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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对于网络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分别从概率统计、用户意图、用户
行为模式以及数据挖掘等角度对其进行广泛研究。本文在定义网络用户行为的可靠性评价基础上，梳理现有算法
和模型，针对现有评价模型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包括用户行为数据收集层、用户行为划分层、用户行为模式训练
层、不可靠用户行为鉴别层以及用户行为管理与控制层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中的恶意机器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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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的、不可信的用户行为，对于提升网络服务的水平和质
量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分析现有用户行为可靠

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越来

性评 价模型的基础上，总结归纳现有评价模型的不

越普及，分析用户网络行为，挖掘用户行为规律具有重

足，进而提出一个有助于改善这些不足的评价综合模

要意义。然而，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用户行为数据的

型框架。

获取通常伴随网络用户非正常行为所产生的异常、恶意
和噪声数据（这些异常数据大部分来自爬虫机器人），

2 用户行为及其可靠性评价

影响用户行为模型构建及其可靠性评估。由于检索引
擎的需要（如百度和谷歌等，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2.1 用户行为及其可靠性

检索服务），因此现实中会有大量爬虫机器人；但其中
也存在大量恶意机器人，其目的是复制整个网站或从

用户行为指用户在使用网络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浏

网站下载有价值信息以谋取暴利，对服务器进行恶意攻

览、点击、下载等行为，是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体现。互

击使其崩溃或无法为用户提供正常服务，因此对机器

联网信息复杂多样，用户从中获取有用信息，但却很难

人的不同行为需区别对待。

获得想要的信息。为给用户提供更方便有效的增值服

在可信网络中，用户身份可信并不等同用户行为可

务，使用户能快速获得网络服务和所需信息，网络机器

信 ，高可信用户也可能存在不可靠的、低可信的用户

人需发挥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功能，利用处理后的信

行为，甚至将个人可信身份附在恶意机器人上，让恶意

息为用户提供针对性服务（如不同搜索引擎开发的机

机器人模拟用户行为进而产生大量不可信行为。对于这

器人爬虫[2]）。但部分恶意机器人爬虫，通过恶意或非

类用户行为，需要进行甄别并区分对待，甚至降低这类

法请求获取各种资源，该行为对服务器产生巨大压力

用户身份的可信度。对用户行为的可信度研究，不仅能降

和重大影响[3]。恶意机器人爬虫行为是不可靠的用户行

低或避免恶意用户行为，也能降低监控或阻止恶意用户

为，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检测出这类机器人并尽量阻止其

的成本，进而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访问服务器，以免因恶意行为造成服务器请求的负担，

[1]

对用户行为可靠性进行分析和评估，剔除不可靠

进而影响其他用户的网络服务。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检索的网络用户行为可靠性度量研究”（编号：13CTQ01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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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信网络中，可信范围主要包括三方面，服务提

假定资源请求集合为R，对于每一次请求用r表示，

供者的可信、网络信息传输的可信和终端用户的可信。

则r∈R。一般情况下，r包括请求发起地址、被请求资

其中，终端用户的可信又分为终端用户身份可信和终端

源名称和位置、响应代码以及用户代理信息等。在对用

用户行为可信，终端用户身份可信指终端用户的身份真

户行为可靠性进行评价时，需要通过用户行为模式判

实有效，终端用户行为可信指终端用户的行为是否符合

断该用户行为的来源对象（人类用户或机器人用户）。

[4]

服务器对其的信任要求 。本文仅对可信网络中的终端

由于机器人用户行为具有连续性特征，因此，在对机

用户行为可信进行研究。

器人用户行为进行识别时通常采用Session方式。假定

用户行为的可信评价实质是用户行为可靠性的度

一个Session S，S R是单个用户访问产生的所有记录

量，可信行为等价于可靠用户行为，不可信行为等价于

sr的集合（对于所有sr，sr∈S），利用S判断该Session

不可靠用户行为。因此，本文将用户行为的可信评价等

是否由机器人用户发起。如果是机器人用户发起的，则

价于用户行为的可靠性度量，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可

进一步检测该机器人用户行为的可靠性，判断其是否

相互替代的。

为恶意机器人用户。对于给定记录集合R，通常包含一
系列的“S={S1, S2 , … ,Sn}”，并且这些S i是互斥的，即

2.2 可靠性评价

Uni=1U i =R ，Si∩S j = (i<>j)。

网络用户行为可靠性评 价是一个复 杂的数 据收
[5]

