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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应用功能日趋复杂，众包测试对测试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如何高

效匹配测试任务需求与测试人员技能水平，实现精准的众包测试任务推荐是保证测试质量的重要因

素。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移动应用众包测试任务推荐算法。 针对测试任务和测试人员进行特征

分析，分别设计特征体系；将得到的特征数据作为堆叠式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ｓｔａｃｋｅ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ａｕｔｏｅｎｃｏｄｅｒ，ＳＭＤＡ）输入数据，将 ＳＭＤＡ 学习到的深层特征数据结合作为深度神经网络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ＮＮ）的输入；利用 ＤＮＮ 的学习能力进行预测。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相较

于 ＣＤＬ 和 ＡｕｔｏＳＶＤ＋＋等算法无论是性能还是训练时间都有明显优势，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所提算

法可以将测试任务推荐给适合的测试人员并提高了推荐算法的精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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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应用众包测试是通过互联网面向测试人员

发布移动应用测试任务，并由志愿者完成移动应用

测试的一种测试方法［］。 近年来，移动应用众包测

试发展迅速，测试类型已涵盖 ＧＵＩ 测试、兼容性测

试、性能测试、安全性测试等不同方面，因此对测试

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出了苛刻要求。 如何为测试项目

推荐合适的测试人员，是保证众包测试质量的关键。
在近年来，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尝试将深度学

习引入到推荐算法领域［２］，其中以基于深度神经网

络的协同推荐模型最有影响力［３⁃４］。 该算法主要是

利用深度神经网络 ＤＮＮ 对高阶特征交互行为的学

习能力来实现预测和推荐［５］。 虽然 ＤＮＮ 算法本身

具有优秀的深层特征提取能力和参数学习能力，但
是推荐算法领域的输入数据并不是图像和音频领域

的那种稠密数据，推荐算法领域数据具有的稀疏性

往往导致算法模型陷入局部最优，导致算法模型推

荐效能打折。 因此针对基于深度学习的移动应用众

包测试推荐算法的研究，必须考虑数据稀疏度不同

对模型的影响，并避免算法模型陷入局部最优。

本文通过对移动应用众包测试推荐机制进行深

度分析，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稠密化

过程中具有封闭式数据计算能力。 而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性技术，堆叠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 ＳＭＤＡ［６⁃７］

一方面可以对测试人员和测试项目的输入向量进行

无限最大化次数加噪，另一方面计算复杂度低且具

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然而，ＳＭＤＡ 与 ＤＮＮ 模型的结

合却面临因此需要解决 ２ 个问题：①如何利用

ＳＭＤＡ 来初始化 ＤＮＮ 模型；②通过何种方式将 ２ 个

模型结合到一起。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 ＳＭＤＡ 与 ＤＮＮ 相

结合的移动应用众包测试任务推荐算法。 该算法的

解决思路是将深度神经网络 ＤＮＮ 和堆叠边缘降噪

自动编码器 ＳＭＤＡ 结合，利用 ＳＭＤＡ 的特征提取能

力提高数据密度，从而提高 ＤＮＮ 模型的训练速度。
该算法通过 ＳＭＤＡ 算法进行数据加躁降维操作，提
高数 据密度，ＤＮＮ 模型在学习这些经过加躁和稠密

化处理的数据时，不仅可以提高训练速度还可以提

高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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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ＭＤＡ⁃ＤＮＮ 算法模型

