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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签到数据进行好友关系预测是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由于社会关系网络数

据往往事先难以获取，为了能够仅依靠位置签到数据实现好友关系判断，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签

到数据好友关系判断方法。首先，利用信息增益计算不同特征参数对好友关系的影响，并选择了用户居住地

和时空共现区两个特征参数；然后，针对所选择的两个特征参数对重力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 Sigmoid函数将

其值域映射到 0~1，以便好友关系的判断及模型参数标定；最后，利用逻辑回归实现了模型参数的标定，并在

测试数据集上实现了好友关系的预测。分别在 Gowalla和 Brightkite数据集上利用改进重力模型进行了交叉

实验，并与好友关系概率模型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在仅仅依靠位置签到数据的条件下

实现好友关系判断，模型在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且该方法的总体效果明显高于对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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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数据海量，知

识难求”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严重阻碍了地理信

息技术由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转型升级［1-2］。而数

据挖掘作为获取地理空间知识的重要技术，是推

动实现地理信息智能化服务的关键［3］。

人类个体或群体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反映

了错综复杂的人地关系［4］，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

通过时间序列、行为轨迹和地理位置的信息标记

组合，可以帮助用户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广泛和

密切的联系［5］。位置签到数据是利用带有 GPS
的智能终端记录某一时刻用户所处的地理空间

位置、时间信息、属性信息等，其作为一种重要的

众源地理空间数据为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oca‐
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LBSN）提供了大数据

支持。LBSN的发展使得大规模采集用户的位置

数据成为可能，近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面对海

量位置签到数据以及用户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开

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社交拓扑分析［6］、社区

发现［7-8］、位置推荐［9］、好友关系预测［10］等。在好

友关系预测方面，目前主要通过选取用户特征属

性计算用户间的相似度，将相似度较高的用户之

间预测为好友关系。按照依赖的数据类型，好友

关系预测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位置签到

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数

据预测潜在好友关系［5，11］，该方法的预测结果往

往具有较高的正确率，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很难

事先获取用户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数据，因

此仅依靠位置签到数据来挖掘和预测好友关系

更为现实。第二类方法主要依据用户访问时空

共现区的频次建立相关模型进行预测［12-13］，但仅

仅依靠时空共现区进行预测的正确率相对较低，

而且无法判断没有时空共现区的用户间关系。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

进重力模型的签到数据好友关系判断方法。首

先通过信息增益的方式选取了用户居住地和时

空共现区作为两个特征参数，并分析了所选取的

特征参数对好友关系的影响；然后通过 Sigmoid
函数对重力模型进行修改，使其值域映射在 0~1
以便于预测结果的分类；最后使用逻辑回归的方

式标定了模型的参数值，通过交叉对比实验证明

了本文模型的普适性。与现有模型的对比实验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在仅仅依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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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数据的条件下实现好友关系判断，且本文方

法的总体效果明显高于对比方法，证明了本文模

型的有效性。

1 特征参数的选取与分析

基于签到数据进行好友关系推理的关键在于

选择合适的特征参数衡量和判断各个用户之间的

关系。本文主要是基于Gowalla和 Brightkite两组

社交网络签到数据集进行实验和分析（见表 1），

数据集中除了用户的签到数据外还包含用户间

的 社 交 关 系 数 据 ，用 户 的 签 到 数 据 是 一 个 五

元组：

c in ( i,j)={ ui,tj,Bj,Lj,lj } （1）
式中，c in ( i，j )为第 i个用户的第 j条签到数据；ui
为第 i个用户的用户标识；tj为第 j条签到数据的

时间；Bj和 Lj分别为第 j条签到数据的纬度和经

度；lj为第 j条签到数据的签到地点标识。用户间

的社交关系数据是一个无向图 Gs=(Us，Es )，每
一组数据记录了构成好友关系的用户Ui和Uj的

标识。

本文以信息熵［14］表示社交网络中好友关系

（目标属性）的信息量，利用信息增益（information
gain，IG）［15］评估所选特征参数对目标属性的贡献

程度。对于目标属性 X和待评估特征参数 Y，IG
为 X的信息熵H ( X )与目标属性 X关于待评估特

征参数 X的信息期望［14］的差值，计算如下：

IG ( X,Y )= H ( X )- H ( X | Y ) （2）

设目标属性 X有 n个值 { x 1，x2…xn }，p ( xi )为
关于 xi的概率统计函数，则信息熵计算如下：

H (X )=∑
i= 1

n

[ -p ( xi ) log2 p ( xi ) ] （3）

设待评估特征参数有 m个值 { y1，y2…ym }，
p ( yi )为关于 yi的概率统计函数，p ( xi | yj )为 X=
xi时Y= yi的条件概率，则信息熵计算如下：