3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分析

集、分析和推理过程 ，也是与上下文和时间相关的一
个动态过程。用户行为可靠性具有动态性和模糊性特

在对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调研过程中，根据已有

征，这是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估的最大挑战，用户行为所

算法或模型，将其分为基于概率统计的用户行为可靠

在的环境上下文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变化，因

性评价模型、基于用户意图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

而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由于用户自身的不可靠

型、基于用户行为模式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和基

行为对服务器和用户服务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已有研

于数据挖掘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四种模型的

究主要集中在由机器人产生的不可靠用户行为上。部

优势及问题进行归纳如下。

分不可靠的机器人用户行为为了特殊目的（如建立山寨
网站等）试图下载整个网站资源，这些下载行为有时会
对服务器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服务器运行缓慢、甚至

3.1 基于概率统计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
模型

宕机。但这些不可靠的机器人用户行为通常隐藏在可
靠的用户或机器人用户行为中，不容易被识别和阻止。

在大量网络用户的行为中，特别是包含网络爬虫

用户行为的可靠性评价首先利用软件和硬件设备

等噪声的用户行为数据中，所产生事件具有一定数量规

收集用户行为数据；其次，设计用户可靠性度评价模

律，但在特定条件下部分事件的发生又具有一定随机

型，将收集的用户行为数 据作为评 价模型的评价对

性，符合概率统计的特性。概率统计方法虽然无法得出

象；最后，在模型中计算用户行为可靠度，并将可靠度

精确结果，但可在特定概率条件下作出具体判断，使其

作为判断用户行为可靠性的标准，同时剔除不可靠用户

符合用户行为可靠性的度量要求。

行为。

任立肖利用统计方法对网络用户行为进行计量分
析，通过计量指标判断网络用户行为是否正常、可靠[7]；

2.3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定义

而岑荣伟[8]和梁员宁[9]等利用大规模真实网络用户行为
日志，对网络用户与搜索引擎系统的交互与决策过程展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是一个行为规律问题，通常

开研究，通过对相关信息网络用户点击和普通点击分布

很难凭借单次资源请求判断用户行为是否可靠，其通

状况进行比较，结合网络用户点击行为的上下文背景特

常利用整个会话（Session）信息，及该用户或相关用户

征进行分析，从而完成网络用户行为可靠性度量；吕艳霞

[6]

请求/访问资源的历史情况进行判断和甄别 。本文中用

等利用模糊网络分析法，利用模糊性对用户行为的可靠

户可靠性甄别和评价的形式化定义如下。

性进行量化，进而区分和鉴别可靠用户行为和不可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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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行为[10]；Stassopoulou等采用概率方法描述了一个通过

入用户意图框架进行可靠性度量，可有效剔除与用户

访问日志对恶意机器人用户行为进行检测的模型，并使

意图不相关的非可靠用户行为，降低不可靠用户行为对

用贝叶斯网络区分人类用户、机器人爬虫与恶意机器人，

模型结果的不利影响。但该类模型存在一定缺陷，即当

[11]