移动应用众包测试平台中面向测试人员推荐测

试项目，需要将合适的测试项目推荐给测试人员。
而测试项目本身具有硬性要求和软性要求 ２ 种内在

需求。 其中测试项目的硬性要求主要包括两部分：
①测试应用本身存在的限制条件，例如操作系统等

限制；②应用开发商设置的硬性需求，例如测试人员

等级等限制条件，利用这些强制条件设计一个项目

过滤器来缩小项目推荐集的规模。 测试项目的软性

需求则是将测试项目推荐给合适的测试人员，而这

些非强制性需求就是推荐算法研究内容，通过深度

学习算法学习测试用户特征和测试项目特征从而实

现推荐。在 ＳＭＤＡ⁃ＤＮＮ 算法模型中， 首先数据库中

的测试项目经过过滤器过滤，将测试对象和过滤后

的测试项目的画像特征向量分别输入 ２ 个 ＳＭＤＡ 模

型，其次利用加噪函数得到重构输入向量，利用最小

方差法计算 ＳＭＤＡ 原始输入和重构数据的损失，在
学到 ＳＭＤＡ 编码映射矩阵和解码映射矩阵后，将隐

藏层学习到的深层特征输出。 最后将测试应用和测

试人员的深层特征进行链接作为 ＤＮＮ 的输入数据，
ＤＮＮ 通过学习该输入数据进行预测。 ＳＭＤＡ 和

ＤＮＮ 进行联合训练，当 ＤＮＮ 损失过大的时候会回

过来调整 ＳＭＤＡ 参数和 ＤＮＮ 参数，从而实现规避局

部最优的问题。 当完成模型训练之后，将测试用户

和测试应用的特征数据输入模型中，按照计算的评

分排序预测，从而实现推荐。

２　 ＳＭＤＡ⁃ＤＮＮ 算法设计

２．１　 ＳＭＤＡ⁃ＤＮＮ 工作原理

ＳＭＤＡ 本身是一种自动编码器，它通过加噪降

噪来实现泛化，通过比较原始数据和输出数据的损

失来后向传播。 在深度学习领域常用的损失函数有

Ｌ１ 损失函数、交叉熵损失函数和 Ｌ２ 损失函数等。
Ｌ１ 损失函数也称为最小绝对值偏差，它由于导数不

连续，因此可能存在多个解，当数据集出现微笑形状

的时候，解会出现一个较大的跳动；交叉熵损失函数

主要应用于分类问题；Ｌ２ 损失函数则也被称为最小

平方误差，由于平方运算放大了误差，因此受奇异点

的影响更大。 ＳＭＤＡ 对移动应用众包测试对象的特

征学习本质上是一个回归问题，它希望利用测试用

户和测试应用的数据来预测一个值，而这个值就是

２ 个项目的匹配度。 因此本文直接排除了交叉熵损

失函数，而 Ｌ１ 因为自身受数据集影响较大， 不稳定

的特征也被排除在外，所以本文选择最小平方差作

为损失函数计算方法。
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常用的加噪方式有高斯加

噪和无偏掩码噪声 ２ 种。 高斯噪声常用在处理连续

值的环境中，高斯掩码使用范围非常广，也较为常

见。 而无偏编码噪声主要是在二值环境中使用，无
偏掩码噪声加噪的方式是将输入数据中的每一维度

以相同概率重置为 ０，在加噪的时候为了防止噪声

偏置，一般会保证没有加噪的维度为数据维度大小

的 １ ／ （１－ｑ）。 本文选择无偏掩码噪声作为输入数据

的加噪方式，使用噪声等级为 ０．３ 的噪声对输入数

据进行加噪处理。
在 ＳＭＤＡ 算法中，每层 ＭＤＡ 开始训练前该层

的输入向量都会经过加噪函数进行加噪，加噪得到

的向量经过该层的训练后得到输出向量 ｙ。 利用最

小平方误差作为损失计算方法得到的移动应用众包

测试环境下的 ＳＭＤＡ 损失函数如（１）式。

ι（Ｗ） ＝ １
２ｋｌ∑

ｍ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ＷＸｉｊ‖２ （１）

式中： Ｘｉｊ 为测试用户输入特征向量 Ｘ 的第 ｉ 个维度

Ｘｉ 的第 ｊ次加噪；ｋ 为加噪的次数；ｌ为测试用户输入

特征向量的维度；Ｗ 为特征重构向量。
定义 ＳＭＤＡ 模型第 ｉ 层的测试用户特征向量输

入向量为 Ｘｉ，那么 ＳＭＤＡ 模型的各层输入可表示为

Ｘ ＝ Ｘ１，Ｘ２，…，Ｘｎ}{ ，那么经过加噪的测试用户特征

向量则可以表示为Ｘ ＝ Ｘ１，Ｘ２，…，Ｘｎ}{ ，公式（１） 则

可以改写为公式（２）。

ι（Ｗ） ＝ １
２ｋｌ

Ｔｒ（（Ｘ － ＷＸ） Ｔ（Ｘ － ＷＸ）） （２）

　 　 显然，公式（２）是对 （Ｘ － ＷＸ） Ｔ（Ｘ － ＷＸ） 的迹

求平均，而 Ｗ 可以依据最小二乘法来计算，Ｗ 的计

算公式如（３） 式所示。
Ｗ ＝ Ｐ１Ｑ

－１
１ （３）

式中

Ｐ１ ＝ ＸＸＴ （４）

Ｑ１ ＝ ＸＸＴ （５）
２．２　 项目过滤器特征的设计

本文设计了一个项目过滤器来过滤测试项目，

·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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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待推荐的测试应用数量降到千级别，可以大大提