H (X |Y )=∑
j=1

m

p ( yi ) ∑
i=1

n

[-p ( xi |yj ) log2 p ( xi | yj ) ]

（4）

本文以 Gowalla数据集中的纽约市的签到数

据为例进行信息增益计算，其中用户人数 n为

3 101人，好友数 r为 10 194对，非好友数（C 2
n- r）

为 4 796 356对，则目标属性（社交关系）的信息熵

为 0.021 892。选取用户居住地、时空共现区、用

户签到数目、用户签到频率等几个特征参数计算

信息增益，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用户签

到数目和用户签到时间的信息增益较小，说明其

对目标属性的贡献程度较小。因此本文选取信

息增益较大的用户居住地和时空共现区作为特

征参数，并分别对用户居住地和时空共现区对好

友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1 用户居住地

由于签到数据中并没有明确地给出用户居

住地的信息，因此本文将研究区域划分成 s× s的
离散规则格网，首先通过统计确定包含签到数据

数量最多的格网，然后以该格网内所有签到点的

中心位置作为用户居住地的预测位置，该方式的

判断结果准确度可以达到 85%以上［10］。

1.1.1 用户居住地定义

如图 1所示，将研究区域划分成 s× s大小的

空间区域Ai，记各空间区域Ai包含用户签到数据

的数量为 ci，若 Amax 为各个空间区域中 ci 最大的

区 域 ，Amax 中 所 包 含 签 到 数 据 的 集 合 为

{ c in1，c in2…c inn }，则用户居住地位置（x̄，ȳ）为：

x̄=
∑
i= 1

n

xi

n
,ȳ=
∑
i= 1

n

yi

n
（5）

1.1.2 用户居住地对好友关系判断的影响

好友之间的居住地平均距离远远小于所有

用户之间的居住地平均距离［16］，为了能够更加

直观地分析用户居住地对好友关系的影响，本文

采用累积分布函数（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
tion，CDF）描述用户居住地间的距离对好友概率

的影响。设 di为距离统计指标（i∈[ 0，n ]），D为 n
个统计指标的集合，则关于距离的累积分布函

数为：

表 1 实验所用数据集

Tab.1 Dataset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数据集

Gowalla
Brightkite

用户

数/个
196 585
58 227

签到点

数/个
6 442 863
4 747 178

好友关系

数/对
1 900 654
428 156

起止时间

2009-02—2010-10
2008-04—2010-10

表 2 不同特征参数的信息增益

Tab.2 Information Gain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特征参数

用户居住地

时空共现区

用户签到数目

用户签到频率

信息增益

0.010 473
0.012 467
0.000 813
0.00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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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D ( )di = P （6）
式中，D≤ di,i∈[ 0,n ]。

本文分别根据 Gowalla数据集和 Brightkite
数据集绘制了 CDF曲线，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
知，大约 40%~50%的好友居住地距离在 100 km
以内，超过 3%的好友居住地距离在 1 km以内，

这种现象在不同数据集中的表现是基本一致

的，说明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很大程度上受限

于空间距离，但仅仅从 CDF曲线图中较难分析

出 好 友 关 系 与 居 住 地 距 离 之 间 的 函 数 比 例

关系。

为了能够进一步分析好友关系是如何受限

于用户居住地距离的，本文通过统计居住地距离

为 d的好友关系数 Ld研究好友的概率 P ( d )与居

住地距离 d之间的函数关系，记Nd为用户之间居

住地距离为 d的数目，则有：

P (d )= Ld

Nd
（7）

图 3为两组数据集好友概率与居住地距离之

间的函数关系图，由图 3可以发现，好友概率与居

住地距离符合函数关系 P ( d )~d-α。文献［17-18］
发现 P ( d )~d-1，文献［19］发现 P ( d )~d-2，而

文献［20］发现 P ( d )∝ d-1。本文结果与上述研

究结果一致，且认为 α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数据

源的类型（如微博签到数据、社交软件签到数

据、移动通信数据等）不同引起的，即 α值取决

于数据源的类型。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Gowalla
数 据 集 和 Brightkite 数 据 集 的 α 值 更 接 近

