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cSys/embedding相关知识�

本意是训练更好的user�embedding，因此会偏向user�embedding⽅向的思考与解读�

基础模型�

FM相关�

DSSM�

语义匹配前奏（传统匹配）

将query和document映射到同⼀个向量空间中，然后使⽤向量的距离或相似度作为匹配分�

转换（机器翻译）：各⾃学习各⾃的向量，通过转换矩阵将Document向量映射到query向量空间

中。



深度匹配

匹配模型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种：表⽰型和交互型，表⽰型的模型会在;后⼀层对待匹配的两个句⼦

进⾏相似度计算，交互型模型会尽早的让两个句⼦交互，充分应⽤交互特征。

通过构建user和item两个独⽴的⼦⽹络，将训练好的两个塔中的user�embedding和item�

embedding各⾃缓存到内存数据库中，线上预测的时候只需要在内存中计算相似度运算即可�

DSSM原理：�

两个塔，左边为query塔，右边为doc塔，D1,D2,...共享doc塔



在实际的训练中，�我们提出⼀种类似word2vec�negative�sampling的负采样⽅式进⾏训练。在每⼀

次迭代中，�我们都选取⼀个正样本和四个负样本，�;后的loss计算中，�我们取负采样交叉商，�

P(D+|Q)取正loss，�P(D-|Q)取负loss，�如下图�

MV-DSSM(multi-view�DSSM)：不同于DSSM，多个塔，左边为user塔，右边为多个和user相关信息

的塔，;终辅助user塔对应的embedding。�

We�extend�the�model�to�jointly�learn�from�features�of�items�from�different�domains�and�user�

features�by�introducing�a�multi-view�Deep�Learning�mode�

the�novelMulti-View�Deep�learning�model�to�build�recommendationsystems�by�combining�data�

sets�from�multiple�domains



TDSSM�(the�temporal�DSSM�)�

如何将user的⻓期兴趣和短期兴趣联系起来做内容推荐，⼀个⼈的兴趣总会随着时间发⽣变化，特

定⽇期、事件都会使⻓期兴趣发⽣波动从⽽促⽣短期兴趣。⼀个⽐较直观的例⼦：如果在⼀个世界杯

期间的新闻推荐场景下，推⾜球新闻很有可能⽐推荐⻓期兴趣的内容更使⼈满意。⽽⽬前的很多推荐

⽅法都没有考虑与时间有关的短期信息，因此这篇⽂章主要针对将⻓短兴趣结合来提⾼推荐效果。

作者引⼊了Temporal的概念，也就是将user的feautures进⾏拆分和细化，分为static和

temporal，分别代表⻓期兴趣和短期兴趣。�下图可以很好的表⽰整个推荐系统的架构，其中item�

features和user�static�features全都利⽤全连接的神经⽹络构造embeddings，⽽user�temporal�

features则利⽤LSTM构造embedding（⽂中的实验表明GRU的效果并不理想），然后将static和

temporal的vectors通过函数ff做成组合向量（ff可以是multiplication或concatenation），再与

item的向量做cosine�similarity⽣成⼀个user-item相似度，预测的时候取与user相似度;⼤的topK�

item进⾏推荐。（这⾥有个问题，如果考虑item的temporal�features会是什么样？）�





Youtube�DNN�

两层深度⽹络

1.candidate�generation�model完成候选视频的快速筛选，这⼀步候选视频集合由百万降低到百的级

别

2.ranking�model完成⼏百个候选视频的精排�

candidate�generation�model如下：�

输⼊有video�embedding，search�tokens�embedding，geographic�embedding，作者是先⽤

word2vec⽅法对video和search�token做了embedding之后再作为输⼊的，这也是做embedding

的“基本操作”，不⽤过多介绍；当然，除此之外另⼀种⼤家应该也⽐较熟悉，就是通过加⼀个

embedding层跟上⾯的DNN⼀起训练，两种⽅法孰优孰劣，有什么适⽤场合，⼤家可以讨论⼀下。�

评论中对上⾯的疑问的解释：

杨旭东2018-12-12�

赞，⽂章分析得很有道理，;后抛出的问题也很有价值。不知道作者有没有亲⾃在真实场景中测试过

这个模型？我在电商商品推荐领域测试了⼀下candidate�generation⽹络模型，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https://www.zhihu.com/people/yang-xu-dong-6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构建的特征⽐较简单，可能不能准确表⽰⽤⼾；另⼀⽅便，我觉得借鉴

