评
分数据，而用户和物品的内容信息对其影响较小，当新用户
或新物品进入系统后，由于缺乏评分数据，会引起冷启动问

题，降低推荐性能；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主要依赖物品的内
容信息，能解决新物品的冷启动问题，但由于物品的内容信
息既包含结构化的数据又包含非结构化的数据，故提取物品
的特征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深度学习在图像处理、语音分析
等领域表现出的巨大优势，使得个性化推荐算法与深度学习
的结合成为了可能。许多学者已进行初步探索，李同欢 [6] 将
深度学习应用到推荐系统中，利用其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解
决系统中存在的数据稀疏问题；马骁烊 [7] 将卷积神经网络融
合到传统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提出了深度协同过滤模型，
有效抽取了文本数据的特征。基于此，文中研究基于深度神
经网络的推荐模型 DN-CBR，分析其优缺点并提出改进之处，
最后通过实验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改进后模型的有效性。

1

DN-CBR 模型

DN-CBR 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实现推荐的模型。该模型
充分结合了用户和物品的属性信息及物品的文本信息 [8] 。对
于用户和物品的属性信息，模型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提取用户
的属性特征和物品的属性特征。对于物品的文本信息，模型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文本向量化表示，并提取物品的文本
特征。通过结合物品的属性特征和文本特征形成最终的物品
特征，最后利用用户特征和物品特征向量相乘的方式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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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根据评分值的大小为用户提供推荐服务。模型的主要目
的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提取特征和组合特征的能力，通过多
层网络和多个神经元挖掘用户和物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DN-CBR 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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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学习资源推荐算法

针对在线学习过程中学习资源的推荐，文中提出了改进
DN-CBR 模 型 的 学 习 资 源 推 荐 算 法 ， 改 进 后 的 模 型 称 为
UDN-CBR 模型。算法沿用 DN-CBR 模型的优势，结合学习
者和学习资源的信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强大的特征提取能
力，充分地学习学习者与学习资源间的非线性关系。
UDN-CBR 模型共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获取学习者和学习
资源的属性特征、卷积神经网络获取学习资源的文本特征、
结合学习资源的属性特征和文本特征及 MLP 预测评分并生
成推荐。模型框架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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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N-CBR 模型的优缺点
DN-CBR 模型充分依据用户和物品的属性信息、文本信
息实现推荐服务。针对新用户，可以根据用户的属性信息进
行推荐；针对新物品，可以根据物品的属性和文本信息进行
推荐。有效地缓解了传统推荐算法中存在的冷启动和数据稀
疏问题。
同时，DN-CBR 模型在评分预测阶段采用向量相乘的方
式进行预测评分，计算复杂度相对较高，容易消耗大量计算
资源，导致模型速率降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荐效果。
1.2 采用 MLP 改进 DN-CBR 模型
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由感知机发展
而来，其主要特征是有多个神经元层，能对非线性数据进行
处理[9] 。基本的模型结构包含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其
中隐含层的数量可多可少，输入层到隐含层可看做为一个全
连接层，隐含层到输出层可看做一个分类器。
从 1.1 节中可知，DN-CBR 模型中的评分预测方式存在
缺陷，有待改进。DN-CBR 模型针对用户特征和物品特征运
用向量相乘的方式进行评分预测，每一用户特征均与每一物
品特征一一相乘，既消耗时间又占据空间。因此，文中利用
多层感知机对非线性数据处理的优势，将原先的向量相乘的
方式转变为通过多层感知机的方式，将模型得到的用户特征
和物品特征输入到多层感知机中，最终输出的值即为预测的
评分值。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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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获取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的属性特征
如图 3 所示，将学习者信息和学习资源属性信息输入到
UDN-CBR 模型中获取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的属性特征。假设
学习者的属性为 x :{x1 , x2 ...xm } ，xi 表示其中的一个学习者属性，
例如学习者 ID。学习资源的属性可表示为 y :{ y1 , y2 ... yn } ， yi 表
示其中的一个学习资源属性，例如学习资源 ID。再将学习者
和学习资源的属性输入到嵌入层，得到学习者和学习资源属
性特征向量 x 、 y ，其公式分别如式(1)(2)所示。
x = f (w1 x + b1 )

(1)

y = f (w2 y + b2 )