于 0.5。

1.2 时空共现区

文献［13］通过对 Flickr数据集中带有地理

标签的照片进行了分析，发现好友的概率随着

时空共现区的个数增加而急剧增加，时空共现

区的划分尺寸越小，好友概率越大，同时给出了

好友概率 -时空共现区模型。如图 1所示，假设

γ为两个好友用户选择访问同一个时空区域的

概率，在已知两个用户之间有 k个共现区（事件

Ck）的条件下，二者为好友关系（事件 F）的概

率［13］为：

P (F |Ck)= pk1
pk1 + pk2 ( N- 2 )

（8）

式中，N 为用户数目；pk1 = γ+ (1- γ) /N；pk2 =
1/N。

1.2.1 时空共现区定义

如图 1所示，设 Tj为持续时间为 T的时间段，

假设两个用户 u1和 u2在同一时间段 Tj均出现在

同一空间区域 Ai，则在 Ai 与 Tj 约束条件下的区

域被称为用户 u1和 u2的时空共现区。当时间段

T为 2时，用户 A和用户 B之间的时空共现区个

数 k为 3。时空共现区的大小 s以及持续时间的长

短 T都会对好友关系的判断产生影响，文献［21］
通过研究不同时空共现区的大小与样本数的关

系，发现随着时空共现区数量的增加，样本总数

迅速增加，但这并不意味好友关系的判断更加准

图 1 签到数据的规则格网划分

Fig.1 Regular Grid Partition of Check‐in Data

图 2 关于距离的累积分布函数

Fig.2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Distance

图 3 好友概率与居住地距离的函数关系

Fig.3 Probability of Friendship Between
Two Users as a Function of Their

Residenc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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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而文献［22］研究表明，只有在合理的参数设

置下，时空共现区的数量才与是否为好友关系密

切相关。

1.2.2 时空共现区对好友关系判断的影响

为了能够更进一步分析用户之间的时空共

现区数量对好友关系的影响，本文通过统计每两

个用户之间的时空共现区数量为 c的好友关系数

Qc，研究好友概率 P ( c )与时空共现区个数 c之间

的函数关系，记Nc为用户二元组时空共现区数量

为 c的数目，则有：

P (c)= Qc

Nc
（9）

在进行时空共现区数量统计时，每个 1°格网

范围内不重复统计时空共现区的个数，这样可以

将全球范围划分为 180×360=64 800个时空共

现区。从本质上来讲，判断两两用户时空共现的

条件应该是在时间段 T内，两个用户签到数据之

间的距离小于某一阈值，为了简化计算，本文通

过判断两两用户签到数据是否在同一个划分格

网来替代判断两两用户之间的距离是否小于阈

值，这样时空共现区的大小 s就代替了阈值。本

文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如果在 1°格网内重复统计

时空共现区的数量，会造成好友概率 P ( c )对格

网大小 s不敏感。这是因为落在 c个小尺寸时空

共现区内的签到数据，有可能完全落在同一个较

大尺寸的时空共现区内，例如当格网尺寸为 0.01°
时，c个时空共现区虽然在空间上邻近，但这并没

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在 0.01°尺寸的格网下用

户大都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而 c个分布在不同

城市甚至横跨整个国家的时空共现区，即使格网

尺寸为 1°，却更有实际意义，更能够代表两个用

户之间是好友关系。

本文对 Gowalla数据集进行了实验，绘制出

了好友概率与时空共现区个数的函数关系图，并

根据式（8）计算出了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间的误

差，实验结果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以看出，当格网尺寸固定时，时间

段 T越短，时空共现区的个数越多，则好友的可

能性越大；当时间段 T、时空共现区个数固定

时，则格网尺寸 s越小，好友的可能性越大。例

如，当时空共现区的数目 c为 3，时间段 T为 1 d
时，s=1°的好友概率为 5%左右，而 s=0.001°的
好友概率增长至 82%左右。除此之外，时间段

T越大，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间的误差也越大。因

此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本 文 采 用 的 参 数 值 为 s=
0.001°，T= 1 d。