高系统推荐速度。 采用的硬性指标有：测试设备操

作系统、测试人员等级限制、测试人员学历和测试人

员工作场地。
测试设备操作系统条件是测试用户的设备操作

系统属性和测试用户的操作系统需要匹配。 测试人

员等级条件是测试人员等级需要大于等于应用开发

商设定值，测试人员学历表如表 １ 所示；测试人员学

历条件是测试人员学历需要不低于应用开发商设定

学历，其匹配方法如公式（６）所示；测试人员的工作

场地需要符合应用开发商的要求。
表 １　 测试人员学历表

学历 值

高中或者中专及以上 ０
大专及以上 １
本科及以上 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３

学历匹配方式如公式（６）所示。

ＥＤＵ＝
１ ｕＥＤＵ＞ｔＥＤＵ
０ ｕＥＤＵ＜ｔＥＤＵ{ （６）

ｕＥＤＵ 为测试用户的学历值；ｔＥＤＵ 为测试任务要求

的学历值。
２．３　 数据处理

移动应用众包测试推荐的测试应用和测试人员

的文本数据如何转化为模型能进行运算的数据是开

始模型训练之前的必要步骤。 通过对词向量工具分

析比较后，选用了腾讯开源的词向量工具作为文本

向量计算方法。 腾讯词向量工具是腾讯 ＡＩ 实验室
表 ２　 测试用户特征

学历 值
ＴＤ－ ｉｄ 测试人员编号

ＴＤ－ＴＹＰＥ 测试设备类型
Ｔ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测试设备操作系统

ＴＤ－ＣＰＵ 测试设备 ＣＰＵ 型号
ＴＤ－ＳＣＲＥＥＮＳＩＺＥ 设备屏幕大小

ＴＤ－ＢＲＡＮＤ 设备品牌
ＴＤ－ＭＯＤＥＬ 设备型号
ＴＤ－ＲＡＭ 设备运行内存
ＴＤ－ＲＯＭ 设备存储空间
ＴＵ－ＳＥＸ 性别
ＴＵ－ＡＧＥ 年龄

ＴＵ－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婚姻
ＴＵ－ＣＩＴＹ 所在城市

Ｔ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学历

发布的一款针对中文语境的词向量工具，它覆盖范

围广，语料丰富，适合于将测试项目和测试人员文本

信息转化成向量。 使用腾讯词向量工具将如表 ２ 所

示的测试人员文本信息转换成词向量表达形式，将
其作为提取测试人员深层特征的 ＳＭＤＡ 的输入

数据。
本文使用腾讯词向量工具将如表 ３ 所示的测试

任务文本信息转换成词向量表达形式，将其作为提

取测试任务深层特征的 ＳＭＤＡ 的输入数据。
表 ３　 测试应用特征

学历 值

字段名 字段说明

ＴＩＤ 测试应用编号

ＴＤｅｖ 开发商

ＴＴｙｐｅ 测试应用类型

ＴＳｔａｔｅ 测试任务状态

ＴＴｏｔａｌ 总申领人数

ＴＮｕｍＯｆＴｅｓｔｅｒ 已申领人数

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付费标准
ＴＤ－ＴＹＰＥ 测试设备类型

Ｔ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测试设备操作系统
ＴＤ－ＢＲＡＮＤ 设备品牌
ＴＤ－ＭＯＤＥＬ 设备型号
ＴＤ－ＲＡＭ 设备运行内存
ＴＤ－ＲＯＭ 设备存储空间
ＴＤ－ＣＰＵ 测试设备 ＣＰＵ 型号