通过用户分类来鉴定用户行为的可靠性 。研究者利用

单次用户行为具有多意图时，用户可靠性行为的度量效

用户行为的概率统计特性，在区分网络用户行为中爬

果不显著。

虫、机器人等恶意行为起到重要的抑制或消除作用，同
时对构建可靠用户行为数据集起到良好作用。但这些
模型没有深入研究实际数据中的概率分布应用、阈值

3.3 基于用户行为模式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
价模型

设定等问题，也没有考虑用户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
影响。

人类用户和正常机器人爬虫的行为模式有规可循，
研究者试图利用已知用户行为模式检查和鉴别恶意用户

3.2 基于用户意图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
模型

行为，并对用户行为进行可靠性度量。
用户行为可靠性可以通过用户行为模式建模技术
进行模拟和度量。余肖生等利用网络用户行为过程模

用户行为意图包括用户信息需求、查询目标、查询

型图，通过网络负载分析发现真实可靠的网络用户行

动机等。用户的可靠性度量与用户观念及行为意图息息

为 [18]；Baeza-Yates [19] 和Kammenhuber [20] 等利用马尔

相关，相同用户行为在不同用户观念和意图下可能具有

可夫过程假设模拟网络用户的检索过程，进而对网络

不同的可靠性。研究者在识别用户行为意图及其可靠性

用户行为进行解释，以识别出真实可靠的网络用户行

方面展开大量研究工作。

为；Joachims等利用用户决策过程模型，对用户行为的

罗成等首先通过采集用户对网络服务返回结果的

有效性进行分析，排除与决策行为无关的网络用户行

不同点击行为获得与用户行为相关联的资源内容，然后

为，保留真实可靠的网络用户行为，并使用可靠的网络

对采集的资源内容进行关联分析和层次聚类，最后根

用户行为提升检索结果质量[21]；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

据关联分析和层次聚类结果定位和区分用户的行为意

Agichtein等也提出利用群体网络用户行为解释和分析

图

[12]

。张志强等利用用户标注的资源标签，识别和描述
[13]

网络用户行为的可靠性，并以此对检索结果中排序偏

用户感兴趣的话题 ；用户标注的资源标签是由用户主

置问题进行修正[22]；Kwon等根据用户交互过程中的资

动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用户当前的行为意图，该

源请求类型，匹配与其相应的用户行为模式，并利用该

方法可以用于补充或加强对用户意图的识别。

方法将资源分类 [23]；本文将资源分类所得结果与资源

非正常网络行为不包含用户意图，通常是遍历式资

请求同等对待的区分结果进行对比，该方法对恶意机

源请求下载或无目的恶意攻击，因此在对网络用户行为

器人用户行为识别能力更强；Kwon等利用用户在整个

进行分析时，需识别出可靠用户行为，剔除不可靠用户

Session过程中行为模式的改变方式和速度区分人类用

行为。Tan等将网络用户日志中的机器人用户行为模型

户、机器人爬虫以及恶意机器人用户，同时将该方法应用

化，从而过滤掉由机器人自动化点击造成的非正常网络

于所有资源的请求和访问中[24]；Hayati等提出在Web 2.0

用户行为[6]；Craswell[14]和Guo [15]等提出瀑布模型模拟

时代，恶意机器人用户一般通过模拟人类行为模式逃

网络用户的点击行为，并利用该模型来识别正常网络用

避系统检查，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给定恶意机器人

户行为；蔡岳等提出一种基于网络用户行为聚类的方

用户无法模仿的人类用户浏览行为模式，并使用有监

法，从网络用户行为日志中挖掘其行为意图，并使用网

督机器学习方法来检测恶意机器人用户行为，且达到

络用户行为意图提升检索质量和效率

[16]

；Sadagopan等

96.24%的精确度[25]。

以单次用户检索行为为单位，通过对网络用户行为点

基于用户行为模式的可靠性评价模型虽能在很大

击流分析，并将该点击流与预设不同检索意图下正常网

程度上识别已有恶意机器人，但该模型对未知的恶意

络用户行为过程相匹配，进而鉴别该次网络用户行为是

机器人、或具有自主学习人类行为模式的恶意机器人识

[17]

否是真实可靠 。
这类模型引入用户行为意图概念，将用户行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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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能力较差，因此限制了这种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
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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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数据挖掘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
模型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框架

的、新型的恶意机器人检测方面，由于这些恶意机器人
可能综合使用多种方式隐瞒其真实意图，从而达到逃
避检测的目的。对于这类恶意机器人，由于用户意图

在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研究中，如果缺乏对用户历

不明确、没有先验知识，上述基于用户意图、概率统计

史行为的风险分析，就不能客观地反映用户行为可靠

以及有监督的数据挖掘方法均对其无能为力，而无 监

性。用户历史行为数据真实地反映用户行为变化。如何

督的数据挖掘方法对新数据类型的分类效果也不够

从庞杂的用户历史行为数据中发现用户的不可靠、不可

理想。

信问题，是研究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的关键。
武小年等提出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用户行为可靠
性进行研究

[26]