word2vec的思路，⽤在视频推荐或者商品推荐领域可能会有⼀个问题：⽤⼾⾏为的连续性和内聚性

可能不如⽂本（句⼦）中词之间的关系那么强，⽽candidate�generation⽹络⼜不能很好的融⼊

Item侧的特征，所以在模型精度⽅⾯可能会有的问题。如果作者有实际使⽤经验，欢迎分享下！�

王喆�(作者)�回复杨旭东2018-12-13�

可能要完全说清楚你提到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场景和技术细节，我也不能做准确的判断。

仅就word2vec⽅法表达item这个问题来说，我做视频推荐的经验是word2vec可以很好的表征item

之间的similarity，这⼀点是⽆疑问的。�

但下⼀步通过item�embedding⽣成user�embedding的过程则有很多技巧，简单的做average�

pooling实践中并不是⼀个很好的⽅法，所以我⼀直说这篇⽂章只是介绍了DNN的“基本操作”。另

外简单把item�embedding和user�embedding做concatenate直接输⼊FCs我实践中也不是⼀个很有

效的做法，⽤PNN做各种product以及引⼊DIN的attention都可以有效提升效果，这是我的⼀点经

验。

ranking�model如下：�

关于这些特征就不介绍了，不适合场景。

⼀些trick：�

4、在对训练集的预处理过程中，YouTube没有采⽤原始的⽤⼾⽇志，⽽是对每个⽤⼾提取等数量的

训练样本，这是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这是为了减少⾼度活跃⽤⼾对于loss的过度影响。�

8、在进⾏video�embedding的时候，为什么要直接把⼤量⻓尾的video直接⽤0向量代替？�

https://www.zhihu.com/people/wang-zhe-58
https://www.zhihu.com/people/yang-xu-dong-6


这⼜是⼀次⼯程和算法的trade-off，把⼤量⻓尾的video截断掉，主要还是为了节省online�serving

中宝贵的内存资源。当然从模型⻆度讲，低频video的embedding的准确性不佳是另⼀个“截断掉也

不那么可惜”的理由。

当然，之前很多同学在评论中也提到简单⽤0向量代替并不是⼀个⾮常好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其他⽅

