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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2Vec本质：[默认]序列中有相似上下文的词相似（相邻词相似，不相邻但有相似上下文的词相似）
• 方法：CBOW(上下文预测中心词)，Skip-gram(中心词预测上下文)
• 优化：hierarchical softmax，negative sampling

Word2Vec [1]

不同维度代表不同特征

从词的上下文挖掘特征来表示词，每个维度代表一个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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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2Vec [1]

1. 生成词表，大小为|V|，每个词对应一个one-hot向量
2. 取单边窗口大小为m，上下文对应的one-hot向量为：

1. look table ：one-hot映射输入矩阵(                        )得到词向量(
训练好的模型使用的就是输入矩阵)

1. 窗口内的词向量求和：

1. 隐藏层W'(输出矩阵 )：

1. softmax：

1. 损失函数：

CBOW：

反向传播时需要更
新整个输出矩阵



ByteDance

Word2Vec [1]

1. 生成词表，大小为|V|
2. 取单边窗口大小为m，中心词对应的one-hot向量为：
3. look table ：one-hot映射输入矩阵(                        )得到词向量

1. 隐藏层W'(输出矩阵 )：

1. softmax：

1. 损失函数：

Skip-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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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2Vec [1]
Negative Sampling：解决softmax耗时(|V|太大)的问题，反向传播不会更新输出矩阵全部向量，只会更新部分向量
损失函数：

公式左边项为正样本，两向量越相似值越小，右边项为负样本，两向量越不相似值越小 【u和v来自不同的矩阵，会训练2个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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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Walk [4][14年KDD]
随机游走：对图中的节点随机的选择下一个节点生成一条序列，使用Skip-gram+Hierarchical Softmax训练

幂率分布：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中的排名成反比(Zipf'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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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5][15年]
学习两种相似性【带权重的word2vec，skip-gram+带权重的边采样(Alias table)+负采样(按节点度)】[百万节点，10亿边]
一阶相似性：网络中节点的连接关系(局部特征)，下图节点6和7   【相连的节点相似，相似程度等同于权重】
二阶相似性：节点邻域网络结构的相似性(全局特征)，下图节点5和6  【不相连但邻域结构相似的节点相似】

一阶相似性
• 用两节点vi和vj之间的连接概率分布拟合两节点之间的权重分布
• 学习向量ui和uj 【只用了一个矩阵】

二阶相似性
• 用两节点与上下文节点的连接概率分布拟合两节点和上下文节点的权重分布
• 一个节点有两个向量：节点向量ui，上下文向量u'j 【学习两个矩阵】

KL散度

KL散度：衡量两个概率分布P和Q差异的方式，Q
为理论分布，P为真实分布

λ=di，上下文节点对当前节点的重要度



ByteDance

SDNE [6][16年KDD]
模型学习两种相似性
一阶相似性：局部结构
二阶相似性：全局结构

拉普拉斯特征映射：如果实例i和实例j相似，那么
在降维后的空间中也应该相似

• xi为01向量，维度等于整个图中节点个数，与节点i相
连则对应位置为1，否则为0
• 为节点i的低维度向量表示，节点i和节点j相连

• 为自动编码器对节点i上下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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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2vec [7][16年KDD]

• 参数p>1时，采样的时候回更少的采样已经访问过的节点，关注多条信息；p<1时，采样趋向于当前
节点周围的节点
• 参数q>1时，采样更偏向近的节点，类似BFS；q<1时，偏向于远的节点，类似于DFS

按概率游走，游走路径中下一节点采样使用Alias table【O(n)->O(1) 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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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edWalk [8][18年]

• DFS：即偏向于选择当前节点的邻边节点中被游走过的节点
作为邻边节点次数少的节点，如左图蓝色线所示
• BFS：即偏向于选择当前节点的邻边节点中被游走过的节点
作为邻边节点次数多的节点，如左图红色线所示
• 第一个节点是1号节点，同时对应的邻边节点会被加上累积
因αk，k等于当前节点为整个序列中第几个节点，当走到7号节
点时，如果是DFS方式，相对于5号，4号节点而言，9号，8号
节点会更大概率被访问