ＴＤ－ＳＣＲＥＥＮＳＩＺＥ 设备屏幕大小

２．４　 模型训练及参数学习

当 ＳＭＤＡ 对移动应用众包测试测试对象和测

试人员进行完深层特征挖掘之后，接下来就是利用

ＤＮＮ 对测试用户和测试人员的深层特征数据进行

学习。 使用的 ＤＮＮ 网络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ＤＮＮ 结构图

本文设计面向移动应用众包测试领域推荐的

ＤＮＮ，主要解决以下问题：①ＤＮＮ 学习目标；②激活

函数选择；③损失函数定义；④ＤＮＮ 与 ＳＭＤＡ 的联

·１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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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训练；⑤学习率的选择。 下文将会针对上述问题

的具体细节进行说明。
１） ＤＮＮ 学习目标

将推荐算法作为一个多分类问题，通过 ＤＮＮ 网

络结构学习到一种可以实现测试用户－测试项目数

据到交互评分的非线性函数，其表达式如 （７） 式

所示。
ｆ（Ｚ ｉｊ） ＝ ｓｏｆｔｍａｘ（σＬ（ＨＬ…σｌ（ＨｌＺ ｉｊ ＋ ｂｌ））））（７）

式中： Ｚ ｉｊ 为测试人员 ｉ和测试项目 ｊ经过训练后得到

的深层特征链接向量；ｓｏｆｔｍａｘ 为 ＤＮＮ 模型 ｓｏｆｔＭａｘ
层函数；σ ｌ 为第 Ｌ层的激活函数；Ｈｌ 为第 Ｌ层的权重

向量；ｂｌ 为第 Ｌ 层偏置。
２） 激活函数的选择

激活函数在 ＤＮＮ 网络结构中是一个驱动单元，
在 ＤＮＮ 网络结构中采用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可以将

ＤＮＮ 的原本的线性变换进化成非线性变换，让 ＤＮＮ
的表达能力更强。 常用的激活函数有 Ｓｉｇｍｏｄ、ｔａｎｈ
和 ＲｅＬＵ 等。 其中，Ｓｉｇｍｏｄ 存在饱和让梯度下降函

数失效、输出不是以 ０ 为中心和指数运算耗时等问

题。 ｔａｎｈ 改进了 Ｓｉｇｍｏｄ，解决了以 ０ 为中心的问

题，但仍存在过饱和使梯度下降函数失效和指数运

算耗时问题。 ＲｅＬｕ 是非饱和函数，可以避免梯队下

降函数失效问题，并通过设置合理学习率避免神经

元失效。 通过分析对比，这里选择 ＲｅＬＵ 作为 ＤＮＮ
框架的激活函数，其公式如（８）式所示。

ｆ（ｘ） ＝ ｍａｘ（０，ｘ） （８）
　 　 ３） 损失函数的定义

损失函数在深度学习中用来衡量模型的期望输

出与模型的实际输出之间的差距。 采用广泛使用的

最小方差作为面向移动应用众包测试的 ＤＮＮ 网络

的损失函数，其公式如（９）式所示。

ι（Ｒ） ＝ － １
Ｍ∑

Ｍ

ｉ ＝ １
∑

Ｃ

ｊ ＝ １
ｔｉｊ ｌｏｇ（Ｐ ｉｊ） （９）

式中： Ｍ为样本数量；Ｃ为测试对象和测试项目交互

评分类别数；ｔｉｊ 为样本 ｉ在 ｏｎｅ⁃ｈｏｔ映射集中第 ｊ个元

素的值；Ｐ ｉｊ 为ＤＮＮ模型预测样本 ｉ在 ｏｎｅ⁃ｈｏｔ集合中

第 ｊ 个元素的值。
４） ＤＮＮ 的训练

本文设计的 ＳＭＤＡ⁃ＤＮＮ 框架中的 ＤＮＮ 在计算

完损失函数后会对 ＳＭＤＡ 模型进行微调的同时也

对自身的参数进行调整。 向后传播则是利用损失函

数（１０）调整 ＤＮＮ 超参数。 采用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来实现，其公式如（１０）式所示。