法，⼤家可以思考⼀下。

9、针对某些特征，⽐如#previous�impressions，为什么要进⾏开⽅和平⽅处理后，当作三个特征

输⼊模型？

这是很简单有效的⼯程经验，引⼊了特征的⾮线性。从YouTube这篇⽂章的效果反馈来看，提升了

其模型的离线准确度。

DIN

本质上是为⽤⼾的⾏为序列学习⼀个和⼴告对应的权重，不适合user�embedding场景。�

对于⽤⼾⾏为序列，⽐如⽤⼾点赞的视频序列，我觉得可以使⽤fm来学习，以item�id作为⼀个特

征，通过sail应该没问题，但是更泛化的⽅法应该是统计⽤⼾历史点赞的视频，这些视频对应的⼀级

标签是有限的，把这些⼀级标签作为特征，点赞的个数作为权重，然后做交叉。

a�real-time�attention�based�look-alike�model��

Matthew�effect�⻢太效应�



Item2vec�

相⽐于word2vec利⽤“词序列”⽣成词embedding，Item2vec利⽤的物品集合是由特征⽤⼾浏

览，购买等⾏为产⽣的历史⾏为记录序列变成的，丢失了空间/时间信息，同时还⽆法对⽤⼾⾏为程

度建模（喜欢和购买是不同程度的强⾏为）。好处是可以忽略⽤⼾和物品关系，即便获得的订单不包

含⽤⼾信息，也可以⽣成物品集合。⽽论⽂的结论证明，在⼀些场景下序列信息的丢失是可忍受的。

Item2Vec中把⽤⼾浏览的商品集合等价于Word2Vec中的word的序列，即句⼦（忽略了商品序列空

间/时间信息）。出现在同⼀个集合的商品被视为positive。�

美图推荐�

item2vec实质上就是word2vec。�

它是⼀个只有⼀个隐层的深度学习模型。输⼊端是⽤⼾的点击序列,�输出端是与输⼊端的�target�item�

邻近的64个�item。64相对于�NLP�⾥取的5-6个是⽐较⼤的，这是因为⽤⼾的点击序列不像⾃然语⾔

那样具有严格的局部空间句法结构。在⽐较⼤上下⽂窗⼝中，更容易找到和⽬标�item�相似的上下⽂�

item，模型更容易学习。�

负采样的个数是正样本数的两倍，这是⼀个效果和性能折中，在我们的应⽤中正负样本数1:2，能够

在天级别模型更新情况下，取得⽐较好效果。隐层的�embedding�size�取128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

这个取值同样是效果和性能的折中。另外，我们过滤了点击序列⻓度⼩于5的样本，这样过滤之后，

我们的点击序列能覆盖99%候选图⽚和视频。�

Item2vec�是学习�item�embedding�向量的⼀种⾮常好的⽅案，它也覆盖了美图多个推荐业务。但是

它不直接考虑⽤⼾的个性化⾏为，只考虑了训练样本中�item�与�item�之间的局部共现关系。如果要

利⽤上丰富的⽤⼾侧特征，实现个性化的话，那⺓我们需要借鉴其他⽅案，⽽�YouTubeNet�正是这

样⼀种业界成熟的⽅案。



FastText�

推荐系统�

⼀般推荐系统有两个流程，第⼀步是召回模型，主要是进⾏初筛操作，从海量视频资源池中初步选

择⼀部分⽤⼾可能感兴趣的视频数据⼦集，从数据上可能从千万级别筛选出百级别，第⼆步是精排模

型，主要作⽤是对上⾯找到的百级别的视频⼦集进⼀步精筛，从数据量上可能是从百级别筛选出⼏⼗

级别。然后根据得分⾼低排序，⽣成⼀个排序列表作为⽤⼾候选播放列表从⽽完成视频推荐任务。

推荐系统中如何做User�embedding�

作者：王鸿伟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23523924�

我们对user的所有认知其实只包括两部分的信息：user的内在属性和user的外部联系。⽽user的外

部联系，⼜分为user对user的联系和user对item的联系。因此，我们对user的刻画也就分成了三部

分：

考虑user的内在属性信息�1.

包括其性别、年龄、地域、学历等。这些信息也叫做demographic�information（⼈⼝统计学信

息，因为这些就是做⼈⼝普查时需要统计的量）。⼀般⽽⾔，推荐系统模型是将这些属性离散化

并拼接起来，作为神经⽹络的原始输⼊，参考YoutubeNet[1]。值得⼀提的是，某些模型设计了

⽐拼接更复杂的⽅法，⽐如在Wide&Deep�[2]中，wide�component就设计了⼀种组合特征

（combinatorial�feature）。组合特征是指考虑多个单维特征的组合结果。例如，如果我们有关

于⽤⼾的gender和language的特征，那么我们可以设计⼀维新的特征叫

gender=F&language=en，它只有在这个user的gender=F且language=en时才为1。组合特征可

以显式地刻画特征之间的关联，但是需要⼀些⼿⼯设计，并且会增加模型的复杂度。关于组合特

征，可以参考Factorization�Machines（分解机）系列⼯作，如LibFM�[3]、DeepFM�[4]、

xDeepFM�[5]等。�

考虑user对user的联系。�2.

