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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动态演化粒子群算法在 犠犲犫
主题信息搜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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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的基于单一价值评价的网络爬虫搜索策略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动态演化粒

子群（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ＥＰＳＯ）的启发式网络爬虫搜索算法。本

算法综合立即价值和未来价值两种链接评价方法，并依据链接价值所反映的 Ｗｅｂ实际搜索情况动态调整两

种价值的关系，使网络爬虫能更准确地预测页面的重要性。实验表明，该算法具有较高的搜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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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网络爬虫的评价

标准和模型，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基于立即价值

和基于未来价值的评价。前者主要包括页面内容

分析和基于 Ｗｅｂ链接结构分析的评价方法，即根

据主题与页面的相似度以及页面间的相互引用关

系来评价链接价值［１］，其优点是理论基础较好，计

算简单，在距离相关页面较近的地方搜索时表现

出良好的性能，但页面文本缺乏“全局性”，网络爬

虫在距离相关页面集较远搜索时易迷失方向，忽

略了半结构文档所蕴含的信息，评价的准确性依

赖对主题关键字集的选择和构建［２］。后者通过将

“经验信息”植入网络爬虫，使其对未来爬行有一

定的“预见性”，目前最常见的是用巩固学习的方

法来训练爬虫［３］，虽然能发掘链接结构信息，但预

测能力有限，且搜索不灵活，主题易漂移。

由于单一的评价方法不能有效地预测链接的

真实价值，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综合价值”的

评价机制，通过引入一些如模拟退火等启发式策

略动态调整两种评价方法的权重。实验表明，此

搜索策略可有效地提高搜索效率。本文针对单一

价值评价的网格爬虫搜索策略存在的不足，在自

适应动态演化粒子群（ＡＤＥＰＳＯ）框架内提出了一

种基于综合价值的新的搜索算法。实验证明，该

算法具有较高的搜索效率。

１　犃犇犈犘犛犗框架下的网络爬虫搜索

策略

１．１　算法思想

根据 Ｗｅｂ信息资源分布的群聚性特点，将搜

索过程分为探测和发掘两个部分。在相关 Ｗｅｂ

社区中搜索时，由于其中页面和主题相关，蕴涵了

较多的相关信息，链接的立即价值较大，适合选用

注重发掘的基于立即价值的搜索策略；而当爬虫

从一个主题相关社区跨越到另一个主题相关社区

时，因为无关页面集中可利用的信息少，基于立即

价值的爬虫易迷失搜索方向，而基于未来价值的

爬虫注重探索，能利用经验信息预测链接的未来

价值，适合引导搜索从无关社区过渡到相关社区。

因此，网络爬虫在其生命周期内，必须能“独立地”

决定何时基于立即价值发掘资源，何时基于未来

价值探测资源。

１．２　相关定义

为了方便描述，下面给出算法用到的几个定

义［４］。

定义１（立即价值）　给定搜索主题狋，设页面

狆中有一链接犾，若犾所指页面狇与狋相关，称狇具

有与狋相关的立即价值；根据立即价值的评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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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预测狇与狋相关的程度，称犾与狋相关的立

即价值，用犐狋（犾）表示，常利用文本相似度或 Ｗｅｂ

结构信息来获得。

定义２（未来价值）　给定搜索主题狋，设页面

狆中有一链接犾，若犾所指页面狇与狋无关，但经狇

依次访问若干页面后可获得与狋相关的页面狉，则

称狇具有与狋相关的未来价值。根据未来价值的

评价算法来预测指向狇的犾与狋相关的程度，称犾

与狋相关的未来价值，用犉狋（犾）表示，一般用巩固

学习的方法来计算。

定义３（综合价值）　给定搜索主题狋，设页面

狆中有一链接犾，犾关于狋的立即价值为犐狋（犾），未

来价值为犉狋（犾），则犾关于狋的综合价值为：

犛狋（犾）＝α犐狋（犾）＋β犉狋（犾） （１）

ｓ．ｔ．　α＋β＝１ （２）

式中，α、β为动态权值，根据网络爬虫在线获得的

Ｗｅｂ状态信息动态调整。式（１）表明，网络爬虫

对立即价值和未来价值的分配由α、β决定，搜索

每次选择综合价值函数值最高的链接爬行。

１．３　犃犇犈犘犛犗网络爬虫搜索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１．３．１　ＡＤＥＰＳＯ算法

