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推薦機制的設計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將在 Supernode 架構下推薦系統的本體論與結構藍圖建置完成，

接著我們要來探討推薦系統中推薦機制的設定，我們將會運用上一章設計出的本體論與

結構藍圖來幫助我們完成推薦機制的建立。 

4.1 Peer 歸屬曲風的界定 

由於 Supernode 架構中，每個 Supernode 都會有其需要服務的 Peer，這些由同一個

Supernode 服務的 Peer 會形成一個群聚。在我們的推薦系統中，我們是利用音樂曲風來

當作 Peer 群聚的標準，每個音樂曲風群聚內的 Supernode 皆負責管理與收集該類型音樂

曲風的推薦指標，而例如：A 音樂曲風中的 Supernode 為 Supernode_A，Peer 在歸屬於

A 音樂曲風之後，Peer 想要查詢歌曲時就必須透過 Supernode_A 傳遞查詢訊息的服務來

向其他音樂曲風群聚中的 Supernode 聯繫。以音樂曲風來當作 Supernode 架構中群聚的

標準是因為，Peer 偏好較為接近該種音樂曲風，因此，Peer 想要獲得該種音樂曲風 MP3

資訊的機率相對也會較高，這樣可大幅減少查詢時查詢訊息需要 Supernode 轉送傳遞的

次數。 

    接著，我們必須決定 Peer 歸屬於哪個音樂曲風群組，我們觀察 Peer 裡面所擁有各

類型曲風的 MP3 數量，我們比較這些音樂曲風的 MP3 數量，MP3 數量最多的曲風就代



表這個 Peer 所屬的音樂曲風。在之前我們設計的本體論中，P2PRS:Peer 類別內就有

has_Pops_Counts、has_Rock_Counts...等相關的屬性。這些屬性就是分別紀錄這個 Peer

所下載過各個音樂曲風的 MP3 數量，因此藉由這些屬性的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 Peer

所屬的音樂曲風，同時也決定了 Peer 該連接到哪個 Supernode 去作查詢的動作。 

4.2 推薦指標的收集 

由於在傳統的主從架構中，推薦指標的收集都是由單一的 Server 所負責收集，所以使用

者在做好推薦指標的評比之後，系統並不會有推薦指標收集責任歸屬的問題，但是在

Supernode 的架構中，我們要如何統一的收集推薦指標以方便我們之後的統計，則是一

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我們的 Supernode 架構中由於我們選擇用音樂曲風作分群的標準，因此我們利用

特定音樂曲風中的 Supernode 去負責收集音樂曲風相關的推薦指標有以下兩個誘因： 

 

1. 方便推薦指標的收集與統計，若是 Supernode 架構的群聚標準以地域性為分群標準的

話，這樣關於推薦指標收集的責任歸屬以及推薦指標統一統計就會成為一個問題，

由音樂曲風分群，單一音樂曲風的推薦指標的收集與統計都由單一的 Supernode 統一

負責。 

2. 方便推薦清單的查詢，當使用者想要知道某個音樂曲風中大家最為推崇的 MP3，若

是以地域性質的 Supernode 分群，則使用者必須到各個 Supernode 查詢關於該種音樂

曲風的歌曲，之後再帶回本地端作一些處理的動作。若是音樂曲風分群，則使用者

只需要到負責該音樂曲風的 Supernode 查詢即可。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所要評比的 MP3 是屬於哪種音樂曲風的歌曲，我們才能將

