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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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eb API是基于 Web服务的轻型解决方案，代表可重用的最小组件. 通过组合多种 Web API，能够

创建具有高层次功能的组合应用 Mashup，实现业务增值的需求. Web API数量和种类的快速增长，使得发掘

契合的 Web API进行 Mashup创建变得愈发困难. 针对此问题，提出一种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推荐方法

来高效地进行 Web API推荐，提高 Mashup创建的效率. 首先，将 Mashup的文档描述映射到向量空间进行特

征比较，目的是获得与目标 Mashup相似的近邻 Mashup；然后，利用基于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模型对目标

Mashup和近邻Mashup的文本特征进行学习，将提取后的特征结合类别特征进行表示增强；最后，基于表示增

强后的语义特征进行 Web API推荐.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推荐 Web API，在多项指标上取得显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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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计算和云计算的快速发展，组合现有

的 Web服务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进行软件开发已经

成为一种高效的方法，这使得网络环境中 Web
API的数量不断增长[1]，对 Web API进行整理并注

册登记的生态系统也随之出现. Mashup是组合多

种 Web API进行复合应用创建的技术，该技术极

大地释放了开发者的生产力[2]. 但在 Web API数量

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根据开发需求找到契合

的Web API进行Mashup创建，已经成为了Mashup
这一技术需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 Web API推荐便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向[3]. 多种推荐方法和模

型已经被应用于 Web API推荐中，这些方法可以

分为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 [4-6] 和基于内容的推

荐[7-11]. 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通过计算相似度，对

相似用户或物品进行推荐，这类方法专注于发掘需

求的相似性，能够共享相似项目的经验，在数据较

稀疏的情况下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 . 但这类方

法没有给予需求本身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基于

协同过滤的推荐方法缺少对 Web API和 Mashup
之间的需求匹配，单纯基于相似性进行推荐还有可

能导致 Web API推荐的冗余 . 基于内容的推荐注

重对 Mashup创建时功能描述的挖掘，通过建立开

发需求与 Web API之间的关系提高推荐的准确性.
这类方法重点关注对 Mashup语义特征的挖掘，因

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描述文档. 但是，如果在描

述文档中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推荐结果将无法令

人满意. 如何从数据出发，提高 Web API推荐的有

效性，仍需结合有效的语义表示和深度学习等技术

手段不断探索[9].
为了克服现有推荐模型的局限性，本文提出特

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推荐模型（Feature Repre-
sentation  Reinforcement  Recommendation  Model，
F3RM） . 方法针对 Mashup的描述文档，将描述文

档映射至向量空间并利用近邻思想寻找与目标

Mashup相似的近邻 Mashup；采用基于神经网络的

特征提取模型学习目标 Mashup、近邻 Mashup以

及交互 Web API的语义特征表示并通过后两者对

目标 Mashup语义特征表示进行增强；在增强特征

表示基础上建立 Mashup需求到 Web API之间的

联系，对 Web API进行筛选，最终将满足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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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I作为面向Mashup创建的推荐集合. 

1    相关工作

Web API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 Web API推荐

的研究热度也不断上升. 作为服务计算中的热门话

题，Web API推荐可以采用一般项目推荐中的大部

分方法进行，但这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将 Web API
融入到服务组合中，实现重用增值. 现有研究尽管

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但对于如何通过深度学习等

技术手段完善开发需求与 Web API的匹配机制，

提高组合推荐准确性和效果方面需持续探究. 现有

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

另一类基于Mashup的需求内容进行推荐. 

1.1    基于协同过滤的 Web API 推荐　基于协同过

滤的方法通过历史关系来进行预测，又称作基于记

忆的方法. 此类方法利用相似信息进行推荐，个体

通过合作的机制给予整体一定程度的信息回应，并

记录下来以达到过滤的目的. Xia等[6] 基于主题模

型对服务描述建模后，以类别为中心对服务聚类，

再结合协同过滤对服务的类别进行相关性排名，预

测每个类别内的服务排名顺序. Jiang等[12] 通过集

成基于用户的个性化算法和基于项目的个性化算

法过滤前 K个相似用户和服务进行 Web API推荐.
Cao等[13] 的方法结合了兴趣值和协同过滤对 Web
API进行推荐. 通过将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与基于

项目的协同过滤相结合，Zheng等 [14] 提出了一种

Web服务质量值预测方法，分析来自类似用户的

服务质量信息帮助用户发掘合适的Web API. 