这⼀块也是推荐系统中的⼀个⼤分类，叫social�recommendation。这种⽅法假设user之间存在

⼀个social�network，这其实在实际应⽤中也是⾮常常⻅的，⼏乎所有主流的互联⽹应⽤都会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23523924


许⽤⼾之间存在好友或关注的关系。social�network中有⼀个同质性假设（homophily�

assumption），也就是相似的⼈之间会更可能有边连接。基于这个假设，social�

recommendation的核⼼就是使⽤⼀个user的邻居信息来推断该user的信息。⼀种简单的做法就

是让⼀个user的embedding和他的邻居的embedding相似，这可以通过在矩阵分解的基础上对

⼀条边两端的user的embedding之间的差值设计⼀个损失项来实现[6]。从前端的⻆度来看，⽤

social�network去提⾼推荐效果也是⼀个⽐较好的思路，⽐如“你的朋友也购买了xx”，“你的

朋友对该电影的打分的平均值为xx”等。这是因为⼀般⽽⾔user对于他的social�friends的信任度

是⽐较⾼的。这已经延伸到了可解释推荐系统（explainable�recommender�systems）的领域，

就此打住。

考虑user对item的联系。�3.

因为推荐系统中user-item之间的关系是核⼼，所以这也是做user�embedding要考虑的核⼼问

题。只要不是⼀个完全新的user，他就会有⾃⼰的点击/观看/收藏/购买历史记录，因此，这⾥的

问题就变成了如何⽤user的历史记录来刻画这个user。⼀种简单的做法当然是将user的历史记录

平均起来，作为这个user的embedding。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些更好的考量：(1)�考虑时间因

素，刻画⽤⼾在时间轴上的变化，这也是推荐系统中的⼀⼤类，叫sequential/session-based�

recommendation�[7,�8]，主要依赖于RNN模型去进⾏⽤⼾建模。（2）考虑⽤⼾兴趣因素，刻画

⽤⼾对不同topic、style的兴趣差异。这也是;近很多研究的出发点，按照技术⻆度来说也叫

attention-based�recommendation�[9]。另外值得提的两点：⼀，在某些⼯作⾥是没有user�

embedding的，user完全由item�embedding刻画�[10]。⼆，user和item的联系不仅仅只有0/1

的交互信息，还有评论等UGC（user�generated�content），想⽤上这些评论，就和sentiment�

analysis，aspect�mining，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等领域相关，也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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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778884174�

既然题主是玩Graph⽅向的，那其实应该就⽐较好理解了�

将整个推荐系统对应于相应的Graph其中如果作为同质图理解的话，那item就是对应的node，user

就是对应相应的sentence，类似于采样出来的序列，那这个时候⽤任何可以sentence-embedding

的⽅法都可以获得相应embedding�

;粗暴的⽅法是采⽤item-embedding进⾏平均，⽽序列的⻓度很关键，太短了⽆法完全表征，

太⻓了⽆法可能⽤⼾兴趣发⽣了偏移效果不好，因⽽可以作为baseline(⼤多数情况下，效果说的

过去)�

1.

在上⾯的加上⼀点点改进，对应不同的推荐商品召回的情况下，采⽤不同的embedding，或者加

上attention-layer，相当于⽤⼾的兴趣是多峰的，每次只有单峰激活(参考DIN)�

2.

加上序列和时间考量，⽤LSTM(GRU)等处理这个“sentence”，;终得到的编码可以是user-

embedding(DIEN)�

3.