推薦指標送到所負責收集的 Supernode 給予統計。在我們本體論設計中 P2PRS:MP3 類

別中的 P2PRS:Classify_to 就標明了 MP3 的音樂曲風，透過簡單的查詢機制我們就可以

知道推薦指標要送往哪個負責收集的 Supernode。 

4.3 推薦指標的設計 

在我們的推薦系統中，指標的設計考慮到因為每個使用者對於每種音樂曲風熟悉度的不

同，以及每種曲風的對於時間變化的敏感度的不同，推導出一個符合這兩項條件的推薦

指標計算公式。 

4.3.1 Peer 評分比重計算 

在推薦系統中，每個使用者的偏好都不一定會相同，對於各種曲風的熟悉度也是會有不

同的差別，因此，我們嘗試給予不同的使用者在評比不同曲風的 MP3 時，其所給予推

薦指標的比重都會不同。 

我們利用一些在量化上可以代表使用者偏好的地方著手，首先，我們對於使用者下

載過的各個曲風的 MP3 數量進行紀錄，也就是之前提到的 P2PRS:Peer 類別內

has_Pops_Counts、has_Rock_Counts...等相關屬性。擁有特定曲風中 MP3 數量較多的使

用者我們則可以視為對於該種曲風的音樂較為熟悉，因此，我們對於這些使用者的推薦

指標在計算上給予較高的比重。 

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該種音樂曲風在系統中的 MP3 總數，我們用使用者下載過

該種音樂曲風 MP3 數量的比例來計算比重較為合理。例如：在系統中，Jazz 的曲風中

共有 50 首歌曲，Classical 的曲風中只有 5 首歌曲，Peer A 擁有 5 首 Jazz 曲風的 MP3 與

5 首 Classical 的 MP3，這樣來說，Peer A 對於 Jazz 曲風的熟悉度與 Peer A 對於 Classical

曲風的熟悉度是完全不同的。 



    在比重公式的設計上我們以 Peer 擁有該種曲風的比例為基礎，同時考慮在 P2P 中

的使用者人都是數以百計，所交換的 MP3 也是不計其數，我們加入了 log 的計算，以及

P2P 上所有 MP3 音樂檔案的總數來控制比重的上限。考慮以上的因素，每個 Peer 在各

個曲風中推薦指標的比重計算公式應該如公式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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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ij  表示 Peer i 對於音樂曲風 j 推薦指標的比重。 

αij  表示 Peer i 擁有音樂曲風 j 的歌曲數目。 

βj   表示音樂曲風 j 在 Supernode 架構中的 MP3 音樂檔案數量。 

δ  表示所有在 Supernode 架構中的 MP3 音樂檔案數量。 

 

在這個公式中的除了αij可以藉由P2PRS:Peer類別內has_Pops_Counts、has_Rock_Counts...

等相關屬性獲得 βj以及 δ都可以分別由 P2PRS:Supernode 類別中紀錄其負責管理曲風

MP3 數量的 has_Style_Count 屬性所取得，透過簡單的查詢機制與運算我們就可以得到

每個 Peer 對不同曲風的推薦比重。 

4.3.2 時間遞移變數 

由於我們的推薦系統所要推薦的物品是 MP3，因此我們必須考慮不同音樂曲風的 MP3

對於時間以及流行性的敏感度，例如，可能在 Classical 的曲風中，其中的 MP3 對於時

間性敏感度的要求就不會是那麼高，而在 Popular 的曲風中，可能曲風中每個月、每個



禮拜，甚至每天的熱門 MP3 都會有所不同，因此，Popular 曲風中的 MP3 對於時間性敏

感度的要求就會相較於 Classical 曲風中的 MP3 對於時間性敏感度的要求來得高。 

    在我們的 Supernode 架構中，是由各曲風中的 Supernode 負責收集以及統計推薦指

標，因此我們可以針對各曲風對於時間性敏感度的不同，在每個曲風中的 Supernode 中

制定關於一個有關流行性的變數，之後 Supernode 在統計以及更新推薦指標時，可以將

這個流行性的變數加入統計的公式中計算，以反映出各個曲風的流行程度。 

    在我們的建構的本體論中，我們利用 P2PRS:Supernode 類別中的

P2PRS:has_Time_Effect 屬性來制定我們每個曲風中有關時間性敏感度的相關訊息。在這

個屬性中，推薦系統可以依照曲風間流行度的差異給予 0 到 1 之間的參數值，給予的參

數值主要是讓 Supernode 在統計時決定上一次統計結果與上次統計到這次統計之間所收

集的推薦指標兩者之間的比重，藉由這個參數值的調整，可以將統計出的結果在推薦呈

現給使用者時，較能整理出貼近該種音樂曲風的熱門 MP3。 

4.3.3 推薦指標的計算 

在我們上面考慮過了使用者對於各個曲風的熟悉度以及每個曲風對於時間流行度感受

的不同之後，推薦系統有關推薦指標的計算過程應該如下： 

 