(2)

其中 w1 和 w2 表示权重，b1 和 b2 表示偏置，f () 表示激活函数。
再利用中 concatenate() 函数将学习者的各个属性特征进
行融合得到学习者特征 ui ：
ui = concatenate( x)

项目特征V

(3)

同理得到学习资源的属性特征 s j ：
s j = concatenate( y )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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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 卷积神经网络获取学习资源的文本特征
UDN-CBR 模型中的卷积神经网络主要用于从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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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信息中获取学习资源的文本特征。学习资源文本信息首
先经过 word2vec[10]表示成学习资源文本向量形式，再输入到
卷积神经网络中提取特征。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结构包含四
层，分别为嵌入层、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接层 [11]，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

d=5
data
structure
is
a
comprehensive
basic
course

图4
Fig. 4

池化层

卷积层

嵌入层

全连接层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1) 嵌入层
嵌入层用于将学习资源的文本信息转换为嵌入矩阵，矩
阵中的每一行为一个分词元素。如图 4 中嵌入层所示，假设
一共有 7 个词，每个词都用 5 维向量来表示，那么就可以得
到一个 7*5 维的矩阵，这个矩阵就相当于一幅“图像”，供
卷积层进行卷积操作。学习资源的文本矩阵 D  R nm 可表示为
 w11
w
 21


 wn1

w1i
w2i
wni

w1m 
w2 m 



wnm 

(5)

其中， m 代表嵌入的维度， n 代表单词的数量， w[i ,1:m ] 代表第
个单词的向量形式。
2) 卷积层
卷积层使用多个不同尺寸(窗口大小)的卷积核在嵌入矩
阵上做卷积，窗口大小指的是每次卷积覆盖几个单词 [12]。区
别于对图像做卷积，图像的卷积核通常采用 3*3、5*5 之类的
尺寸，对尺寸大小没有限定，而文本卷积要覆盖整个单词的
嵌入向量，所以尺寸大小的格式为：单词数*向量维度。如图
4 中卷积层所示，采用 4 个不同大小的卷积核(2 个 3*5，2 个
2*5)分别对 7*5 的嵌入矩阵进行卷积操作，尺寸大小为 3*5
的卷积核每次滑动 3 个单词，尺寸大小为 2*5 的卷积核每次
滑动 2 个单词，最终形成 4 个不同的特征图。由此可见特征
图与卷积核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特征图的计算公式如下：
mi = f ( D  Fi + bi )
(6)

b
f
(

)
其中， 表示卷积计算， i 表示偏置项，
是一个非线性的
激活函数，可在模型中引入非线性因素，解决线性模型难以
表示的特征向量，本模型中使用 ReLU 函数。
3) 池化层
池化层主要用于卷积层之后，通过下采样操作降低特征
图维度，减小网络参数量。常用的池化操作包含均值池化和
最大值池化两种。池化操作可以忽略特征图中的微小变化，
提高精度，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过拟合现象 [13]。假设在第 t 个
卷积层中得到的特征图为 M t = m1 , m2 ,..., ms  ，采用最大池化，
提取 M t 中的最大值， pi 表示第 ti 个卷积层的池化结果，形式
化表达为
pi = max(M t ) = max{m1 , m2 ,..., ms }
(7)
4) 全连接层
通常情况下网络会在池化层后设置全连接层，全连接层
的主要作用是将前面所提取的特征值进行综合，输出固定大
小的特征向量[14]。假设全连接层有 m 个神经元，经 ReLU 激
活函数后，得到固定大小的向量 s ，即为学习资源的文本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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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s = Re LU (wi pi + bi )
(8)
其中， pi 表示学习资源文本信息在池化层上的输出， wi 表示
权重， bi 表示对应的偏置。通过以上描述，CNN 模型构成一
个函数，输入数据为学习资源的文本信息，输出结果为每个
文本信息的特征向量。
t j = cnn(W , Y j )
(9)
Y
j
W
其中， 表示所有的权重和偏置变量， j 表示学习资源 的
原始文本信息， t j 表示学习资源 j 的文本特征向量。
2.3 结合学习资源的属性特征和文本特征
由 2.1 节中的式(4)可知学习资源 j 的属性特征为 s j ，由
2.2 节中的式(9)可知学习资源 j 的文本特征为 t j ，故学习资源
j 的特征 v j 可表示为
vj = sj + tj
(10)
2.4 MLP 预测评分并生成推荐
由 2.1 节中的式(3)得到的学习者特征 ui 和 2.3 节中的式
(10)得到的学习资源特征 v j ，通过输入多层感知机来预测评
分。多层感知机的输入层的输入向量 x0 是将学习者和学习资
源的特征进行融合，其计算公式见式(11)。
x0 = concatenate(ui , v j )
(11)
其中， concatenate() 函数用于将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的特征进行
串联， x0 经过第一层的输出值表示为
x1 = f (W1 x0 + b1' )
(12)
其中， W1 表示输出层与第一个隐藏层间的权重矩阵， b1' 表示
偏置向量， f () 表示激活函数。最终的输出层计算公式为
xl = f (Wl xl −1 + bl' )
(13)
该模型的预测评分即为
yˆ = xl
(14)
最后根据 UDN-CBR 模型提供的预测评分，为学习者进
行推荐，生成推荐列表。