以上所有的⽅法都是基于采⽤item作为sentence进⾏embedding进⾏表⽰的，其思路和nlp中差不

多，如果已经有了word�embedding，�如何获取sentence�embedding。�

如果是将整个⽹络作为异质图来理解，user-item分别是其中的�node�，此时可以采⽤使⽤随机游⾛

的⽅式进⾏获取node-embedding，进⽽获取�user-embedding，可以采⽤的⽅法就很多了，⽐如

deep-walk�based的⼀系列（DeepWalk，node2vec，etc）。�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如果数据量不是⼗分充⾜，建起来的图可能表现并不好，更多的是学术的炫技，

⼯业还是基于sentence或者CF进⾏处理。�

另外，对于embedding的训练，通常有两种思路，�

直接训练：⼀种是和上⾯⼀样，想办法获取embedding，再把embedding加⼊到⽹络模型中喂

给;后的推荐系统，

1.

end2end的中间产物：另⼀种是加⼊embedding-layer�和�attention-layer，此时的embedding

是副产物。

2.

我⽬前的实践上看起来，端到端的更难训，但是;后的表现会稍微好⼀些。

可以看看heterogeneous�graph的相应embedding⽅式�⽐如metapath2vec�此时�获取的user对应的

node的embedding就是�user�embedding�同时可以关注⼀下其他heterogeneous�graph�

embedding⽅式�

通常来说�如果不考虑异质性的异质图�你可以直接⽤同质图的⽅式embedding�但是效果不好�

对应学术⽹络�可以使⽤metapath2vec�做embedding之后做link�prediction�相当于处理学者将来的

合作

在RS中思路相同�具体的eb⽅法可以多尝试⼀下�

对user�embedding相关⼯作做了⼀些总结，有兴趣⼤家可以⼀起讨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778884174


Item2Vec+Pooling�

在word2vec提出后，给向量化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微软于2016年提出item2vec[1]，本质是

skip�gram+negative�sampling的⽅式学习item的向量表达。⽣成item�vector之后，可以根据⽤⼾历

史上与item的交互⾏为，求avg/max/�pooling获取⽤⼾的向量表达。这是;直接的user�vector⽣成

⽅式，但是在实际使⽤中往往效果⼀般。主要原因是泛化能⼒差，对user�embedding的学习是⽆监

督的。

除此之外，在如何⽣成item�vector的问题上，item2Vec也给出明确的⽅法。word2vec对于顺序是

有强依赖的。但是对于⼤部分推荐场景，⽤⼾的购买（点击）序列没有强顺序关系，因此我们在构造

样本时需要根据场景做⼀些变化，如：1）需要将滑动窗⼝设置成;⻓的⻓度。保证同⼀个item的⽤

⼾，均处在同⼀个context下。2）通过多次shuffle原始序列构建不同的序列。�

Doc2Vec�

doc2vec其实是word2vec的⼀种扩展⽅法，当我们通过user与item的交互历史构建出训练的序列

时，可以将user作为global�context加⼊到训练中，学出user和item的向量。该模型的优势在于，

user和item在⼀个向量空间内。构建线上服务时，能够通过ANN库快速做user2item的匹配，直接通

过user�embedding召回item。�

Youtube�DNN�

Youtube�DNN作为深度学习+推荐系统在业界的范⽂，在王喆的机器学习笔记�

中，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69807有很多实际⼯程问题的讨论。在召回DNN中，引⼊丰