1. Peer 端產生推薦指標以及 Peer 對於該種曲風推薦指標的比重，因此，在 Peer 端的

所要作的工作是將 P2PRS:MP3 類別中 P2PRS:has_original_score 屬性值抽出，同時

配合公式一計算 Peer 評分的比重並且將這兩個參數送給 Supernode。 

我們可以利用以下的公式 2 計算 Peer 對於該 MP3 經過比重計算的推薦指標值 

 

 



         _ * _ik ij ikPeer Score Ratio original score= …………………公式二 

以下是有關屬於音樂曲風 j 的 MP3 音樂檔案 k 在公式二中的敘述 

Peer_Scoreik  表示 Peer i 對於 MP3 音樂檔案 k 經過比重計算後的推薦指標值 

Ratioij   表示 Peer i 對於音樂曲風 j 推薦指標的比重 

original_scoreik  表示 Peer i 原來所給予 MP3 音樂檔案 k 的推薦指標 

 

2. 在 Supernode 端會將收集到推薦指標的資訊累計在 P2PRS:MP3 類別中的

P2PRS:has_Temp_Score 以及 P2PRS:has_Temp_Ratio，在收集到一定數量的推薦指

標後，Supernode 需要對於負責曲風內的 MP3 其推薦指標作個統計，在公式三中，

我們描述了如果不考慮曲風的時間流行性感受的推薦指標的統計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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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關屬於音樂曲風 j 的 MP3 音樂檔案 k 在公式三中的敘述，  

Scorek  表示 MP3 音樂檔案 k 在經過 Supernode 對推薦指標統計之後得出的分數 

Ratioij   表示 Peer i 對於音樂曲風 j 推薦指標的比重 

Peer_Scoreik  表示 Peer i 對於 MP3 音樂檔案 k 經過比重計算後的推薦指標值 

 



    公式三所代表的涵義是，在 Supernode 對於 MP3 音樂檔案 k 進行推薦指標統計時，

已經累計了有 x 個使用者的經過比重計算之推薦指標（Peer_Scoreik）以及推薦比重

（Ratioij），因此當我們要統計 MP3 音樂檔案 k 的分數時，就必須依照比重的概念將其

呈現出來，所以我們就以所有經過比重計算的推薦指標累加除上所有所有推薦比重的累

加來完成推薦指標的統計。 

而如果我們考慮曲風的時間流行性感受時，統計公式如公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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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關屬於音樂曲風 j 的 MP3 音樂檔案 k 在公式四中的敘述，其中在音樂曲

風 j 裡的 MP3 音樂檔案 k 收集到 m 個推薦指標 Supernode 就會對其進行推薦指標計算。 

 Scorenk 表示 MP3 音樂檔案 k 在經過 Supernod 的 n 次推薦指標統計之後的分數 

    μ  表示我們的時間遞移變數，其值介於 0 到 1 之間，其值的設定取決於各曲風 

的熱門程度與否 

    Score(n-1)k  表示 Supernode 對 MP3 音樂檔案 k 進行 n-1 次推薦指標統計之後的分數 

Ratioij   表示 Peer i 對於音樂曲風 j 推薦指標的比重 

Peer_Scorek  表示 Peer i 對於 MP3 音樂檔案 k 經過比重計算後的推薦指標值 

 

 



