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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
个性化推荐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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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安徽 六安 237158
摘要：随着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图书馆有必要基于聚类优化对多种文献数据资源协同
过滤，面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以提高服务效率。文章在介绍聚类优化概念及含义的基础上，分
析了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的优势，包括优化图书馆数字信息服务机制、为用户提供优质
文献资源、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等。探究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式，包括个性化定制服务、个性
化推送服务、数据挖掘与决策服务。最后归纳出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构建策略，即利用
智能搜索技术、精确搜索资源，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数字信息价值，优化聚类算法、制定精准服务
方案，完善系统平台、构建资源过滤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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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Clustering Optimization
SHENG Xian-feng
(Library of Lu’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u’an 23715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for digital
libraries to collaboratively filter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and data resources based on clustering optimization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for users in order to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and meaning of clustering optim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in digital librarie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libraries, providing high-quality literature resources for users,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explored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mode, including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services, personalized push services, and data mi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ervices,
and finally co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in digital libraries, that is to use intelligent search technology to accurately search resources, apply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mining digital information value, optimize clustering algorithms to develop precise service plans,
and improve system platform to construct resource filtering service mechanism.
Key words: clustering optimization; digital librarie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data mining
随着数字工具、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数

助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成为我国图书情报

字网络为核心，智能搜索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为辅

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我国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信息服务机构都构建了符合自身发展及用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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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不断促进其功能拓展，实

2

现基于聚类优化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

服务的优势

务。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很多数字图书馆的

2.1 优化图书馆数字信息服务机制

个性化推荐服务还处在初步验证阶段，面向用户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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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

在知识经济时代，阻碍数字图书馆文献资源高

供的服务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能低等问题 。

效率利用、传输及获取的主要障碍在于信息服务渠

因此，在数字信息情景中，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

道及管理问题。数字图书馆面向用户的个性化服务

服务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基于聚类优化的数

并不完善，只适用于少部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面

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能解决数字图书馆在数字

向群体用户及特定需求用户缺乏有效的个性化推荐

信息管理、用户信息认证、数据资源协同过滤、知

服务。当前数字图书馆海量的数据资源及与之对应

识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善与发展面向用户的个

的数据资源管理、个性化推荐及个性化获取缺乏必

性化推荐服务，为构建集成化、模块化、高效率的

要的技术支持，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不尽如人意。

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式提供方法指导。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

1 聚类优化概述

务成为解决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问题的有效方法[4]。

1.1 概念

依靠聚类优化及对海量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协同

在科学情景中，对物理或是抽象对象的集合根

过滤，能在满足数字资源集中处理需求的基础上实

据其特征与相似的性质分成类的过程称为聚类，由

现与不同需求用户的对接及个性化推荐，根据用户

多个聚类生成的簇是一组或多组数据的集合，针对

需求自动匹配数据资源，使用户获取数据资源的渠

其存在的性质有目的选择、清洗、定向使用称为聚

道更加畅通，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机制得到优化。

类优化。在信息科学领域，针对海量的数据资源存

2.2 为用户提供优质文献资源

在着大量分类问题，聚类优化又称为群优化，主要

在知识服务情景中，用户的信息需求更加多

研究各种相似数据资源或关联数据的优化问题，是

元，从传统的书籍借阅、文献检索、资源获取转向

一种基于统计学概念的数据优化方法。聚类优化起

个性化的知识需求。数字图书馆传统的用户服务模

源于分类学，针对目标群体的有效聚类不等于分

式已难以适应用户的个性化知识需求。这就迫切需

类，聚类与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进行聚类的目标群

要一种新的个性化知识服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基

体划分的类是未知的。聚类优化有多种方法，有系

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

统聚类优化、样品聚类优化、动态聚类优化及模糊

能适应用户的个性化获取知识资源的意愿。对海量

聚类优化等，在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与资源存储中

知识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聚类优化并有效过滤，根

[2]

得到了广泛应用 。

据用户需求进行资源共享，为用户直接提供知识服

1.2 含义

务，使用户获取知识更为便捷 [5] 。同时，基于聚类

目前，基于聚类优化概念产生了聚类优化算法

优化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改变了数字图书

与聚类优化工具，在数字信息处理、数据挖掘、资

馆传统以知识共享、资源输出为主的信息服务模

源存储与利用方面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在面对海量

式，不仅提高了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更深入满

信息资源及大量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时，传统

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垂直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文献

的数据分类方法及数据归类工具很难在短时间内做

资源。

出针对性的处理，对数据资源深度挖掘，提取有价

2.3 提高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率

值的信息片段，而聚类优化能有效地弥补这一点。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

面对大量结构化、异构化的数据信息，基于特定的

荐服务应是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延伸，是以

分类主题或根据数据资源共有的某些特性组成的集

聚类优化为核心、协同过滤为辅助，面向用户提供

合分成类，并根据这些类进行数据挖掘，提取有价值

个性化知识服务的服务模式。但目前很多数字图书

[3]