按概率游走，与边权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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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NE [9][18年KDD]
优化负采样策略
• 当前常用的负采样方法存在的问题：

• 负采样不能反映节点的信息量，一些度小的节点也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比如LINE）
• 节点的信息量会随着训练过程而改变，但采样方法没变（采样节点的概率应该随着模型的训练变化而变化）

• self-paced network embedding
• 模型前期学习简单的数据，后期学习复杂的数据(符合人类常识)
• 节点信息量定义：vj是vi的邻居的概率

vj和vi在嵌入空间中越近越难区分，反之越容易区分

• 优化的采样方案：
• 前期采样容易区分的节点，后期采样不容易区分的节点，由l(u)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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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2Vec [10][18年]
将APP向量化并聚60类，用类别来表示用户app行为特征放到LR模型中（APP 01特征->类别01特征）【给用户推荐app广告】
• 原始序列，a，b，c为app名，gi表示两个app之间的会话间隔(时间间隔)

• 序列优化
• 序列中连续出现相同app可以只保留一个（因为该序列的目标是学习上下文app）

• 序列中某些相邻的app之间时间间隔太长，被隔断（因为时间太长，说明相邻app之间没有联系）

• word2vec中使用CBOW，在求解平均embedding时做如下修改：

α=0.8，l为上下文app wj与中心app wt之间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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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S [11][18年KDD]
• 构建图：

• 用户兴趣随时间变化，只取1小时的用户点击商品行为
• 根据用户访问商品的有序序列构建有向图

• 序列生成：按出度权重选择下一跳节点

• 冷启动问题：
• 为每个商品添加n个辅助信息类型,一共n+1个embedding(W)
• 将n+1个embedding按不同的权重聚合为Hv作为商品最终
embedding

• 损失函数（Z为输出矩阵，H为embedding矩阵）：

• 反向传播更新embedding矩阵W，权重av，输出矩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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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 Embedding [12][18年KDD]
• Listing Embeddings ：根据用户实时访问列表推荐相似房源(短期兴趣)

• 序列构建：用户的点击会话按时间排序，超过30分钟被截断
• 如果序列中最后一个房源被用户订购，则作为该序列的全局变量
• 正样本Dp取自相同的市场(用户实时行为一般在一个区域内选择)，
而负样本来自全部数据，添加负样本Dmn取自和Dp同市场的房源
• 冷启动：和新房源地理位置最近，价格相似的3个房源的embedding
取平均来表示新房源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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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 Embedding [12][18年KDD]
User-type & Listing-type Embeddings：长期兴趣，根据用户历史订购
房屋给用户推荐房源（用户去某地旅游）
• 用户预订房源序列的问题：

• 预订房源数据少，很多用户过去只预订一次，没有上下文
• 很多房源被定次数少与5-10次，无法学习到有意义的embedding
• 用户偏好会随着时间变化

• 用户聚类，房源聚类

• 将用户类型的embedding和用户下单房源类型的embedding在一个
嵌入空间训练【如下分别房源为中心词，用户为中心词的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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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rd2vec ：http://web.stanford.edu/class/cs224n/readings/cs224n-2019-notes01-wordvecs1.pdf
[2]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Word Representations inVector Space
[3] The Illustrated Word2vec
[4] DeepWalk: Online Learning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5] LINE: Large-scale Information Network Embedding
[6] Structural Deep Network Embedding
[7] node2vec: Scalable Feature Learning for Networks
[8] BiasedWalk: Biased Sampling for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on Graphs
[9] Self-Paced Network Embedding 
[10]  App2Vec: Vector Modeling of Mobile Apps and Applications
[11] Billion-scale Commodity Embedding for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in Alibaba 
[12] Real-time Personalization using Embeddings for SearchRanking at Airbnb

LINE 源码：https://github.com/tangjianpku/LINE/blob/master/linux/line.cpp
Alias Method：http://shomy.top/2017/05/09/alias-method-sampling/
网络嵌入：https://zhuanlan.zhihu.com/c_1027873026813145088

参考与扩展阅读

http://web.stanford.edu/class/cs224n/readings/cs224n-2019-notes01-wordvecs1.pdf
https://jalammar.github.io/illustrated-word2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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