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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犔犕犛规则的预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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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基于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 Ｗｅｂ预取策略没有全面考虑访问序列长度、转移概率、网页

访问频率、预测准确率和输出概率分布等重要特性。针对这一缺陷，提出了一种基于 ＬＭＳ（ｌｅａｓ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规则的预取策略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基于日志驱动的实验表明，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在 Ｗｅｂ预取性

能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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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网络信息的飞速增长和受限网络带宽，

人们往往需要忍耐较长的等待时间。为了缓解这

个问题，相关学者提出了 Ｗｅｂ预取技术
［１，２］，通

过分析用户访问序列中潜在的关联关系，预先取

出用户将来可能浏览的页面缓存，从而减少用户

的访问延时。

建立有效的 Ｗｅｂ预取模型，对用户的浏览作

出准确的预测是实现 Ｗｅｂ预取技术的关键。基

于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Ｍａｒｋｏｖ的模型广泛用于 Ｗｅｂ

预取［３５］。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等
［６］提出了可供选择的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但未从整体上考虑每个状态的预

测错误率，从而可能剪掉一些预测准确率较高的

状态。Ｐｉｔｋｏｗ 等
［７］提出了 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ＲＳ

模型，但没有考虑每个状态的预测准确率。Ｙａｎｇ

等［８］提出悲观选择的ＰＳ方法，该方法在所有匹

配的访问序列中选择具有最大悲观值的状态进行

预测，但忽略了访问序列的长度。

１　犃犾犾犓狋犺犗狉犱犲狉犕犪狉犽狅狏模型简介

假设所有用户在 Ｗｅｂ上的浏览过程是一个

特殊的随机过程———齐次的离散马尔可夫链，即

设离散随机变量犡的值域为 Ｗｅｂ空间中的所有

网页构成的集合，则一个用户在 Ｗｅｂ中的浏览过

程就构成一个随机变量犡 的取值序列，并且该序

列满足马尔可夫性［９］。

在犓 阶 Ｍａｒｋｏｖ预测模型中，每个状态代表

长度为犓 的访问序列，用转移概率矩阵表示状态

之间的转移概率，对用户下一个请求的预测依赖

于犓 个最近访问过的页。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Ｍａｒｋ

ｏｖ模型包括１到犓 阶马尔可夫模型。

２　基于犔犕犛规则的预取策略

２．１　目标函数

以往的研究表明［４，８］，基于用户历史请求序

列的 Ｗｅｂ预取与访问序列长度、转移概率、网页

访问频率、状态的预测准确率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将状态犣的目标函数定义为：

犳狕 ＝

ω狕０＋∑
４

犻＝１

ω狕犻ψ狕犻 ＝ω狕０＋珗ω狕·
珗
ψ狕，犻＝１，２，３，４

（１）

式中，犣为某个状态；犳狕为状态犣 的预测能力；ψ狕１
为正规化的访问序列长度；ψ狕２为预测准确率；ψ狕３
为状态的转移概率；ψ狕４为正规化的网页访问频

率；ω狕
０
到ω狕

４
代表权值，它们的大小决定了不同因

素的重要程度；ω狕
０
是一个附加的常量。

ψ狕１ ＝
狓狕

１

犔
（２）

式中，狓狕
１
代表状态犣的访问序列长度；犔是最长

的访问序列长度。ψ狕１表示正规化的访问序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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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式（２）说明访问序列越长，ψ狕１的值就越大，状