在公式四中所表示的是，透過時間遞移變數 μ，推薦系統可以決定 Supernode 在統

計其負責音樂曲風中 MP3 的推薦指標時，對於前一次統計得出結果的遞減速度，若是

Supernode 管理較為熱門的音樂曲風時，我們就可以降低 μ的數值，以求在統計時可以

讓最近發表的推薦指標獲取較高的比重。而公式四與公式三不同的地方在於，在公式三

中，我們對於所有的推薦指標不管時間的先後都是給予相同的計算方式，而公式四則是

給予較後來評論的推薦指標較高的權重以表示目前流行的趨勢。 

    在得出經過上述的統計之後，我們可以將每個音樂曲風中的 MP3 對於統計得出後

的分數進行排序形成該種音樂曲風中的推薦清單，之後我們再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提供不

同音樂曲風推薦清單的組合。 

4.3.4 推薦指標的統計時機 

由於推薦指標的收集都是由 Supernode 所負責，所以我們也決定就由負責收集的

Supernode 來進行統計的動作，但是我們不希望 Supernode 將負責曲風中的 MP3 推薦指

標作一次性的更新，因為考慮到在 P2P 中 MP3 數量會相當的龐大，就算一個 Supernode

只負責一個曲風內的推薦指標的統計，但這樣對於 Supernode 在統計推薦指標時的負擔

會很大，因此我們希望 Supernode 在平時就可以對於個別 MP3 的推薦指標作統計。 

    雖然 Supernode 是對個別的 MP3 進行推薦指標的統計與分數的更新，但是我們不希

望 Supernode 是所有曲風內的 MP3 去一個一個依序去更新的動作，我們希望 Supernode

針於有需要作統計推薦指標的 MP3 進行計算與更新的動作，而判斷 MP3 是否有需要作

統計推薦指標的依據是該 MP3 是否有足夠多的推薦指標的進入。若某一 MP3 湧入大量

的推薦指標表示這首歌有大量的使用者給予評價，則表示該 MP3 的依推薦指標統計而

成的分數產生變化的機率應該較大，而該 MP3 在其所屬音樂曲風中的推薦清單排序變

化的機率也會較高，所以希望 Supernode 可以針對這些 MP3 去作統計的動作。 

 



    這樣可以分散 Supernode 在統計推薦清單方面的負擔，Supernode 只要在有 MP3 的

推薦次數超過一定的數字才需要去對該 MP3 進行推薦指標的統計以及分數的更新。而

在我們 Schema 的設計中，我們使用 P2PRS:MP3 類別中的 P2PRS:has_RCount 的屬性去

紀錄 MP3 收到推薦指標的次數，當 Supernode 收到推薦指標時就必須檢查該 MP3 的

P2PRS:has_RCount 屬性值，若是該 MP3 音樂檔案的 P2PRS:has_RCount 屬性值超過

Supernode 所設定的數字時，Supernode 就必須對該 MP3 進行推薦指標統計的動作，反

之，該 MP3 的 P2PRS:has_RCount 屬性值就繼續累計。 

    但經過一段特定的時間之後，P2PRS:has_RCount 屬性值的累計若一直沒有超過

Supernode 所設定的數字時，我們就必須對這些 MP3 音樂檔案的推薦指標進行強迫性的

統計與更新，更新的方式則是 Supernode 將該 MP3 音樂檔案上次的推薦指標統計結果直

接乘上時間遞移變數，而 P2PRS:has_RCount 屬性值則繼續累計到下次計算。 

4.3.5 Cold Start Problem 

    接著我們要考慮之前提到在新的 MP3 進入推薦系統時的"Cold Start Problem"，由於

Supernode 架構是以音樂曲風當作分群的標準，在相同群聚內的 MP3 都有一定的相似

度，我們利用這個特點，對於新加入系統中的 MP3 其推薦指標的分數，我們給予整個

音樂曲風群聚中的平均值，另外配合時間遞移變數的計算可以對於時間流行性較為敏感

的曲風群聚內的新 MP3 早點推算出與其符合的推薦分數。要解決"Cold Start Problem"最

好的方法仍是需要使用者盡量給予新進 MP3 評價，因此，我們的推薦清單不只對 MP3

的推薦分數排序，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的推薦清單是就音樂曲風中新進的 MP3 進行推薦，