θ ＝ θ － η∗ １
Ｐ ｉｊ ｌｎＰ ｉｊ

∂ι
∂θ

（１０）

　 　 由于推荐算法领域数据集稀疏度高，深度学习

在推荐算法应用最容易出现过拟合现象，因此 ＤＮＮ
模型中采用了 ｄｒｏｐｏｕｔ 技术，每次迭代的过程中都丢

失一部分神经元；而且为了加快模型收敛速度，防止

参数震荡，还采用动量技术来调节梯度下降，另外输

入数据也分成一个个的小批量数据，提高模型拟

合度。
ＤＮＮ 和 ＳＭＤＡ 的联合训练则通过损失函数来

反向调整 ＳＭＤＡ 的层数，让 ＳＭＤＡ 重新训练最开始

的测试对象和测试项目数据。
５） 学习率设计

学习率作为 ＤＮＮ 模型中控制参数更新的速度

控制器，选择合适的学习率可以有效地提高模型的

收敛速度，而因为选择 ＲｅＬＵ 激活函数，选择过大的

学习率则会导致模型中很多神经元失效。 因此学习

率设置的相对保守为 ０．０８，选择指数衰减来调整学

习率，使学习率随着训练轮次的增加而降低。

３　 测试结果及分析

为了评估基于堆叠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的神经

网络推荐算法在实际环境中的效果，利用某个移动

众包测试平台的真实数据进行试验和分析。 使用的

数据集是针对获取到的某个测试平台实际数据通过

表 ２～３ 的特征工程进行构建的标准数据集，并且经

过数据清洗，得到了适合进行算法性能验证的实验

数据集。 移动应用众包测试项目和测试人员都有详

细的结构化数据，但是无论是测试项目数据还是测

试人员数据都是离散数据，因此采用词向量工具来

实现测试项目和测试人员的词向量表达。 此外，用
户行为记录数据中可能存在隐性反馈，即当一个用

户对一个项目打分为 ０ 的时候，可能是系统根本没

有向该用户推荐过这个项目，可能是用户不喜欢这

个项目，还有可能是用户忘记给这个项目打分，因此

在设计实验数据集的时候设置了项目评分必须超过

３ 个的限制条件，因此实验数据集设计如表 ４ 所示。

·２５０１·



第 ５ 期 成静，等：基于深度学习的移动应用众包测试智能推荐算法

表 ４　 试验数据集规模

数据集
信息

名称 数量 稀疏度 ／ ％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
测试项目

测试人员

用户行为

６ ５３２
８３９

１２３ ６３９
９７．７４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测试项目

测试人员

用户行为

３ ４４９
６４９

９７ ８４６
９５．６３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
测试项目

测试人员

用户行为

２ ６３２
７２９

１０６ ４３７
９３．８２

实验硬件环境如表 ５ 所示，算法实现采用 Ｔｅｎ⁃
ｓｏｒＦｌｏｗ 框架实现，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框架版本为 ２．０，操作

系统采用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８．０４，使用的 ｐｙｔｈｏｎ 版本为３．７．０。
表 ５　 实验硬件环境配置表

名称 值

ＣＰＵ Ｉｎｔｅｌ ® Ｘｅｏｎ Ｅ５⁃２６００ 处理器

内存 ３２ＧＢ ＤＤＲ４＠ ３ ６００ Ｈｚ
ＧＰＵ ２∗Ｇｅｆｏｒｃｅ ＲＴＸ ２０８０ｔｉ

操作系统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８．０４
内核版本 Ｌｉｎｕｘ ４．１５．０ ａｍｄ６４

Ｐｙｔｈｏｎ 版本 ３．７．０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版本 ２．０

采用准确率和召唤率作为算法性能指标。 准确

率是描述算法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采
用均方根误差（ＥＲＭＳ）计算算法的准确率，ＥＲＭＳ值越

小，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强。 其计算公式如（１１）式

所示

ＥＲＭＳ ＝ １
ｎ∑ｉｊ

Ｚｐ
ｉｊ（Ｒ ｉｊ － Ｒ′ｉｊ） ２ （１１）

式中： ｎ为数据集中的测试项目数量；Ｒ ｉｊ 为数据集中

测试人员 ｉ对测试应用 ｊ的实际评分；Ｒ′ｉｊ 为算法预测

测试人员 ｉ 对测试应用 ｊ 的评分；Ｚｐ
ｉｊ 为测试人员 ｉ 是

否对测试项目 ｊ进行评分，已评分为 １，未评分为 ０。
召回率越高表示该算法得到的测试结果越精

确。 召回率的计算公式如（１２） 式所示。

Ｐｒｅｃａｌｌ ＝
ｍ
ｎ

（１２）

　 　 参与准确率对比实验的推荐算算法模型如下：
１） ＣＤＬ。 ＣＤＬ 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研究人员提