2 改进重力模型及参数标定

2.1 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是以万有引力公式为依据，表达随

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地理区域之间的联系强度逐

图 4 好友概率与时空共现区个数的函数关系

Fig.4 Probability of Friendship Between Two Users as a Function of the Count of Co‐occur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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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减 弱 的 规 律［23］，属 于 一 种 地 理 空 间 分 析 模

型［24］。由 §1可知，随着距离的增加，用户之间的

好友概率逐步减小；随着时空共现区个数的增

加，用户之间的好友概率逐步增加。受此启发，

本文采用重力模型来对好友关系进行判断。

2.1.1 基本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ij= k
mimj

f ( dij )
（10）

式中，mi和mj分别是关于用户 i和用户 j的相关指

标；一般情况下，f ( dij )为关于空间距离 dij的指数

模型，即 f (dij)= d-αij ，其中 α>0；k为重力模型的

比例因子，是一个常数。

由于好友概率与时空共现区个数基本呈现

指数函数关系［13］，所以利用 cβij 代替 mimj，其中 β

为两用户之间的时空共现区个数，cij为常数，则重

力模型变为：

Gij= k
cβij
d α
ij

（11）

将式（11）两边取自然对数构建多元线性回

归方程，则有：

ln Gij= ln k+ β ln cij- α ln dij （12）
式（12）是一个线性方程，只要通过样本值来

标定参数 α和 β即可。由于 ln Gij 的取值范围是

（-∞，+∞），但在进行好友关系判定时，这个值

最好限制在［0，1］之间，因此本文对重力模型进

行了改进。

2.1.2 改进重力模型

本文采用 Sigmoid函数将 ln Gij 的值域映射

到［0，1］之间，Sigmoid函数是一个 S型函数，常常

用于特征映射［25］，其函数图像如图 5所示。

将式（12）代入到 Sigmoid函数中，即可得到

映射后的模型，该模型的值域为 [ 0，1 ]，通过 pij的

值可判定两个用户之间是否是好友关系：

pij=
1

1+ e-( ln k+ β ln cij- α ln dij )
（13）

2.2 模型的参数标定

模型的参数标定即通过样本数据，采用一元

或多元回归、线性或非线性回归等，计算出回归

常数项和回归系数项的过程，本文采用逻辑回归

来标定模型参数。

2.2.1 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属于分类算法，可以处理二元分类

以及多元分类问题［26］，根据这一特征，可以将其

用到好友关系判断问题（即“好友”或“非好友”）。

设 A={ α1，α2⋯αn }和 B={ β1，β2⋯βn }为样本输

入，A为用户之间的居住地距离集，B为用户之间

的时空共现区个数集。如果式（13）中 pij> 0.5，
则分类结果为“好友”；如果 pij< 0.5，则分类结果

为“非好友”；pij的值越靠近 0.5，分类的准确率就

越低，当 pij= 0.5时，逻辑回归模型本身无法确定

分类结果。

逻辑回归的基本步骤如下：（1）构造预测函

数，即 pij；（2）构造损失函数；（3）通过梯度下降

法，确定损失函数的最小值及各个回归参数的

值。可见除了构造预测函数之外，还需要构造合

理的损失函数。

2.2.2 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就是衡量样本真实值与模型预测

值之间差距的函数。当样本真值为 1时，若模型

的预测输出为 1，损失值应尽可能为 0，若模型的

预测输出为 0，损失值应尽量大；当样本真值为 0
时，若模型的预测输出为 0，损失值应尽可能为 0，
若模型的预测输出为 1，损失值应尽可能大。这

里直接给出模型的损失函数为：

L ( p̑ k,pk )=-[ p̑ k log ( pk )+(1- p̑ k ) log ( 1- pk ) ]
（14）

式中，pk 为模型预测的输出值；p̑ k 为样本真实值

（即“1，好友”或“0，非好友”）。从该损失函数可

以看出，当 p̑ k分别取 0或 1时，其函数特性刚好满

足要求。由损失函数可以得到 m个训练样本的

损失函数平均值为：

J (θ)=- 1
m∑k=1

m

[ p̑ k log ( pk)+(1- p̑ k ) log ( 1- pk ) ]
（15）

图 5 Sigmoid函数图像

Fig.5 Graph of Sigmoi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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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将社交网络签到数据集中的社交关系