１）粒子动力学优化

２００２年，李元香教授和邹秀芬博士提出的动

力学演化算法ＤＥＡ是基于统计物理中自由能极

小化原理而设计的［５］。由于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与热力学系统有很多

的相似性，如热力学系统能量最小化对应ＰＳＯ种

群收敛到最小值，系统熵增过程对应粒子群保持

多样性的过程等，因此，针对基本ＰＳＯ算法收敛

速度较快，但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特性，借鉴统计力

学中能量最小化时的熵增概念，结合ＤＥＡ中种

群个体的动态选择机制，提出了 ＡＤＥＰＳＯ算法，

以增加种群的多样性，提高算法的全局搜索能

力［６］。

２）自适应动态选择策略

设ＡＤＥＰＳＯ的种群规模为狀，记为狓１，狓２，

…，狓狀，连续演化代数时间为狋，犳（狋，狓犻）表示时间狋

时粒子狓犻的适应值，称为粒子犻在时间狋的状态。

定义４　设狆（狋，狓犻）为粒子狓犻 在时刻狋时的

动量，则：

狆（狋，狓犻）＝犳（狋，狓犻）－犳（狋－１，狓犻） （３）

　　定义５　设犪（狋，狓犻）为粒子狓犻 在时刻狋时的

活动量，如果粒子狓犻 在狋时被选择ｓｌｃｔ（狋，狓犻）参

加飞行，则犪（狋，狓犻）＝犪（狋－１，狓犻）＋１；否则，犪（狋，

狓犻）＝犪（狋－１，狓犻）。

定义６　新的自适应动态选择表达式为：

ｓｌｃｔ（狋，狓犻）＝∑
狋

犽＝０

狘狆（犽，狓犻）狘＋λｌｇ犪（狋，狓犻）（４）

式中，λ为一可调参数（通常设为１．０）。式（４）等

号右边第一项相当于粒子的能量，当粒子能量较

小时，在下一时刻被优先选择参与飞行，使系统最

大限度地释放能量，让系统朝能量减少的方向发

展，逼近最优解；第二项相当于熵，当粒子活动量

较小时，ｓｌｃｔ（狋，狓犻）的值较小，下一时刻被优先选

择参加飞行，迫使系统的熵增加。由于粒子的活

动频繁，种群中所有的粒子均有机会参加飞行，但

种群中较弱的粒子被选择的机会增多，使算法在

解空间的探索区域增大，粒子在最优区域停留的

时间增长，提高了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避免了种

群过快聚集，保持了种群的多样化，但 ＡＤＥＰＳＯ

的收敛速度较ＰＳＯ有所下降。

３）粒子速度演化

借鉴局部粒子群优化模型和全局粒子群优化

模型的优点，ＡＤＥＰＳＯ对粒子速度和位置的演化

采用如下方式：

狏犻犱（狋＋１）＝ω狏犻犱（狋）＋

（犮１ｒａｎｄ１（）（犾ｂｅｓｔ［犻］犱－狓犻犱）＋

犮２ｒａｎｄ２（）（犵ｂｅｓｔ［犻］犱－狓犻犱） （５）

狓犻犱（狋＋１）＝狓犻犱（狋）＋狏犻犱，１≤犻≤狀，１≤犱≤犇

（６）

式中，ω为惯性权重，取值为０．７２９８；ｒａｎｄ１（）和

ｒａｎｄ２（）是随机函数，在［０，１］区间内产生随机数；

犮１ 和犮２ 为加速因子，取值为１．４９６；犾ｂｅｓｔ［犻］表示粒

子犻的邻域最优值，粒子邻域由种群中索引号相

邻的５个粒子所组成；犵ｂｅｓｔ［犻］是优化过程中所搜

索到的当前全局最优粒子的位置［７］。

１．３．２　编码方案与适应值函数的选取

ＡＤＥＰＳＯ算法将待优化的参数作为粒子的

各个维，在优化过程中，通过粒子速度和位置的更

新来改变待优化的参数值，从而直接在解空间中

搜索。在网络爬虫搜索过程中，对链接综合价值

函数参数的优化实质上是对二维函数优化，对评

估函数参数寻优的粒子直接进行编码。粒子中的

每个变量均用实数表示，变量的取值范围为［０，

１］，通过算法在该范围内寻求上述变量的最优解，

使链接综合价值评估函数值最大。

一组好的α、β组合能使网络爬虫总是选择价

值最高的链接搜索，从而使适应度函数值最大，因

此，适应度函数直接选取目标函数：

ｍａｘ犛狋（犾）＝α犐狋（犾）＋β犉狋（犾） （７）

１．３．３　算法流程

１）狋＝０，随机初始化。粒子群动力系统为犡

７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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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１，犡２，…，犡犖），每个粒子的动量、活动量分