出的一种融合堆叠降噪自动编码器（简称 ＳＤＡ）和

ＣＴＲ 混合的推荐算法框架［８］，ＳＤＡ 和 ＣＴＲ 通过贝叶

斯图的方式结合，它是推荐算法领域最推崇的紧耦

合推荐算法模型。
２） ＡｕｔｏＳＶＤ＋＋。 ＡｕｔｏＳＶＤ＋＋同样是一种耦合

模型，将自动编码器和奇异值矩阵分解技术结合，利
用自动编码器学习项目的深层特征，利用奇异值矩

阵实现推荐［９］。
３） ＳＤＭＡ⁃ＤＮＮ。 本文提出的基于堆叠边缘降

噪自动编码器的移动应用众包测试任务推荐方法。
在开始对比实验之前先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对

各个模型就行参数优化，在各个数据集进行对比实

验。 图 ２ ～ ４ 是 ３ 种对比模型在 ３ 个数据集上的均

方根误差值随着迭代次数变化曲线。

图 ２　 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 的不同迭　 　 　 　 图 ３　 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的不同迭　 　 　 　 图 ４　 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 的不同迭

代次数的实验结果对比 代次数的实验结果对比 代次数的实验结果对比

　 　 由图 ２ 可知，３ 种模型经过 ４５０ 轮迭代之后收

敛，其中 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迭代次数最少，耗时 ２５ 小

时 ２３ 分钟完成训练，而 ＡｕｔｏＳＶＤ＋＋虽然耗时比 ＳＭ⁃
ＤＡ⁃ＤＮＮ 多，但是它比 ＣＤＬ 更快。 而且 ＳＭＤＡ⁃Ｄ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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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方根误差比另外 ２ 种模型都要低，代表它在数

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 上的推荐精确度更高。
由图 ３ 可知，３ 种模型经过 ４００ 轮迭代后收敛，

其中 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迭代次数最少，耗时 ８ 小时 ４０
分钟完成训练。 ＡｕｔｏＳＶＤ＋＋不仅耗时比 ＳＭＤＡ⁃ＤＮＮ
多，它也比 ＣＤＬ 更慢。 ＳＭＤＡ⁃ＤＮＮ 的均方根误差比

另外 ２ 种模型都要低，代表它在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上

的推荐精确度更高。
由图 ４ 可知，３ 种模型经过 ３００ 轮迭代后收敛，

其中 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迭代次数最少，耗时 ４ 小时 ５３
分钟完成训练，而且在数据集 ４ 上 ＳＭＤＡ 训练速度

明显比另外 ２ 种有更大的优势，ＡｕｔｏＳＶＤ＋＋训练速

度和推荐精度最差。 ＳＭＤＡ⁃ＤＮＮ 的均方根误差比

另外 ２ 种模型都要低，代表它在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 上

的推荐精确度更高。
从图 ２～４ 可知，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在 ３ 种数据集