态犣就越有可能成为最终的预测状态。

ψ狕２ ＝ （１－λ狕）ψ狕２＋λ狕狇狕 （３）

式中，λ狕（０＜λ狕＜１）是一个常量，代表更新ψ狕２的

步长；狇狕代表利用状态犣 进行预测的结果。如果

预测是正确的，狇狕的值为１，ψ狕２增加λ狕（１－ψ狕２）；

否则，狇狕的值为０，ψ狕２减少λ狕ψ狕２。ψ狕２代表状态犣

的预测准确率，通过式（３），利用每次预测结果的

信息反馈，预测参数ψ狕２被修正。

ψ狕３ ＝
狓狕

３

狆狕
（４）

式中，狓狕
３
是状态犣所对应的访问序列的访问频

率；狆狕是状态犣 的前一个状态所对应序列的访问

频率。ψ狕３表示状态犣的转移概率。

ψ狕４ ＝
０，狓狕

４ ≤犮

（１＋犪（狓狕
４
－犮）－

犫）－１，狓狕
４ ＞

烅
烄

烆 犮
（５）

式中，犪、犫和犮是三个参数；变量狓狕
４
代表包含在

状态犣中的页面的访问频率，如果狓狕
４
大于犮，则

ψ狕４大于等于１／（１＋犪），而小于１。ψ狕４随狓狕４的增

加而增加。因此ψ狕４表示页面访问频率越频繁，这

个页面就越重要。如果狓狕
４
≤犮，则ψ狕４＝０。在这

种情况下，认为状态的预测能力主要取决于其他

的几个因素，与页面的访问频率无关。

２．２　基于犔犕犛的权值更新法则

为了推导目标函数的权值更新法则，应指定

一个度量标准来衡量目标函数相对于训练样本的

训练误差，利用一个普遍应用的度量标准：

犈狕犱（珗ω狕）＝
１

２
（狋犱－狅犱）

２ （６）

式中，犱是训练样例；狋犱是预测状态犣 的目标函数

输出；狅犱是对应训练样例犱 的目标函数的输出。

需要找到一种法则来减小误差犈犱。随机梯度下

降法［１０］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

珗ω狕 ＝珗ω狕＋Δ珗ω狕 （７）

将它写成分量的形式为：

ω狕犻 ＝ω狕犻 ＋Δω狕犻，犻＝１，２，３，４ （８）

其中，

Δω狕犻 ＝－η
犈狕犱
ω狕犻

，犻＝１，２，３，４ （９）

式中，η是一个正的常量，称为更新速率。可以从

式（６）中计算犈狕犱的微分，从而得到
犈狕犱
ω狕犻

：

犈狕犱
ω狕犻

＝


ω狕犻

１

２
（狋犱－狅犱）

２
＝

（狋犱－狅犱）（－ψ狕犻
犱

），犻＝１，２，３，４

（１０）

其中，ψ狕犻
犱

表示训练样例犱 的一个输入分量。将

式（１０）代入式（９）便得到了权值更新法则：

Δω狕犻 ＝η狕（狋犱－狅犱）ψ狕犻
犱

（１１）

将式（１１）代入式（８）得到下面的表达式：

ω狕犻 ＝ω狕犻 ＋η狕（狋犱－狅犱）ψ狕犻
犱

（１２）

　　式（１１）中的训练法则称为ＬＭＳ（最小均方）

法则。对于每一个训练样本，它把权值向减小这

个训练数据误差的方向略微调整。

２．３　基于最大熵的状态输出概率分布

一个随机变量犢，具有狀种取值，每种取值的

概率为狆犻，则犢 的熵为：

犎（犢）＝－∑
狀

犻＝１

狆犻ｌｏｇ２狆犻 （１３）

　　利用最大熵来描述一个状态的输出概率分

布。假设犖１ 表示对状态犛的访问数，犖２ 表示对

犛的所有输出状态的访问总数。如果为状态犛加

入犖１－犖２ 个输出状态，并且它们的转移概率都

等于１／犖１，则在满足原有输出状态的转移概率的

约束下，犛的熵获得最大值。

为了对不同状态的输出最大熵进行比较，必

须对每个状态的输出熵进行正规化。利用犎（犢）

的最大值ｌｏｇ２狀对最大熵进行正规化，其中狀表

示犢 的取值个数。用犎狀 表示正规化的熵：

犎狀 ＝犎（犢）／ｌｏｇ２狀 （１４）

　　犎狀 的取值范围为从０到１，其值较小的时候

确定性较高。在预测时，排除那些确定性比较低

的状态，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模型的预测和权值的更新过程如下。

１）为每个目标函数选择初始的权分量；

２）利用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日志数据构建

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Ｍａｒｋｏｖ模型
［１１］；

３）从与用户当前访问序列相匹配的状态中，

选择输出熵小于熵阈值的状态；然后从这些状态

的输出状态中，选择具有最大目标函数值的状态

犣，并获得狋犱的值；

４）从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的日志数据中获

得下一个样本犱；

５）依据样本犱获得狇狕的值，更新ψ狕２；

６）计算Δω狕犻，更新ω狕犻。

３　实　验

采用ＶＣ＋＋开发了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的仿

真程序。为了进行性能比较，同时实现了 Ａｌｌ

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ＲＳ和ＰＳ预取策略。

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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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实验数据和日志处理