以幫助使用者發現與接觸到這些新的 MP3。 

在我們的推薦系統本體論的設計中，我們可以利用 P2PRS:MP3 類別中的

P2PRS:has_Date 紀錄 MP3 加入曲風群聚的日期，我們可以依照這個屬性進行查詢以及

排序的動作，並且配合每個使用者的偏好，給予不同新進 MP3 推薦清單的組合。 



另外，對於新進入推薦系統的使用者，也會有存在"Cold Start Problem"，由於在 Peer

歸屬音樂曲風上，我們是以比較 Peer 中各音樂曲風的 MP3 數量做為依據，但在新使用

者進入系統時其 Peer 中會沒有 MP3 音樂檔案，所以我們會依照整個 P2P 中各音樂曲風

MP3 數量的比例來組成給予新使用者的推薦清單，同時，我們會要求新使用者依照其推

薦清單給予滿意度評分，我們再取滿意度平均值最高的音樂曲風群聚做為新使用者的音

樂曲風群聚。 

4.3.6 Spamming Problem 

在有關惡意使用者企圖操控推薦指標統計的"Spamming Problem"方面，我們考慮到由於

P2P 架構中的使用者人數都是相當龐大的，因此，我們可以藉由一些限制的動作來降低

"Spamming Problem"對於推薦指標統計公正性的傷害，我們的概念是一個 Peer 對於一個

MP3 只能送出一次的推薦指標評價，若是這個使用者是惡意的使用者想要拉高或是降低

特定 MP3 推薦指標的評價，則首先我們在推薦指標比重的地方是以 Peer 中所擁有該項

曲風的比率作為比重調整的基礎，所以惡意使用者必須去收集該項曲風中的 MP3 才能

提高他在這個曲風中的推薦指標比重，同時一個使用者只能對一個 MP3 送出一次的推

薦指標的原則，在 P2P 系統中大量使用者的使用之下能很快的將這個惡意使用者的不實

推薦指標稀釋。 

    另外，我們在推薦清單的選取上不但就推薦分數的高低來排序，同時我們也對於歌

曲的推薦人數來進行篩選，例如，一首 MP3 只有一個使用者給 5 分與 10 個使用者平均

給予 4.5 分，這兩者的意義是不同的，推薦系統必須收集大眾的意見，但是不可能每個

使用者都對每一首 MP3 進行評比的動作，所以系統要了解在推薦過的人數與系統所有

的使用者的人數是何種的比例之下，可以成為被推薦者可以接受的意見，同時透過 MP3

其推薦過的人數限制可以增加惡意使用者的想要操控推薦指標統計的困難度。 

 