视为无向图 Gs（Us，Es），节点Us为用户，节点之间

的边 Es为用户关系（即“好友”或“非好友”），各个

特征参数的值为边的属性。使用 Gowalla数据集

进行特征参数的有效性检验，把数据集分为训练

集和测试集，再通过对模型的特征参数标定实现

对好友关系的判断。

3.1 特征参数有效性检验

分类算法只有在选取的特征参数能够较好

地表征用户间的社会关系时才能够有较准确的

预测结果［5］。信息增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估特

征参数的贡献程度，但并不能很好地评价特征参

数 的 有 效 性 。 受 试 者 工 作 特 征 曲 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是根据一系

列不同的二分类方式（分界值或决定阈），以真阳

性率（灵敏度）为纵坐标，假阳性率（1−特异度）

为横坐标绘制的曲线，ROC曲线可以对特征参数

进行有效性评价，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越接近 1.0，表明结果的准确性越

高，特征参数的选择就越有效果。

本文选取 Gowalla数据集中的部分用户数据

进行特征参数有效性检验，随机选取 600名用户

共计 199 317个签到数据，以当前数据集中的社

交拓扑网络数据为基准值，图 6（a）为该数据集特

征参数的 ROC曲线图，其中，时空共现区特征参

数的 AUC值为 0.710，用户居住地距离特征参数

的 AUC值为 0.634，说明所选择的特征参数如果

妥善设置阈值及系数时，会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为了能够确保特征参数有效性评估的普适性，本

文在对比实验中选取 Brightkite数据集中的部分

用户数据，随机选取 620名用户共计 272 396个签

到数据，其 ROC曲线图如图 6（b）所示，其中，时

空共现区特征参数的 AUC值为 0.760，用户居住

地距离特征参数的 AUC值为 0.647，说明本文选

取的特征参数在不同的社交网络签到数据集中

具有同样的适用性。

3.2 好友关系判断

3.2.1 实验结果分析

衡量本文所提模型有效性的关键在于该模

型能否通过现有的用户社交签到数据挖掘出具

有 好 友 关 系 的 用 户 。 本 文 分 别 在 Gowalla 和

Brightkite数据集上验证方法的有效性，两两用户

分别计算用户居住地距离 d和时空共现区个数 c，

将现有的社交关系数据作为真值，其中 0代表“非

好友”，1代表“好友”，将数据分为 70%的训练集

和 30%的测试集。由于社交网络拓扑的特点是

好友关系边相对较为稀疏，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的用户之间是非好友关系的，以 Gowalla数据集

在纽约市的签到数据为例，其中好友 10 194对，

非好友 4 796 356对，数据的不平衡度约为 1∶470，
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平衡的数据分布会得到较

为理想的结果。

本文随机选取 Gowalla数据集中的 20 000
名用户，共计 2 633 751条签到数据，其中社交关

系数据中好友关系为 840 151对，非好友关系为

199 149 849对，不平衡度约为 1∶240；随机选取

Brightkite 数 据 集 中 的 20 000 名 用 户 ，共 计

3 682 104条签到数据，其中社交关系数据中好

友关系为 322 664对，非好友关系为 198 827 185
对，不平衡度约为 1∶610。为了能够考察数据不

平衡度对好友关系判断结果的影响，分别将数

据按照不平衡度 1∶3、1∶50、1∶100和 1∶150的配

比输出，形成用于模型训练和测试的数据集。

实验采用 Python语言，通过逻辑回归实现本文

所提出的模型的参数标定，模型的参数值 α、β、

截距（即 ln k的值），以及准确率、召回率和 F值

（综合评价指标）的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以看出，随着数据不平衡度的增加，

模型好友关系判断的准确率提高，而召回率和 F
值降低，这说明随着数据不平衡度的增加，模型

更倾向于将用户之间的关系判定为非好友关系，

这也与社交网络拓扑的特点相一致。即使是在

不平衡度为 1∶150时，该模型依然具有较高的准

确率和一定的召回率，说明本文所选择的特征

参数和提出的模型对于好友关系的判断具有良

好的预测效果。除此之外，从不同的数据集结果

来看，Brightkite数据集比 Gowalla数据集有更高

图 6 特征参数 ROC曲线

Fig.6 ROC Curves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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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即模型在 Brightkite数据集上