上迭代次数都最少，耗时也更短，训练速度明显比另

外 ２ 种有更大的优势。
针对 ＳＭＤＡ⁃ＤＮＮ 的召回率进行对比实验，通过

与不同的模型在不同数据集上的召回率对比实验验

证推荐算法的有效性。
参与对比实验的推荐算法模型如下：
１） ＨＲＣＤ。 ＨＲＣＤ 模型是一种混合推荐模型，

它利用自动编码器挖掘物品深层特征信息，利用带

有时间感知特性的 ＳＶＤ 来实现分类［１０］。
２） ＣＴＲ。 ＣＴＲ 模型是融和模型，它利用主题回

归模型将项目信息中的主题信息提取出来，通过概

率矩阵分解算法实现评分预测［１１］。
３） ＣＤＬ。 上文已经介绍的推荐算法领域最推

崇的紧耦合推荐算法模型。
４） ＡｕｔｏＳＶＤ＋＋。 上文已经介绍的一种耦合推

荐算法模型。
５） ＳＤＭＡ⁃ＤＮＮ。 提出的一种基于堆叠边缘降

噪自动编码器的移动应用众包测试平台的推荐

方法。
同样在开始对比实验之前先采用交叉验证的方

法对各个模型进行参数优化，在各个数据集上进行

对比实验。 表 ６ ～ ８ 是 ５ 种对比模型在 ３ 个数据集

上的召回率值随着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

表 ６　 模型在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１ 上的 Ｒｅｃａｌｌ＠Ｍ 统计表 ％

Ｍ
算法模型

ＣＤＬ ＣＴＲ
ＳＤＭＡ⁃
ＤＮＮ

ＨＲＣＤ
Ａｕｔｏ

ＳＶＤ＋＋
１０ １９．５１ １２．９２ ２０．３５ １９．７２ １８．９５
２０ ２２．８０ ２１．０５ ２８．１４ ２４．３２ ２３．９７
３０ ３２．２１ ２６．３９ ３３．０１ ３０．５３ ３１．７１
４０ ３３．０４ ２８．０２ ３６．０１ ３４．１０ ３２．３５
５０ ３７．６４ ３１．０４ ４２．３２ ３７．１４ ３６．９８

表 ７　 模型在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２ 上的 Ｒｅｃａｌｌ＠Ｍ 统计表 ％

Ｍ
算法模型

ＣＤＬ ＣＴＲ
ＳＤＭＡ⁃
ＤＮＮ

ＨＲＣＤ
Ａｕｔｏ

ＳＶＤ＋＋
１０ １４．９８ １１．９２ １８．０１ １４．９２ １５．１４
２０ ２２．９５ １９．９７ ２６．１３ ２２．８１ ２３．０１
３０ ２７．０１ ２３．９１ ２９．２５ ２８．１１ ２７．０３
４０ ２９．５３ ２５．７５ ３３．０７ ２９．７１ ３０．０１
５０ ３２．９３ ２７．２３ ３５．７１ ３２．６２ ３４．１５

表 ８　 模型在数据集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３ 上的 Ｒｅｃａｌｌ＠Ｍ 统计表 ％

Ｍ
算法模型

ＣＤＬ ＣＴＲ
ＳＤＭＡ⁃
ＤＮＮ

ＨＲＣＤ
Ａｕｔｏ

ＳＶＤ＋＋
１０ １１．９８ １２．２１ １６．９７ １３．１１ １２．２８
２０ ２２．３４ ２０．０３ ２３．６１ ２２．２８ ２１．９１
３０ ２３．８１ ２２．６９ ２６．４２ ２４．３６ ２４．６７
４０ ２７．９５ ２４．５１ ３２．３１ ２９．２５ ２７．９４
５０ ３１．１０ ２９．０７ ３３．８３ ３１．３４ ２９．８７

通过 ３ 个数据集的综合对比发现 ＣＴＲ 的召回

率数值明显不如其他的模型，这说明深度学习在推

荐算法领域的确有较大的优势，ＳＭＤＡ⁃ＤＮＮ 本身是

为移动应用众包测试平台设计，采用了 ＳＭＤＡ 对输

入数据进行加密，因此在这 ３ 个数据集的表现明显

具有优势，在 Ｒｅｃａｌｌ＠ Ｍ 指标中相同 Ｍ 时相比较其

他算法模型均有明显优势，因此提出的 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具有现实可行性。

综合上述 ２ 种指标的对比实验可以发现，提出

的 ＳＭＤＡ⁃ＤＮＮ 模型无论是在准确率还是召回率都

比对比模型表现更好，训练时间也更短，因此算法模

型设计符合提高模型训练速度和性能的设计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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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随着移动应用众包测试平台的发展，平台用户

对推荐精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堆叠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的深度学习推荐算

法。 首先针对测试任务和测试人员进行特征分析，
分别设计了一套特征体系，利用腾讯开源词向量工

具将测试任务和测试人员的特征文本信息转化成数

学表达形式，其次将得到的测试人员和测试任务特

征数据作为堆叠式边缘降噪自动编码器输入数据，
最后将 ＳＭＤＡ 学习到的测试项目和测试人员的深

层特征数据结合作为深度神经网的输入，利用 ＤＮＮ
的学习能力进行预测。 实验表明，提出的 ＳＭＤＡ⁃
ＤＮＮ 算法相较于 ＣＤＬ 和 ＡｕｔｏＳＶＤ＋＋性能更优秀，
相较于 ＨＲＣＤ、ＣＴＲ、ＣＤＬ 及 ＡｕｔｏＳＶＤ＋＋等召回率表

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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