富的⽤⼾侧特征（包括⽤⼾的观看和搜索历史），从⽽学习到的模型更加全⾯，泛化能⼒强。模型的

;后⼀层全连接的输出作为user�embedding表达，item�embedding则使⽤softmax+negative�

sampling有监督训练该DNN时，⽣成的softmax权重向量来表⽰。因此user�embedding和item-

embedding也处于同⼀个特征空间，线上serving时，可以采⽤ANN的⽅式查找;近邻。�

DSSM�

DSSM及微软后续推出的multi-view�DSSM也代表了⼀种思路。这种多塔的结构，可以为user，item

构造不同的塔，通过n层全连接之后，将;后⼀层输出层的向量拼接在⼀起做softmax，或者直接通

过cosine衡量两者的相似性。训练完成后，模型全连接层的输出向量可以作为user，item的

embedding表达，⽽且向量处在同⼀个向量空间，可以在线进⾏ANN查找，有效提⾼线上serving

的性能。

Graph�embedding�

user和item之间的关系可以构建成⼀张图，对于⽤⼾点击⾏为建了⼀个图G(u，e)，除此之外，其他

⾏为（如：item之间属性相关等均可以⽣成⼀条边）。图⽣成之后，就可以使⽤DeepWalk，

Node2Vec，LINE，GCN等算法进⾏训练。以DeepWalk为例，在建好的图中随机游⾛，⽣成节点序

列，根据不同的使⽤场景，可以采⽤不同的随机游⾛⽅式，已实现适合当前场景的策略。⽣成随机游

⾛序列后使⽤skipgram进⾏训练产出向量。Graph�Embedding是⼀个很⼤的话题，KDD2017�

tutorial有关于Graph�Embedding的专场分享，⼤家可以下载相关的slides学习。阿⾥也根据⾃⼰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69807


使⽤场景在提出了⼀些改进⽅法，整体的思路是在图中加⼊更加丰富的特征，构建DNN⽹络来训

练，详细内容会放在后续的⽂章中仔细讨论。

作者：驯猫师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52011712�

User�Embedding的⽅法⾮常多，取决与你想怎么⽤，这⾥介绍⼏种⼯业界的⽅法。�

召回侧：

⽤⼾⾏为序列的item�embedding求平均，这样求出的user�embedding和item�embedding是在

同⼀个空间⾥的，可以直接通过user�embedding和item�embedding的内积形式做在线knn召回�

1.

进⼀步考虑到⽤⼾兴趣随时间的变化，把平均改为时间衰减的加权平均2.

更粗暴⼀些，直接⽤⽤⼾;近点击的那个item�emebdding做user�embedding，在我了解到的某

些业务场景下也有很好的效果

3.

把召回看作在item全集上的超⼤规模多分类问题，⽤神经⽹络建模，输⼊user，context等特征，

;上层是⼀个softmax的多分类，⽹络的;后⼀个隐层作为user�embedding，隐层和每个类别的

全连接权重作为item�embedding，相当于user�embedding和item�embedding联合学习。线上

使⽤和上述⼏种⽅法⼀样都是内积knn召回不⾛神经⽹络预测。具体可以参考youtubeDNN�

4.

排序侧和召回侧不同，因为现在主流排序算法都是深度模型端到端训练，不需要⼀个额外输⼊的

embedding。�

作者：Shiwan�Zhao�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767334751�

可以考虑把user�embedding分成静态（反应⻓期偏好）和动态（反应短期意图）两部分。�

静态偏好可以来⾃于矩阵分解。动态偏好可以来⾃于contextual�information，⽐如session�data，

短期的item序列，反应当前的⽤⼾意图。可以结合attention机制进⼀步处理。�

Airbnb�embedding�

模型使⽤的是w2v，对采样部分做了修改。�

⽤⼾在Airbnb上搜索房源的时候，可以认为相隔时间短连续点击的房源往往是⽐较相似的，从该

点出发来学习房源的embedding。�

1.

⽤⼾;终预订了⼀个房源，将该房源作为序列中的全局context，即每个listing对应的正例中都有

该item。�

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5201171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767334751


⽤⼾在搜索房源时，通常只会限定在某⼀个具体的market中，但负采样是从全局采样得到的，采

样有偏差，因此额外对market内的进⾏负采样�

3.

User-type�embedding&Listing-type�embedding，因为⽤⼾和预订的房源⾮常的稀疏，因此考

虑通过对应的属性将user和listing归到user-type和list-type中，然后学习type�embedding，

User-type�embedding和Listing-type�embedding是在⼀个向量空间中学习，序列是

Utype1,Ltype1,Utype2,Ltype2...，这样就会有4种tuple，其中预订的房源可能被拒绝，作为对

应的负样本，这会出现两种tuple，如下：�

4.

⼀些细节：embedding的维度是32，memory和performance的trade-off。cold�start取距离;

近的房源。

5.