1.2    基于内容的 Web API 推荐　基于内容的推荐

对需求进行主题建模，利用需求与 Web API之间

的相关性进行推荐，能够较为直接地获取到和需求

相近的 Web API. Cao等[10] 使用 Mashup服务之间

的关系开发两级主题模型，以提高服务聚类的准确

性，设计了基于协同过滤的 Web API推荐算法，利

用从 Mashup与相应 Web API之间的历史调用推

断出的 Web API之间的隐式协同调用关系，为每

个 Mashup推荐不同的 Web API. Li等[15] 使用关系

主题模型对 Mashup和 Web API的标签和主题信

息建模，由此计算Web API之间的相似度和Mashup
之间的相似度，使用 Web API的调用时间和类别

信息推导它们的流行度，并通过因子机建模多个维

度的信息，例如 Mashup和 Web  API的相似度，

Web API的流行度等，以预测和推荐目标 Mashup

对应的Web API.
这些工作已经证明，结合推荐技术可以有效地

提高 Mashup应用创建中 Web API筛选的效率. 但
这些方法还未将深度学习应用于推荐系统中. 本文

方法属于基于内容的 Web API推荐，探索了特征

表示增强和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的应用，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 

2    基于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
 

2.1    问题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本节给出与 Web
API推荐相关的定义.

M =
{
m1, · · · ,mi, · · · ,m|M|

} |M| M

mi

mi ni

di ci S i

i mi =

{ni,di,ci,S i}

定义 1　Mashup表示组合多个 Web API完成

复杂功能的应用程序 . 同时也可以作为 Web API
资源被其他应用程序调用. 将所有 Mashup的集合

定义为： ，其中   是   集
合中 Mashup的数量，  表示集合中任一 Mashup.
对于   来说，其包含 4种类型的元数据：名称  、

文档描述  、类别标签   和交互 Web API集合  ，

下标   表示元数据对应于 Mashup的序号，即 
.

A = {a1, · · · ,a j, · · · ,a|A|} a j

|A|
a j na

j

da
j ca

j a

j

a j = {na
j,d

a
j ,c

a
j}

定义 2　Web API表示 Web服务提供商提供

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 将所有 Web API的集合定

义为  ，其中   是集合中任意

一个 Web API，  是集合中 Web API的总数. 对于

 来说，其包含 3个类型的元数据：名称  、文档

描述   ，类别标签   . 上标    表示元数据对应于

Web API，与 Mashup的元数据相区别，下标   表示

元数据对应于Web API的序号，即  .

dm

定义 3　Web API推荐指创建一个 Mashup需

要调用多个 Web API. 通过对 Mashup文档描述 
的利用，依据用户对 Mashup开发的需求，建立开

发需求到 Web API之间的关联，实现需求对应的

Web API推荐. 

2.2    Web  API 推荐流程　如图 1所示，特征表

示增强的 Web API推荐主要涉及 3个步骤：近邻

Mashup筛选、特征表示增强和 Web API推荐 . 首
先，基于目标 Mashup的文档描述的特征找到与其

具有较高相似度的近邻 Mashup；然后，利用神经网

络的高维拟合及特征提取能力，对目标Mashup、近

邻 Mashup以及目标 Mashup的类别标签学习得到

特征表示，通过线性方法将语义特征表示组合得到

增强特征表示；最后，基于增强特征表示计算需求

与 Web API的相关程度，生成针对目标 Mashu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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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K项Web API推荐序列. 

2.3    近邻 Mashup 筛选　文档描述相较于其他元

数据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信息，不论是 Mashup、Web
API或是开发需求描述，都是通过文档这一介质

承载的 . 因此，对 Mashup的文档描述建模和表示

技术在基于内容的推荐方法中至关重要 . 单个

Mashup或是 Web API文档描述具有的信息是有限

的 . 从表示增强的角度出发，运用相似 Mashup文

档描述和交互 API文档描述对目标 Mashup的文

档描述从特征向量的维度进行增强，这里的相似

Mashup即称为近邻Mashup.
合理选取目标 Mashup的近邻 Mashup是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 . 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r，
KNN）算法是一个理论成熟的方法. KNN方法的思

路为在特征空间中，如果目标样本附近的 K个最

近（即特征空间中最邻近）样本的大多数属于某一

个类别，则该样本也属于这个类别. 基于 KNN的思

路，提出模型结构中的第一部分：近邻选择模块. 该
模块选择文档描述在特征空间中的 K个最近邻样

本作为近邻 Mashup，并输出目标 Mashup与近邻

Mashup文档特征.