别为狆（狋，犡犻）＝０，犪（狋，犡犻）＝０，设定粒子数目犿、

位置向量犾ｂｅｓｔ和犵ｂｅｓｔ、速度向量狏狏犱．、参数α、β的上

下限、最大允许迭代次数犜ｍａｘ。

２）下载链接所指页面。

３）如果该页面是主题相关页面，则把该页面

存入资料库中，转到步骤６）。

４）处理页面：① 提取该页面的 ＵＲＬｓ信息；

② 将相应链接文本信息和 Ｗｅｂ结构信息送入价

值估计器，计算立即价值的大小；③ 根据“文字／

Ｑ价值映射库”计算未来价值大小；④ 根据α、β
值大小，按综合价值评估函数的定义计算链接的

综合价值。

５）按链接的综合价值对链接排序，并将对应

的ＵＲＬｓ存入待搜索队列中。

６）若优先权队列为空，转步骤７）；否则，

① 将每个粒子的位置向量依次作为综合价值评

估函数的控制参数，计算每个粒子犻的适应值，求

出并保留每个粒子的邻域最优值犾ｂｅｓｔ［犻］和种群全

局最优的粒子犵ｂｅｓｔ；② 按式（４）计算ｓｌｃｔ（狋，狓犻），

并按从小到大的次序排序；③ 选择ｓｌｃｔ（狋，狓犻）值

较小的犿个粒子飞行，比较粒子当前的适应值犛狊

（犡犻）和每个粒子本身的适应值犾ｂｅｓｔ，若犛狊（犡犻）≥

犾ｂｅｓｔ，则犾ｂｅｓｔ＝犛狊（犡犻），犘犻＝犡犻（犘犻代表当前的个体

粒子）；比较每个粒子的当前适应值犛狊（犡犻）和粒

子群的最好适应值犵ｂｅｓｔ，若犛狊（犡犻）≥犵ｂｅｓｔ，则犵ｂｅｓｔ

＝犛狊（犡犻），犘犵＝犡犻（犘犵 代表种群当前的粒子），按

式（５）、式（６）计算粒子新的速度和位置，从而得到

新的粒子系统；④ 判断是否满足算法的终止条

件，若满足，则转步骤７），否则执行第②步；⑤ 输

出犵ｂｅｓｔ的相关信息，选中的ＵＲＬ置于队头；⑥ 选

中ＵＲＬ出队，请求下一页面，转入步骤２）。

７）算法结束。

２　仿真实验

２．１　实验背景

选取 ＭＩ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Ｔｏｒｏｎｔｏ四所

大学计算机系的网站进行搜索实验，目的是寻找

本地服务器中以“．ＰＤＦ”、“．ＰＳ”结尾的计算机论

文。采用基于立即价值、未来价值和ＡＤＥＰＳＯ三

种不同搜索策略的网络爬虫在线统计与“计算机”

相关的论文数，并计算各自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计算未来回报价值时，先用基于增强学习的网络

爬虫搜索，再建立文字／未来价值映射库，将链接

中所有文字的未来价值累加起来即为未来价

值［８］。而立即价值计算采用ＦＯＬＤＯＣ在线计算

机字典作为主题关键字集合［９］，并对其中１３０００

个计算机专业词汇进行扩充；用文献［１０］中相似

度的计算方法计算链接周围文字的立即价值。为

了便于处理，一篇论文的多个拷贝算作不同的文

章。

２．２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采用的是查准率和查全率，其计算

公式分别为：

犘＝
∑

狆与狊相关

狆犻

∑狆犻
，犚＝

∑
狆与狊相关

狆犻

∑狆

犻

（８）

式中，∑
狆与狊相关

狆犻指搜索结果集中以“．ＰＤＦ”、“．ＰＳ”

结尾的计算机论文的数目；∑狆犻是搜索结果集的

总文档数；∑狆犻 是从四所大学统计得到的与“计

算机”相关的所有论文总数，一共１４０５７篇。

２．３　实验结果及性能分析

图１为不同算法间的性能比较图。

图１　三种爬虫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Ｒｅｃａｌｌ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ｏｐｉｃＣｒａｗｌｅｒｓ

图１（ａ）中三种不同的搜索策略在不同阶段

的查全率不同。这是因为在寻找无关页面集的过

程中，未来价值对“预见”远期回报很有帮助，这类

网络爬虫能很快找到论文所在的目录，因而早期

的回报率很高。基于立即价值的网络爬虫却容易

迷失方向，开始找到论文目录需要较长时间，但它

更注重开发，在主题相关社区中的效率增长很快，

但从一个社区进入另一个社区时，查全率会降低。

而基于ＡＤＥＰＳＯ的网络爬虫除了在搜索初期发

现能力略低于基于未来价值的网络爬虫外，其性

能很快增长，并超过其他两种算法，这一结果证实

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图１（ｂ）中基于 ＡＤＥＰＳＯ

的网络爬虫的查准率明显高于其他两者，其原因

是网络爬虫每次除选择价值最优的链接外，还挑

选一些次优的链接，保证每一个粒子每一时刻都

有机会参加飞行，一旦发现好的全局最优个体即

保留下来，避免了局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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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自适应动态演化粒子群的启

发式搜索算法，充分考虑了 Ｗｅｂ站点信息资源分

布的特点，给合两类评价标准的优势，根据网络爬

虫的实际搜索情况，在线调整两种价值的权重，使

网络爬虫在主题相关 Ｗｅｂ社区搜索时选用基于

立即价值的搜索策略，而在从无关社区过渡到相

关社区的过程中提高未来价值链接的比重，既提

高了网络爬虫跨越主题无关社区的能力，又提高

了搜索相关主题文档的精度，具有自适应性。实

验表明，本文算法具有较高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能

较好地解决现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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