利用两个真实的日志文件进行实验：① 来自

国内某大学的 Ｗｅｂ代理服务器的访问日志，它收

集了从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０１１５的全部 Ｈｔｔｐ访

问信息，称为ＣＵＬｏｇ。② 来自Ｃｌａｒｋｎｅｔ服务器，

它收集了从１９９５０８２８～１９９５０９０３的全部ｈｔｔｐ

请求，称为ＣｌａｒｋｎｅｔＬｏｇ。该日志可以从ｈｔｔｐ：／／

ｉｔａ．ｅｅ．ｌｂｌ．ｇｏｖ／ｈｔｍｌ／ｔｒａｃｅｓ．ｈｔｍ直接下载。

对日志进行了预处理。首先，删除所有动态

产生的文件和嵌入式图像文件。这些文件的类型

为“．ａｓｐ”、“．ｐｈｐ”、“．ｃｇｉ”、“．ｇｉｆ”和 “．ｊｐｇ”等。

接着，每个日志文件被划分成多个用户会话。一

个用户会话是在一段时间内，来自同一个用户的

有序访问序列。在实验中，如果一个用户超过２ｈ

没有访问过任何网页，该用户的下一个访问开始

新的用户会话。

本文采用了预测准确率、命中率和流量增加

率３个性能评价指标。预测准确率指正确的预测

数比上预测总数。预测准确率代表预取网页中确

实被用户请求的那部分。命中率指存在于预取缓

存中的用户请求数比上所有的用户请求。流量增

加率是由于错误的预取而增加的流量比上所有的

用户请求。

３．２　实验结果

在每个实验中，为所有的用户构建一个预测

模型。由于带宽的限制，每次最多预测一个用户

请求。预取缓存的替换算法是ＬＲＵ。对于每个

日志文件，用１／２的数据作为训练集，剩下的作为

测试集。为了获得更好的预取性能，对于 ＣＵ

Ｌｏｇ采用３阶模型，对于ＣｌａｒｋｎｅｔＬｏｇ采用５阶

模型。对于 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为每个状态的

目标函数选择初始权值和熵阈值，狓狕
１
、狓狕

２
、狓狕

３
、犔

和狆狕的值从模型中直接获得，λ狕和η狕被设置成很

小的数值，ψ狕２的初始值为０。

图１（ａ）和图２（ａ）比较了三个模型在不同概

率阈值下的预测准确率。随着概率阈值从０增加

到０．３，三种模型的预测准确率都在增加，但Ａｌｌ

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的准确率一直高于其他两个模

型。原因在于 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综合考虑了

多种因素，并且根据每次的预测结果对目标函数

中的权进行修改。图１（ｂ）和图２（ｂ）比较了三个

模型在不同概率阈值下的命中率。虽然ＡｌｌＫｔｈ

ＯｒｄｅｒＬＭＳ的命中率不总是高于其他的两个模

型，甚至有时低于某个模型，但结合图１（ａ）和图２

（ａ）可以看出，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在保持命中率

的情况下，预测准确率总是高于其他的两个模型。

图１（ｃ）和图２（ｃ）比较了三个模型的流量增加率。

随着概率阈值从０增加到０．３，三种模型的

流量增加率都在减少，但Ａｌｌ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的

流量增加率始终低于其他的两个模型。因为Ａｌｌ

图１　利用ＣＵＬｏｇ的三个模型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ＣＵＬｏｇ

图２　利用ＣｌａｒｋｎｅｔＬｏｇ的三个模型的性能比较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ＣｌａｒｋｎｅｔＬｏｇ

６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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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ｔｈＯｒｄｅｒＬＭＳ利用预测结果的反馈信息对预

测参数进行了及时的修正，提高了预测准确率，降

低了预测错误的网页数量，从而减少了额外的流

量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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