3

实验

3.1 实验环境及数据集
实验在 64 位 Windows 7 系统上的 PyCharm 集成开发环
境中展开，使用 Python 语言和 tensorflows 深度学习框架实
现。其中 Python 的版本是 3.6.3，tensorflows 的版本是 1.8.0。
计算机的 CPU 是频率为 3.60 GHz 的 Intel Core i7-7700，内存
为 8 GB。
实验采用的数据来自爱课程在线学习平台，通过收集整
理，最终形成 500 个学习者、700 个学习资源及 35000 条评
分记录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三个文档，分别为
resource.dat、learner.dat 和 ratings.dat。部分数据如下图 5 所
示。其中 resource.dat 表示学习资源信息，包含学习资源 id、
名称、类别、描述信息；learner.dat 表示学习者信息，包含有
学习者 id、类型、学历/行业和学习数量；ratings.dat 表示评
分信息，记录学习者对学习资源的打分情况，具体包含学习
者 id、学习资源 id 和评分值，用于在模型中衡量预测评分与
真实评分之间的误差。
由于收集的数据既有结构化的数据又有非结构化的数据，
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将数据进行分类，不
同的分类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将学习者 id、学习资源 id、
学习数量和评分值归为一类，不需要处理，可直接使用；由
于学习者的类型、学历/行业及学习资源的类别均为分类信息，
故归为一类，需要将各字段的值数字化；由于学习资源的名
称和描述信息均为文本信息，不可量化，故归为一类，需进
行文本向量化的表示。例如学历/行业字段，当学习者类型为
学生时，该字段表示学习者的学历，共有博士、研究生、本
科等 7 个分类；当学习者类型为在职时，该字段表示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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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行业，共有互联网、教育、电信通信等 28 个分类。通
过给每一个分类标号，即可将该字段数值化。最终将学历/
行业字段转换成 35 个连续的数字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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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学习资源为正样本则相关度为 1，负样本则相关度为 0。若
把相关度越大的学习资源排在后面，会造成整体的 DCG 变
小。
每一个学习者的推荐排序都有一个理想值，即按照相关
度从大到小排序，那是每个学习者能计算出的最小的 DCG，
称这个 DCG 值为 IDCG(ideal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即理
想的 DCG 值，这样 NDCG 就可以通过如下的公式计算出来。
NDCGn =