推荐中的特征⼯程�

关于分桶�

分桶的数量和宽度可以根据业务领域的经验来指定，也有⼀些常规做法。(1)等距分桶，每个桶的值

域是固定的，这种⽅式适⽤于样本分布较为均匀的情况；(2)等频分桶，即使得每个桶⾥数据⼀样

多，这种⽅式可以保证每个桶有相同的样本数，但也会出现特征值差异⾮常⼤的样本被放在⼀个桶中

的情况；(3)模型分桶，使⽤模型找到;佳分桶，例如利⽤聚类的⽅式将特征分成多个类别，或者树

模型，这种⾮线性模型天⽣具有对连续型特征切分的能⼒，利⽤特征分割点进⾏离散化。

分桶是离散化的常⽤⽅法，将连续特征离散化为⼀系列�0/1�的离散特征，离散化之后得到的稀疏向

量，内积乘法运算速度更快，计算结果⽅便存储。离散化之后的特征对于异常数据也具有很强的鲁棒

性。需要注意的是：

要使得桶内的属性取值变化对样本标签的影响基本在⼀个不⼤的范围，即不能出现单个分桶的内

部，样本标签输出变化很⼤的情况；

1.

使每个桶内都有⾜够的样本，如果桶内样本太少，则随机性太⼤，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说服⼒；2.

每个桶内的样本尽量分布均匀。3.



representation�learning�

Redis�

推荐侧模型�

Graph�Network�

同构⽹络，异构⽹络(heterogeneous�network)�

Graph�representation�learning�

Graph�embedding�

EGES�

该论⽂整个过程分为如下四步：

淘宝中⽤⼾点击的⾏为序列是⼀个有向图，由此构建item�graph，在通过随机游⾛得到word2vec的

序列【为啥不直接使⽤该序列呢，因为图的信息更加的丰富，⽐如U2的D->E->F，U3的E->C->B，构

图后就能体现出D和C的关系】�

论⽂中的提到了两个模型，GES和EGES。思想均是通过item的属性embedding和item本⾝

embedding来得到;终item的embedding，即side�Information，解决的是item稀疏与冷启动的问

题。



GES是将这些embedding取平均来表⽰;终item的embedding，⽽EGES对不同的embedding会设

置⼀个权重，按权重来得到;终的embedding。�

Multi-task�learning�

ESMM�

我⽬前能理解到的是该论⽂提出通过条件概率来隐式的学习cvr任务，这样的好处是说可以使⽤到全

量的数据。



ESMM2�

模型如下：

DAction是加⼊购物⻋或有购买意愿的⾏为，OAction是对购买相关性不是很⼤的⾏为，这样整个过

程为：Imprression->Click->DAction/OAction->Buy�



模型中四个任务分别对应展现到点击，点击到DAction，DAction到购买，OAction到购买�

并通过三个loss来学习这些任务。�

awesome2vec�

This�is�a�very�important�task�for�me.�

https://github.com/chihming/awesome-network-embedding�

LM�

主题模型�

LSA�

pLSA�

LDA�

LDA2VEC

https://github.com/chihming/awesome-network-embedding


Representation�Learning�

TODO�

tensorflow2.0�FM相关代码：�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933924�

https://github.com/NELSONZHAO/zhihu/blob/master/ctr_models/DeepFM.ipynb�

使⽤TSNE可视化item�embedding的效果，⽤已有的item标签来评判�

tensorflow2.0�feature�columns�

如何挑选正负样本，如何调节⽹络的参数

Language�model�

⻉壳找房【语⾔模型系列】原理篇⼆：从�ELMo�到�ALBERT：https://www.6aiq.com/article/15

87401784826�

Embedding�技术在房产推荐中的应⽤�https://www.infoq.cn/article/HCii9DFU4AAaT8se2ID9�

京东电商搜索中的语义检索与商品排序�https://www.infoq.cn/article/pbWjRdjjShU2JuzClCeU�

Ftrl�https://zhuanlan.zhihu.com/p/32694097�

Ref�

Sampling-Bias-CorrectedNeuralModelingforLargeCorpusItemRecommendations�

A�Multi-View�Deep�Learning�Approach�for�Cross�DomainUser�Modeling�in�Recommendation�

Systems�

Real-time�Attention�Based�Look-alike�Model�for�RecommenderSystem�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933924
https://github.com/NELSONZHAO/zhihu/blob/master/ctr_models/DeepFM.ipynb
https://www.6aiq.com/article/1587401784826
https://www.infoq.cn/article/HCii9DFU4AAaT8se2ID9
https://www.infoq.cn/article/pbWjRdjjShU2JuzClCeU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694097


⼴告⾏业中那些趣事系列10：推荐系统中不得不说的DSSM双塔模型�https://zhuanlan.zhihu.com/

p/139541282�

http://fanding.xyz/2018/05/01/推荐系统与CTR预估,基于深度学习-⼀-召回思路及模型串讲/�

temporal�recommendation：https://zhuanlan.zhihu.com/p/38430052�

阿⾥CVR预估模型之ESMM：https://zhuanlan.zhihu.com/p/57481330

⻉壳找房�深度语义匹配模型：https://www.6aiq.com/article/1589474365961�，https://www.6ai

q.com/article/1589798723495�，�https://www.6aiq.com/article/1590190626464�

⼀个好的⽹站：https://www.6aiq.com/domain/machine_learning�

推荐系统�embedding�技术实践总结：https://zhuanlan.zhihu.com/p/143763320�

重读Youtube深度学习推荐系统论⽂，字字珠玑，惊为神⽂：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69

807�

YouTube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程问题：https://zhuanlan.zhihu.com/p/52504407�

揭开YouTube深度推荐系统模型Serving之谜�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7629�

推荐系统中如何做�User�Embedding�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2352

3924�

推荐系统中⽤⼾向量的表⽰学习�https://zhuanlan.zhihu.com/p/100041191�

浅谈微视推荐系统中的特征⼯程�https://flashgene.com/archives/81897.html�

深度学习技术在美图个性化推荐的应⽤实践�https://mp.weixin.qq.com/s/b8DkQWZbUc5-jzWKBd

8iUA�

Deep�Learning�for�Matching�in�Search�andRecommendation�https://www.comp.nus.edu.sg/~xi

angnan/sigir18-deep.pdf�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中各类流⾏的Embedding⽅法（上）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中各类流⾏的Embedding⽅法（下）

推荐系统的中�EMBEDDING�的应⽤实践�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9541282
http://fanding.xyz/2018/05/01/%E6%8E%A8%E8%8D%90%E7%B3%BB%E7%BB%9F%E4%B8%8ECTR%E9%A2%84%E4%BC%B0,%E5%9F%BA%E4%BA%8E%E6%B7%B1%E5%BA%A6%E5%AD%A6%E4%B9%A0-%E4%B8%80-%E5%8F%AC%E5%9B%9E%E6%80%9D%E8%B7%AF%E5%8F%8A%E6%A8%A1%E5%9E%8B%E4%B8%B2%E8%AE%B2/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430052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481330
https://www.6aiq.com/article/1589474365961
https://www.6aiq.com/article/1589798723495
https://www.6aiq.com/article/1590190626464
https://www.6aiq.com/domain/machine_learning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3763320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69807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504407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7629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110178/answer/823523924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0041191
https://flashgene.com/archives/8189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8DkQWZbUc5-jzWKBd8iUA
https://www.comp.nus.edu.sg/~xiangnan/sigir18-deep.pdf
https://mp.weixin.qq.com/s/D57jP5EwIx4Y1n4mteGOj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DMzMjY1MA==&mid=2247485913&idx=1&sn=b201e3e9e94b906c14841d229611e3c3&chksm=ec65385cdb12b14ae4e225331d523e3db9acbf118f1d1688d56b9e447fb76ca301496318de64&scene=158#rd
https://lumingdong.cn/application-practice-of-embedding-in-recommendation-syste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