更为有效。

3.2.2 交叉对比实验

交叉对比实验可以验证模型在不同数据集

上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即以一个数据集中的数据

建立和训练模型，而以另一个数据集中的数据进

行测试。

对于交叉验证实验，本文使用 §3.2.1中的数

据 ，以 70% 的 Gowalla 数 据 作 为 训 练 数 据 ，以

30%的 Brightkite数据作为测试数据进行实验 1；
反过来，以 70%的 Brightkite数据作为训练数据，

以 30%的 Gowalla数据作为测试数据进行实验

2。由于社交网络拓扑的好友边相对比较稀疏，

不平衡度较大，为了减小数据不平衡度对判断结

果的影响，实验将好友关系与非好友关系的平衡

度定为 1∶3，实验结果如表 4所示，实验 1采用

Gowalla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集构建和训练的模

型，在 Brightkite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得到的准确

率为 0.846 1，召回率为 0.788 5；而实验 2 采用

Brightkite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集构建和训练的

模型，在 Gowalla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得到的准确

率为 0.859 1，召回率为 0.853 7。由表 4可以看

出，交叉实验依然可以获得较为稳定和一致的结

果，即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不同数据集之间具有

较好的稳定性和适用性。

3.3 与其他模型比较

本文采用文献［13］的好友关系概率模型，在

§3.2.1中的 Gowalla数据集上进行好友判断对比

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7所示。由于文献［13］中的

好友关系概率模型只是给出两两用户之间的好

友概率值，因此需要设置阈值 δ，当概率值不小于

该阈值时，用户间关系被判定为好友关系，否则

为非好友关系。从图 7中可以看出，随着阈值 δ
的增加，准确率从 0.66提高到 0.83，而召回率从

0.75几乎降为 0。显然，本文的模型判断结果比

对比方法提出的模型要好得多。

4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签到数据

好友关系提取方法，选取 Gowalla和 Brightkite两
组社交网络签到数据集对所选特征参数的有效

性以及所构建模型对好友关系判断的准确性进

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和

方法在仅仅依靠签到位置数据的条件下依然具

有较高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且在不同的数据集上

具有较为一致和稳定的结果，对好友关系的判断

明显高于对比方法。

本文目前获取到的签到数据中没有签到地

点类型的相关信息，但事实上，签到地点的类型

表 4 交叉对比实验的定量分析指标

Tab.4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ross Correl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

实验

实验 1
实验 2

准确率

0.846 1
0.859 1

召回率

0.788 5
0.853 7

F值

0.816 3
0.856 1

表 3 实验结果的定量分析指标

Tab.3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数据集

Gowalla数据集

Brightkite数据集

指标

不平衡度

1∶3
1∶50
1∶100
1∶150
1∶3
1∶50
1∶100
1∶150

α值

0.948 1
0.757 0
0.743 6
0.795 5
1.613 2
1.285 7
1.261 5
1.262 2

β值

2.451 2
2.613 3
1.226 7
1.532 3
2.082 3
1.537 6
1.767 5
1.875 6

截距值

−1.746 7
−3.242 6
−3.287 9
−4.448 1
−1.539 2
−2.478 3
−4.111 6
−5.182 7

准确率

0.882 1
0.901 2
0.927 8
0.946 1
0.871 9
0.896 7
0.937 7
0.958 0

召回率

0.876 5
0.875 1
0.643 5
0.661 2
0.853 2
0.813 2
0.732 6
0.714 3

F值

0.879 1
0.883 4
0.748 7
0.778 2
0.862 0
0.852 4
0.814 5
0.818 4

图 7 对比实验的预测结果

Fig.7 Prediction Result of Contrast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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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时空共现区的判断是有一定影响的，比

如，两个用户在商场具有许多相近的签到点，但

由于商场的开放性，可能二者并非好友关系，而

对于一些较为封闭的地点，如居民地、院校等，相

近的签到点则代表着较高概率的好友关系。采

用网络爬虫技术补充签到地点类型信息或者基

于数据挖掘技术判断签到地点类型，将签到地点

类型融入模型中，采用更加全面的信息建立模型

来 对 好 友 关 系 进 行 判 断 ，将 是 下 一 步 工 作 的

重点。

参 考 文 献

［1］ Wang Jiayao. Cartography in the Age of Spatio-
Temporal Big Data［J］.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
graphica Sinica，2017，46（10）：1226-1237（王家