mt = {nt,dt,ct,S t}

t

mt

Mc =
{
mc

1, · · · ,m
c
|M|−1

}
c

mc = {nc,dc,cc,S c}

近邻选择模块中的相似度计算结构如图 2所

示 . 对于任一目标 Mashup  ，其中 n
表示名称，d表示文档描述，c表示类别标签，S表

示调用 Web API集合, 上标   作为目标 Mashup的

标识. 除   外其余 Mashup作为候选 Mashup，得到

候选 Mashup集合  ，上标   作为

候选 Mashup的标识，其中任意一个候选 Mashup
. 从对应元数据中提取出文档描

dt

D ={dc
1, · · · ,d

c
|M|−1}

dt

dc

N

述，得到目标 Mashup文档描述    和候选 Mashup
文档描述集合  . 对于目标 Mashup
文档描述   和候选集合中任一 Mashup文档描述

，将两者文档描述输入采用 Glove预训练词向

量[16] 进行词向量初始化的嵌入层，描述中的每个

单词映射到   维向量特征空间，文档描述截取前

200个单词以统一规模. 目标 Mashup文档特征表

示为

et = [F
(
dt [1]

)
, · · · ,F

(
dt [200]

)
]. (1)

候选Mashup文档特征表示为

ec = [F
(
dc [1]

)
, · · · ,F(dc [200] )] , (2)

dt [1] dt [200] dc [1] dc [200]

F

et

ec

其中， 、  和  、  代表文档描述

中的单词，  为嵌入层中将单词映射至特征空间的

映射函数. 将所有映射后的单词特征拼接，即得到

目标 Mashup文档特征   与候选 Mashup文档特征

. 为计算目标 Mashup与候选 Mashup的相似度，

对文档特征采用点积运算，定义如下：

Similarity
(
mt,mc

)
= et · ec, (3)

 
图 1    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流程

Fig. 1    Web API recommendation process based on feature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图 2    近邻选择模块中的相似度计算

Fig. 2    Similarity calculation in neighbor selec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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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 ec =

N∑
j=1

et
je

c
j. (4)

K

K

此时，得到目标 Mashup与任一候选 Mashup相似

度. 通过循环完成目标 Mashup对候选集合中所有

Mashup的相似度计算后，选取相似度最高的前 
个候选Mashup，  是设定的近邻Mashup集合数量，

即得到目标 Mashup的近邻 Mashup. 目标 Mashup
及近邻 Mashup的文档特征作为近邻选择模块的

输出以供下游任务使用. 

2.4    特征表示增强　传统的建模方法基于“词袋”
模型，文本的词序和语法被忽略[17]，特征的选择需

要在模型中进行人工干预. 随着深度学习的进一步

繁荣，人们已经极大地关注了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

探索文本建模 [18]. 由于神经网络模型具有特征选

择的能力，可以利用词上下文实现更好的语义表

示. 本节基于广泛使用的卷积神经网络[18]，提出模

型结构中的特征表示增强模块，模块结构如图 3
所示.

ct

Gk ∈ Rwsl×N wsl

在近邻筛选模块中，得到了目标 Mashup及近

邻 Mashup的文档特征，结合目标 Mashup类别标

签  ，共同作为特征表示增强模块的输入. 对于文

档特征，将其输入卷积层进行特征提取，卷积层中

的卷积核   首先在   大小的单词窗口

上滑动执行卷积运算：

gk = ReLU(Gke+bk) , (5)

bk ReLU

gt
k gc

k

其中，   为偏置项，  作为激活函数对卷积得

到的特征图进行非线性映射，得到目标 Mashup与

近邻Mashup的特征图   与  . 为了进一步提取特

征，降低参数数量，在获得特征图后将其输入池化

层，进行最大值池化操作并将特征进行拼接：

pl =
[
MaxPooling

(
gk); · · · ;MaxPooling(gK )] , (6)