的信息数据并进行有效存储，供使用者定向提取 。

馆基于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知识服务尚不能满足用户

这种基于聚类的数据优化方法适用于多种信息情

高效率资源获取的需要，无法根据用户需求匹配数

景，数据挖掘过程中提取的各种高价值信息能被有

据资源。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

效利用，适用于数字图书馆开展用户个性化服务。

化推荐服务针对数字图书馆各种信息数据深度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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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聚类优化，针对数据资源类型进行整理和存

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后，进一步延伸用户的基础信

储，根据用户需要垂直提供个性化服务，避免了数

息数据价值，为用户自行进行文献检索和资源获取

字图书馆数据资源浪费，实现数据资源高效利用。

提供决策支持。这种全智能化的个性化推荐服务模

3

式要应用到较多的先进技术，不仅其服务的精准性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

和有效性更高，服务的时效性也更强，属于最高层

服务模式
根据服务需求和服务类别，可以分成 3 种服务

次的个性化推荐服务。

模式：个性化定制服务、个性化推送服务、数据挖

4

掘及决策服务。可以真正发挥出以用户为核心的服

服务构建策略

务理念，结合用户需求与个人偏好，实现个性化推

4.1 利用智能搜索技术，精确搜索资源

荐服务，依靠数据挖掘为用户提供决策服务，最大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

化满足用户文献资源获取的需要。

荐服务的实现要以智能搜索技术为核心，对信息资

3.1 个性化定制服务

源实现精确查询。数字时代每天产生海量的信息数

个性化定制服务是一种针对用户需求分析，或

据，为了方便人们快速查询和获取信息，发明了搜

是分析以往用户服务记录，针对用户需求提前做好

索引擎供人们快速查询数据。搜索引擎技术多种多

知识产品，提供给用户的服务模式，也就是根据用

样，有的用于定向搜索，有的用于数据搜索，以可

户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产品。该项服务需要以用

供识别的方式将人们搜索的信息呈现出来。智能搜

户的自动性选择为基础。数字图书馆作为产品供应

索引擎技术是兼容多种技术与数据格式的搜索技

方，首先要针对用户的兴趣与行为偏好进行大量的

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对不同种类的信息精

数据搜集，以搜集过来的数据信息作为初始数据，

准定位、快速识别，在应用过程中要实现 6 种功

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依据用户需求定制个性化

能，包括语音识别、搜索提示、服务导航、文献检

网页，推送相关的数据信息，将个性化的知识导航

索、智能推送、数据查询，根据用户的行为偏好自

推荐给目标用户。用户可自主选择这种个性化信息

动呈现信息数据，使用户获取数据资源更为便捷。

[6]

推送方式，服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但由于用户

将智能搜索技术运用到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推

对数字图书馆资源内容不了解，图书馆很难将用户

荐服务中，能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信息服

抽象化的需求转化为能提供具体服务的方式，服务

务，能够提高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整体效

形式相对较单一，是一种浅层的服务模式。

率，使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能全面满足用户的个性

3.2 个性化推送服务

化需求。智能搜索技术是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

与上述依据用户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开发服务模

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核心，全面利用该项

式不同的是，个性化推送服务属于围绕用户需求的

技术并使其发挥出效能，能实现对数据库资源的优

主动化的服务模式，主要以智能技术为核心，通过

化提取，提高数据资源搜索的精准性。

智能系统大量收集用户信息，包括用户的行为习

4.2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数字信息价值

惯、个人兴趣、行为偏好等，通过对这些初始数据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推荐

深度挖掘，在数据结果的支撑下为用户主动推送信

服务的实现要全面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有价值的

息。数字图书馆这种面向用户的个性化推送服务模

信息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数字

式是相对全面的信息推送，操作简单，服务效果较

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作为新的服务模式，离不开

强，以用户的初始数据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服务，属

数据挖掘技术的支持。数据挖掘是从大量信息中找

[7]

于深层次的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式 。

到有价值的数据，利用多学科技术，并借助算法工

3.3 数据挖掘及决策服务

具、统计学、数据库系统实现。基于聚类优化的数

这种服务模式与上述的个性化推送服务模式有

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可针对数据库滞

着相似之处，都是在全面搜集与分析用户基础数据

留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聚合、提取，筛选出有价

前提下进行的信息推送。但这种服务模式使用的技

值的数据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并通过个性化推荐服

术及工具更加先进，大量采用了大数据挖掘技术、

务直接与用户匹配，满足不同用户的资源检索、查

语义网技术等智能化技术与手段。通过对用户初始

询的需要。

• 40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3 优化聚类算法，制定精准服务方案

Jun. 2019

Vol. 43

No. 3

5 小结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

基于聚类优化的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

荐服务的实现，要利用聚类优化算法工具为用户提

荐服务的实现，符合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利

供精准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在数字信息情景中，为

用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工具对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了确保个性化推荐服务的高效率和精准性，数字图

聚合优化、挖掘，能解决数字图书馆面对用户个性

书馆要从数据资源搜集、管理、综合利用等方面全

化需求服务效能不足的问题，可有效提高数字图书

面利用聚类优化算法工具，对数据库中的资源数据

馆信息服务效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人

深度挖掘、聚类优化。相较于传统的个性化推荐服

性化的个性化推荐服务。

务，采用聚类优化算法工具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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