耀 . 时 空 大 数 据 时 代 的 地 图 学［J］. 测 绘 学 报 ，

2017，46（10）：1226-1237）
［2］ Gong Jianya，Geng Jing，Wu Huayi. Geospatial

Knowledge Service：A Review［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4，39
（8）：883-890（龚健雅，耿晶，吴华意 . 地理空间知

识 服 务 概 论［J］. 武 汉 大 学 学 报·信 息 科 学 版 ，

2014，39（8）：883-890）
［3］ Li Deren. From Geomatics to Geospatial Intelligent

Service Science［J］.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2017，46（10）：1207-1212（李德仁 . 从测

绘学到地球空间信息智能服务科学［J］. 测绘学报，

2017，46（10）：1207-1212）
［4］ Lu Feng，Liu Kang，Chen Jie. Research on Human

Mobility in Big Data Era［J］. Journal of Geo ⁃ Infor⁃
mation Science，2014，16（5）：665-672（陆锋，刘

康，陈洁 . 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移动性研究［J］. 地球

信息科学学报，2014，16（5）：665-672）
［5］ Luo Hui，Guo Bin，Yu Zhiwen，et al. Friendship

Prediction Based on Fusion of Network Topology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J］. Computer Science，
2014，41（6）：43-47（罗惠，郭斌，於志文，等 . 基

于网络拓扑和地理特征融合的朋友关系预测模型

［J］. 计算机科学，2014，41（6）：43-47）
［6］ Leskovec J，Lang K J，Dasgupta A，et al. Statisti‐

cal Properties of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rge So‐
cial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C］// The 17th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Beijing，
China，2008

［7］ Wakita K，Tsurumi T. Finding Community Struc‐
ture in Mega-Scale Social Networks：Extended Ab‐
stract［C］//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Banff，Alberta，Canada，2007

［8］ Kwak H，Choi Y，Eom Y H，et al. Mining Commu‐

nities in Networks：A Solution for Consistency and
Its Evaluation［C］//The 9th ACM SIGCOMM Con‐
ference on 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Chica‐
go，Illinois，USA，2009

［9］ Ye M，Yin P F，Lee W C. Location Recommenda‐
tion for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The
18th SIGSPAT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
vance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San Jo‐
se，California，USA，2010

［10］ Cho E，Myers S A，Leskovec J. Friendship and
Mobility：User Movement in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The 17th ACM SIGKDD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San Diego，California，USA，2011

［11］ Eagle N，Pentland A，Lazer D. Inferring Friendship
Network Structure by Using Mobile Phone Data［J］.
PNAS，2009，106（36）：15274-15278

［12］ Li R H，Liu J Q，Yu J X，et al. Co-occurrence Pre‐
diction in a Large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
［J］.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2013，7（2）：

185-194
［13］ Crandall D J，Backstrom L，Cosley D，et al. Infer‐

ring Social Ties from Geographic Coincidences［J］.
PNAS，2010，107（52）：22436-22441

［14］ Shannon C E.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
cation［J］.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48，27（3）：379-423
［15］Mitchell T M. Machine Learning［M］.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7
［16］ Scellato S，Noulas A，Lambiotte R，et al. Socio-

Spatial Properties of Online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Barcelona，Catalonia，
Spain，2011

［17］ Liben-Nowell D，Novak J，Kumar R，et al. Geo‐
graphic Routing in Social Networks［J］. PNAS，
2005，102（33）：11623-11628

［18］ Backstrom L，Sun E，Marlow C. Find me if You
Can：Improving Geographical Prediction with Social
and Spatial Proximity［C］//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Raleigh，North
Carolina，USA，2010

［19］ Lambiotte R，Blondel V D，De Kerchove C，et al.
Geographical Dispers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J］. 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2008，387（21）：5317-5325
［20］ Hu Y Q，Wang Y G，Li D Q，et al. Possible Origin

of Efficient Navigation in Small Worlds［J］. Physi⁃
cal Review Letters，2011，106（10）：108701

［21］Ma Chunlai，Shan Hong，Ma Tao，et al. Random

611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4 月

Forests Based Method for Inferring Social Ties of
LBS Users［J］. Computer Science，2016，43（12）：