4 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

，指出用户的大部分数据是正常行为数

据，如果能有效地过滤正常行为数据，就可大幅减少要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当前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

分析的用户历史行为数据量，从而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价模型中，存在无法有效识别模拟人类用户行为的恶

邱宜辉等提出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的用户行为可信分

意机器人用户行为、对未知新型的不可靠用户行为识

析模型

[27]

，该模型利用BP神经网络算法对用户行为可

别能力不足、无法有效获得学习训练数据、适应多变复

信等级进行预测，得出用户行为可信等级。Stevanovic

杂环境的能力较低以及无法区别用户行为的模糊性和

等利用无监督神经网络模型鉴别网站恶意用户和非恶

动态性等缺点。其中有效获取学习训练数据的问题至今

意用户，同时该模型还能正确区分不同用户类型（包

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提出一个集多种评

[28]

括恶意机器人爬虫用户以及非恶意用户等） 。另外，

价方法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见图1）。

Stevanovic等还通过选用资源连续请求率、页面访问深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包含五个层次，

度等特征，通过二次分类方法识别可靠用户行为和不

分别是用户行为数据收集层、用户行为划分层、用户行

可靠用户行为

[29-30]

；该二次分类模型首先通过Session

将用户分为人类用户和机器人用户，然后通过机器人用

为模式训练层、不可靠用户行为鉴别层以及用户行为
管理与控制层。

户的Session特性，将机器人用户分为机器人爬虫用户

（1）用户行为数据收集层。该层负责用户行为数

和恶意机器人用户。蒋泽等采用决策属性衡量用户行

据的收集，包括人类用户行为数据和机器人用户行为

[5]

为可信度和可靠性 ，该模型能够准确评价网络用户行

数据。该层主要负责收集所有用户行为，抽取归纳用户

为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并能反映网络用户行为的动态变

行为特征，将数据传至用户行为划分模型，模型根据所

化特性。

接收的用户行为特征对用户行为进行划分。

这类模型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用户行为进行建

（2）用户行为划分层。该层利用用户行为数据收

模，从海量的网络用户行为数据中过滤掉非正常用户行

集层的用户行为特征数据，与现有用户行为模式库进

为数据、并识别出可靠的用户行为数据，为基于用户行

行对比分析，将用户行为简单地划分为人类用户行为

为的检索反馈系统提供可信数据，但该类模型没有考

和机器人用户行为。人类用户和机器人用户不仅在资源

虑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问题。

导航与请求模式、不同资源获取方式等方面，而且在访

这四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解决不同环境

问序列、访问间隔及再访问方式等特征上更具有明显

下的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问题，对于检测恶意机器人

差异。如人类用户的再访问一般通过导航或检索模式

用户行为、减轻网络服务负担、提高正常用户服务的质

进行资源请求，而机器人具有记忆性，其再访问一般为

量起到重要作用。但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

直接访问资源。因此，在对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时，可

决。
（1）恶意机器人常通过收集并模拟人类用户的行

以先构建行为模式鉴别模型，区分人类用户行为和机

为模式逃 避模 型检测和系统检查。即使恶意机器人

器人用户行为；然后，从机器人用户行为中识别出恶意

模拟人类用户行为，但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如在访问

的、不可靠的用户行为，完成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

时序、对资源的请求和访问间隔频率、对资源类型的需

（3）用户行为模式训练层。人类用户行为模式和

求等方面），机器人无法完全模拟，已有评价方法无法

机器人用户行为模式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为促使用户

有效识别这些恶意的、不可靠的用户行为。
（2）在未知

行为模式库中的用户行为模式能够与真实用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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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
变化相匹配，在该层利用行为模式学习器，学习新的用

困难以及用户可靠性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问题仍

户行为模式并更新至用户行为模式库。

有待改善。

（4）不可靠用户行为鉴别层。不可靠的、恶意的用
户行为绝大部分来自恶意机器人，这些由不可靠用户行

5 总结

为产生的恶意访问通常会对网络服务器造成高负载压
力，进而影响对正常用户的服务能力。由于用户行为可

网络用户行为蕴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可广泛用

靠性评估方法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需求，在该层，

于提升各种网络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但在开放网络环境

本文集成多种不同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形成一

中，用户行为存在大量恶意的非正常行为，需要对用户

个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同时利用用户行为模式、历史

行为的可靠性进行评价。目前对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

数据以及训练数据对用户行为进行评估。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率统计、用户行为意图、用户行为