(c)评分数据
图5

Fig. 5

实验数据

Experimental data

3.2 实验设计与评估指标
根据第 2 节对 UDN-CBR 模型地阐述，实现推荐需要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数据预处理、第二阶段为构建和训练深
度神经网络、第三阶段为生成推荐列表。
a) 数据预处理。由于使用的数据并不都是数字形式，例
如学习者的类型、学习资源的类别。这些数据不能直接输入
网络中，需将其转换成向量表示。
b) 构建和训练网络模型。首先要构建深度神经网络，在
此基础上，将上一步处理后的数据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本实验中将 80%的数据集作为训练集，20%的数据集作为测
试集。通过训练集对网络进行有监督的训练，不断地学习学
习者和学习资源间的非线性关系。在训练过程中，通过不断
地调整 MLP 中隐含层的层数，最终确定当层数为 3 时，
UDN-CBR 模型的推荐效果最好，同理，对 UDN-CBR 模型
中学习率、批处理大小、激活函数、推荐列表长度等参数进
行了实验，最终选取学习率为 0.0001，批处理大小为 256，
激活函数为 ReLU，推荐列表长度 N 为 10。
c) 生成推荐列表。借助训练好的模型进行评分预测，再
根据评分值的大小排序，最终为学习者推荐前 top-N 个学习
资源。
本实验主要完成两部分内容：第一，通过上面地描述，
实现 UDN-CBR 模型，验证其有效性；第二，将 DN-CBR 模
型与 UDN-CBR 模型做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基于 top-N 推荐算法的评估指标有很多种，包括 HR、
NDCG、MAE、MSE、准确率和召回率等[15]。在本实验中主
要选取两个评价指标命中率(hit radio，HR)和归一化折损累积
增益(normalize discount cumulative gain，NDCG)。
HR 的计算公式如下：
HR( N ) =

p  testset & p  RN
testset

图6
Fig. 6

实验训练结果

Experimental training results

针对相同的数据集，分别用 UDN-CBR 模型和 DN-CBR
模型训练网络，得到的结果如图 7 所示，图 7(a)为 UDN-CBR
模型训练的结果，图 7(b)为 DN-CBR 模型训练的结果。由实
验训练结果与图 7 可得出，经过 5 次的迭代，UDN-CBR 模
型的 loss 稳定在 0.8 左右，DN-CBR 模型的 loss 稳定在 1.0
左右，可见 UDN-CBR 模型相比 DN-CBR 模型能更好地拟合
评分，进行评分预测。

(a) UDN-CBR 模型

(15)

其中 p 表示在测试集中的学习资源， p  testset & p  RN 表示在
测试集中的学习资源同时也在 top-N 推荐集合中，testset 表示
测试集数量。
NDCG 被广泛运用于推荐排序、信息索引排序的评估任
务中，它是对排序位置敏感的一种评估指标，越相关的排序
越前，对应的 NDCG 就会越大[16]。首先引入 DCG，它的计
算公式如下：
n

DCGn = 
i =1

2reli − 1
log2 (i + 1)

(17)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NDCG 是一个取值在 0 到 1 之间的值，
且越大说明推荐效果越好。
3.3 实验结果及分析
针对 UDN-CBR 模型，训练的部分结果如下图 6 所示。
实验使用 MAE 函数进行训练，由图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
加，MAE 的值逐渐下降，直至 0.70。可见结合学习者属性、
学习资源属性及内容描述信息的 UDN-CBR 模型数据更加完
整、误差也趋于降低，表明 UDN-CBR 模型具有一定的有效
性。

(a) 学习资源数据

(b)学习者数据

DCGn
IDCGn

(16)

其中，reli 是第 i 个学习资源和学习者的相关度。在本实验中，

(b) UDN-CBR 模型
图7
Fig. 7

UDN-CBR 模型和 DN-CBR 模型的 loss 曲线图
Loss graph of UDN-CBR model and DN-CB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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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试 top-N 数目对推荐效果的影响，实验设置 N 的取
值分别为 20、40、60、80、100。并分别从 NDCG 和 HR 两
种指标上对 UDN-CBR 模型和 DN-CBR 模型进行分析。实验
结果如图 8 所示。可见随着 top-N 数目的增加，两种模型在
NDCG 和 HR 指标上均不断提高，且 UDN-CBR 模型比
DN-CBR 模型在 DNCG 指标上平均高出 1.2%，在 HR 指标
上平均高出 3%。这表明 UDN-CBR 模型比 DN-CBR 模型有
更好地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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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UDN-CBR model and

DN-CBR model on top-N under different indicators

4

结束语

通过将深度神经网络引入到推荐算法中，充分结合学习
者和学习资源的数据信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提取特征和组
合特征的能力，挖掘学习者和学习资源间的深层次关系，并
采用 MLP 改进 DN-CBR 模型中的评分预测方式，将向量相
乘的方式转换为输入多层感知机的方式。解决了在线学习过
程中知识过载的问题，缓解了传统推荐算法中存在的数据稀
疏和冷启动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加快了运算
速度并能更好地优化损失、拟合评分，提升了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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