218-222（马春来，单洪，马涛，等 . 一种基于随机

森林的 LBS用户社会关系判断方法［J］. 计算机科

学，2016，43（12）：218-222）
［22］ Cranshaw J，Toch E，Hong J，et al.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Physical Location and Online Social Net‐
works［C］//The 12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biquitous Computing，New York，USA，2010

［23］ Chang Xiaomeng，Yue Yang，Li Qingquan，et al.
Extracting the Geographic Backbone of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J］. Geomatics and Informa⁃
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4，39（6）：

706-710（常晓猛，乐阳，李清泉，等 . 利用位置的

虚拟社交网络地理骨干网提取［J］.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2014，39（6）：706-710）
［24］ Li Wenjing，Li Shaoning，Long Yi，et al. Point

Cluster Selection in GIS Using Gravity Model［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

versity，2013，38（8）：945-949（李 雯 静 ，李 少

宁，龙毅，等 . 利用重力模型进行 GIS点群选取

［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3，38（8）：

945-949）
［25］ Xu Rui，Liang Xun，Qi Jinshan，et al. Advances

and Trends in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J］. Chi⁃
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2019，42（7）：1640-
1670（徐睿，梁循，齐金山，等 . 极限学习机前沿进

展与趋势［J］. 计算机学报，2019，42（7）：1640-
1670）

［26］ Fu Zhongliang，Yang Yuanwei，Gao Xianjun，et al.
Road Networks Matching Using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6，41（2）：171-177（付仲

良，杨元维，高贤君，等 . 利用多元 Logistic回归进

行道路网匹配［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16，41（2）：171-177）

A Method for Friendship Judgement Based on Improved Gravity Model
with Check⁃in Data

ZHANG Zheng 1 JIANG Nan 1 CAO Yibing 1 ZHANG Jiangshui 1 YANG Zhenkai 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pac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With the continuous popularity of social network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ways to obtain location check‐in data. The judgement of friendship based on check‐in da‐
t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directions of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 (LBSN). However, social
network data is often difficult to obtain in adv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iend relationship judge‐
ment based on location check‐in data only, this paper proposed a friend relationship judgment method based
on an improved gravity model.Methods: Firstly, the information gain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eature parameters on friendship judgment, and two feature parameters, residence distance and
spatial temporal co‐occurrence zone, were selected as consequences. Secondly, the gravity model was im‐
proved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feature parameters, and the model s value range was mapped from 0 to 1
by using Sigmoid function, to facilitate the judgement of friend relationship and calibration of model parame‐
ters. Finally,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were calibra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friend
relationship was realized on the Gowalla and Brightkite datasets.Results: Multiple experiments were con‐
ducted. Part of check‐in data were select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feature parameters. The AUC (area under
the curve) value of the spatial temporal co ‐occurrence zone parameter on the Gowalla dataset was 0.710,
and the AUC value in the Brightkite dataset was 0.760. The residence distance parameter on the Gowalla
dataset got an AUC value of 0.634, and 0.647 on the Brightkite dataset. By sett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balance, the improved gravity model was used to conduct friend relationship prediction experiments. As the
data imbalance increased, the accuracy increased, while the recall rate and F ‐value decreased. However,
the model still had a high accuracy and recall rate even with an imbalance of 1∶150. The accuracy rat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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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text dataset,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eption module and
data enhancement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 obtain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71.2% and the text editing distance of 0.060.Conclusion: Our proposed method can conduct
end‐to‐end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text recognition, and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methods.
Key words：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Inception structure；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recurrent neural network；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text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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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6 1 and the recall rate was 0.788 5 when the Gowalla dataset as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le the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Brightkite dataset. The accuracy rate was 0.859 1, and the recall rate was 0.853 7 when
the Brightkite dataset as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le the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Gowalla dataset. The
contrast experiment with the friend relationship probability model shows that the recall rate of the contrast
model dropped from 0.75 to almost 0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hreshol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bove
show that the selected feature parameters and the proposed model have a good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judg‐
ment of friend relationship.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realize friend relationship judgment un‐
der the condition of only relying on location check‐in data. The model has better stability between datase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is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mparison method.
Key words：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judgment of friendship；gravity model；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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