    在我們設計的本體論中，我們利用 P2PRS:MP3 類別中的 P2PRS:be_voted 以及

P2PRS:has_Recommended_Counts 這兩個屬性來減低"Spamming Problem"帶來的傷害。

P2PRS:be_voted 它是一個 boolean 值的屬性，紀錄 MP3 是否被使用者給予過推薦指標，

若是使用者給予過該 MP3 推薦指標，那麼 P2PRS:be_voted 的值為 ture，使用者就不能

再對該 MP3 給予推薦指標，我們利用這個屬性達到一個 Peer 只能對單一的 MP3 只能送

出單一的 MP3 的目標。而 P2PRS:has_Recommended_Counts 則是紀錄 MP3 經過多少人

給予推薦指標，我們可以設定 P2PRS:has_Recommended_Counts 這個屬性值在 P2P 中總

人數一定比例以上的 MP3 才能進入我們的推薦清單，以確保在推薦清單中的 MP3 都是

經過一定人數的推薦指標統計的結果。 

4.4 推薦清單的個人化 

在推薦系統中，我們會嘗試去分析使用者的偏好，以求推薦給使用者符合使用者興趣的

物品。在我們的推薦系統中，我們是以 Peer 中各類型曲風的 MP3 數量的多寡來決定 Peer

所偏好的曲風類型，例如，在 Peer A 中有 10 首 Jazz 曲風的 MP3，8 首 Rock 曲風的 MP3

以及 2 首 Soul 曲風的 MP3，那麼我們可以說 Peer A 所偏好的曲風中較為接近 Jazz 曲風，

同時也帶著一部分的 Rock 曲風以及 Soul 曲風，這三種曲風都是 Peer A 所偏好的。但是

我們也必須考慮到，使用者對於各種曲風的偏好程度可能有所不同，由 Peer A 所擁有的

MP3 來看，Peer A 可能最為喜歡 Jazz 曲風的歌曲，其次是 Rock 以及 Soul 曲風的歌曲。 

因此，使用者對各曲風偏好的程度是決定於在 Peer 之中該音樂曲風的 MP3 總數與

Peer 中所有 MP3 總數的比例，而使用者偏好的程度將會影響我們對於其推薦清單的組

成。依照這個原則在上面的例子之中，若我們要推薦 10 首歌曲給予 Peer A，那麼在 Peer 

A 中 Jazz 曲風的 MP3 佔去其 MP3 總數的一半，因此在給予 Peer A 的 10 首 MP3 推薦清

單中，Jazz 曲風的推薦歌曲就會佔去 5 首的位置，以此類推 Rock 曲風會站推薦歌曲的

4 首，而 Soul 曲風就只會有 2 首。 



而在我們的 Schema 中，對於 Peer 中各個曲風的 MP3 都用 P2PRS:Peer 類別中的

P2PRS:has_Pops_Counts、P2PRS:has_Rock_Counts 等屬性都會紀錄其數量，在我們判別

Peer 對於各曲風偏好程度時，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屬性的值進行運算，以決定各曲風偏好

程度以及 Peer 個人化推薦清單上的各曲風 MP3 的數量比例。 

4.5 MP3 動向的掌握 

在 Supernode 架構中，Supernode 只提供資源的相關索引，並不存放資源本身，而資源

的實體都存放在 Peer 之中，在我們的推薦系統中，Supernode 收集的是有關一些有關

MP3 的 Metadata，而要下載真正的 MP3 則要向擁有 MP3 實體檔案的 Peer 索取。因此，

在 Supernode 的架構中，Supernode 必須掌握 MP3 動向才能提供相關的索引供 Peer 查詢。 

    在我們的 Supernode 架構中，Supernode 要管理所屬音樂曲風的 MP3，所以若 Peer

要查詢某首 MP3 時，就必須透過 Peer 所屬的 Supernode 傳遞查詢的訊息到達該 MP3 所

屬的 Supernode 中才能找到有關那首特定 MP3 的相關資訊。因此，Supernode 也必須了

解目前它所負責管理的 MP3 在哪些 Peer 之中存放有實體。最方便的方法就是 Supernode

必須紀錄所負責管理曲風中的 MP3 被哪些 Peer 下載過，之後只要查詢與特定 MP3 相關

的下載紀錄就能知道在哪些 Peer 有這個 MP3 的存在。在之前設計的本體論中，我們使

用 P2PRS:MP3 類別中的 P2PRS: Download_MP3_by 來紀錄 MP3 被哪些 Peer 所下載過。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提出推薦機制的設定，包括使用者歸屬音樂曲風的界定、使用

者對於各曲風的偏好程度以及推薦指標統計與更新的方式、"Cold Start"與"Spammng"以

及 MP3 動向的掌握。透過推薦機制，我們可以確立推薦指標的收集，同時推薦系統也

能給予使用者個人化的推薦清單以及確保推薦清單中的內容達到一定的公正性。我們將

在下一個章節中運用語意網的一些工具以及網路環境配合本體論與這個章節中的推薦

機制來檢驗理論的可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