（5）用户行为管理与控制层。该层通过综合用户

模式以及数据挖掘四个方面，这些评价模型对模拟人

行为评价模型，获得用户行为相关信息（包括用户行为

类用户行为的恶意机器人、未知新型恶意机器人用户行

可靠性、用户行为模式等）。在实际评价分析过程中，

为的模糊性和动态性等方面仍有不足。已有用户行为

为遏制或消除恶意机器人用户行为对网络服务的影响，

可靠性评价方法无法适应不同环境下的用户可靠性评

需对用户行为进行预测、管理和控制，使用户行为可靠

价，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一个集成多种评价方法的用

性评价综合模型能在实际网络服务中得以应用。

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框架。该模型通过五个层

该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模型在综合考虑现有评价

次将用户行为数据收集、用户行为划分、用户行为模式

模型的基础上，使用集成的评价方法，对提高用户行为

训练、不可靠用户行为鉴别以及用户行为管理与控制

可靠性评价的准确度具有积极作用。与单一模型相比，

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从数据、评价到管理控制的框架

可靠性评价综合模型在收集用户行为模式库的基础

模型。

上，通过用户行为划分模型与行为模式学习器，实时补

该综合模型通过对用户行为基础分析和用户行为

充和完善最新的用户行为模式，能有效解决不能较好

模式识别，能够有效区分机器人用户和人类用户；并利

地识别模拟人类用户行为的恶意机器人以及其他未知

用用户行为模式库，对新的用户行为模式进行学习训

的新型恶意机器人等问题。但该模型对于获取训练数据

练，促使用户行为模式库中的用户行为模式能够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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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时间行为变化相匹配。在此基础上，结合用户行

用户行为可靠性评价综合框架

学报,2013,24(3):162-177.

为模式和学习训练数据，对机器人用户行为中的恶意

[14] CRASWELL N,ZOETER O,TAYLOR M,et al.An experimental

机器人行为进行鉴别，为最终用户控制与管理提供数

comparison of click position-bias model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据基础。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ACM,2008:87-94.

针对该综合模型中存在的用户行为模糊性和动态

[15] GUO F,LIU C,WANG Y M.Efficient multiple-click models in web

性等难题，后续研究拟引入模糊理论或粗糙集对用户

search[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Web Data

行为特征的模糊性进行表示，并将该模糊性表示纳入

Mining,WSDM 2009.Barcelona:DBLP,2009,84(2):124-131.

综合评价，对用户行为的可靠性使用概率形式表示，以
期获得更接近实际用户行为的评价结果。对于有效训
练数据获取的难题，后续研究拟考虑从数据集中抽取
不同切片，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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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eli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User Behavior
WU QingQiang, BAO BinBin
(Software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user behavior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ervice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bout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clude the probability statistics, user behavior intention, user behavior model and data mi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network user behavior, the deﬁnition of network user behavior’
s trust evaluation and the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paper aims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valuation models, and tries to propos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eli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network user behavior. There are ﬁve layers in this
framework, which are data collection layer, user behavior division layer, user behavior training layer, unreliability behavior identiﬁcation layer and user behavi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layer.This framework makes a positive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bad machine behaviors in the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user behavior.
Keywords: User Behavior Reliability; Reliability Evaluation; Trusted Us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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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叙词表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组织工具，在网络环境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常春研究馆员及其项目研究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模式与应用方式
研究”（10BTQ048），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并于完成《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该著作主要论述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维护与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编制方法包括网络环境下总
体策略、总体形态、选词方法、词间关系建立方法、编制管理机制、维护方式方法等；应用研究包括网络
环境下相关技术的突破给叙词表带来的各类新的应用方式，从术语服务、多语种翻译、概念组配、知识
单元、概念映射、国外应用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发展方向。最后按年代顺序介绍了国
内历年编制的、可查阅的重要中文叙词表，理、工、农、医四大领域20多个可从网络上在线获取的英文叙
词表。该书可供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相关专业人员参考使用。
《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于2015年4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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