MaxPooling

l

pt =

其中，K为相同尺寸卷积核的数量，  作
为最大值池化操作对特征图进行池化处理，  为
任意尺寸卷积核的大小 . 为了获取不同层次的语

义特征，采用不同尺寸的卷积核进行提取，对不

同尺寸卷积核获得的特征图进行拼接得到  

[pt
1; · · · ; pt

l; · · · ; pt
L] pc = [pc

1; · · · ; pc
l ; · · · ; pc

L] L

pt pc

 与   ，其中  
为卷积核尺寸的数量 . 最后，将    和    输入全连

接层进行非线性变换：

v = sigmoid(W0 p+b0), (7)

b0 W0 sigmoid

vt vc

其中，  为偏置项参数，  为映射参数，  作
为激活函数 . 至此，得到了目标 Mashup的语义特

征   与近邻Mashup的语义特征  .
对于类别标签，将其输入嵌入层映射至与语义

特征相同维度的向量空间：

ht =W1ct+b1, (8)

b1 W1

ht vt

vc

其中，  为嵌入层偏置量，  为嵌入层映射参数.
经过嵌入层后得到类别特征  ，将语义特征   和
 与其进行线性叠加，公式如下：

f t =W2vt+W3vc+W4ht, (9)

W2 W3 W4

f t

其中， 、  和   分别表示表示目标 Mashup语

义特征、近邻 Mashup语义特征和目标 Mashup类

别特征的特征权重，下游任务基于增强的特征表示

 表示展开. 

 
图 3    特征表示增强模块

Fig. 3    Module of feature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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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2.5    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　特征表示增

强的Web API推荐模型结构如图 4所示. 模型输入

包含目标 Mashup的类别标签、文档描述和候选

Mashup的文档描述. 在经过近邻选择模块、特征增

强模块得到表示增强的目标 Mashup语义特征  
后，将其输入全连接层进行 Web API相关程度的

预测：
ŷ = sigmoid(W5 f t+b5). (10)

b5 W5

f t

ŷ = [ŷ [a1] · · · , ŷ
[
a j
]
, · · · , ŷ[a|A| ]]

ŷ
[
a j
]

mt a j

ŷ

(0,1)

在该全连接层中，  为全连接层偏置量，  为全连

接层映射参数，将   转化为具有 Web API数量大

小的相关度向量，即   .

其中，  为目标 Mashup   对应 Web API   的

相关程度值. 由于模型采用神经网络架构搭建，结

合   采用多标签分类的方法对模型进行训练. 将每

一个 Web API映射为一个分类标签，此时问题进

一步分解为多个独立的二元分类问题，通过模型输

出的多个   范围的相关程度值来确定是否推荐

该Web API，通过相关程度值排序获得推荐序列.
A本文的目标是训练一个可以使用   的最相关

子集自动标记进行 Web API推荐的模型 . 在模型

训练中，采用二元交叉熵损失（Binary Cross Entropy
Loss，BCE Loss），定义如下：

L(ŷ,y) = − 1
|A|
∑
a∈A

(y[a]log(ŷ[a])+

1− y[a]log(1− ŷ[a])), (11)

y [a] mt a

ŷ [a] m

ŷ ⊆ {0,1}|A|

m

其中，  指 Mashup   是否调用了 API  ，调用时

为 1，反之为 0；  是对应于   的预测值. 经过训

练后，通过预测相关程度值   生成针对需

求   的候选 Web API的推荐列表，并根据这些分

数对所有Web API进行排名.

在得到损失函数之后，模型优化的目标是最小

化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即可以获得模型的

目标函数，如下所示：

min
1
|M|
∑

m∈M
(L(ŷ,y))+λ||θ||22. (12)

θ = {G∗,W∗,b∗} G∗
W∗

b∗
λ||θ||22

其中，  表示模型参数，    是特征表

示增强模块中所有卷积核参数，  是模型全连接

层中权重参数，  是模型中各功能层偏置项参数，

 是用于抑制模型过度拟合的 L2正则化项. 鉴
于模型基于神经网络实现，采用反向传播算法对模

型参数进行更新，并采用自适应矩估计（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Adam）作为优化方法. 

3    实验和分析
 

3.1    实验数据集　ProgrammableWeb是一个规模

巨大的在线 API生态系统，能够在其中找到超过

20 000个 Web API. 这些 Web API覆盖了超过 400
个频繁被调用的种类，包括社交、音乐、地图等. 本
文利用爬虫从 ProgrammableWeb中爬取了 22 642
个 Web API和 8 484个 Mashup. 对于每个 Mashup，
获得 4种元数据：名称，描述信息，类别信息和Web
API交互信息. 对于每个 API，获得 3种元数据：名

称、描述和类别信息. 由于缺少上述对应的主要元

数据中的 1个或多个，删除了 267个无效的Mashup
和 124个无效的 API.

经过初步的筛选，本文中的实验数据集包括

8 217个 Mashup， 1 647个 API， 每 个 API至 少 被

Mashup调用了 1次. 其中，每个 Mashup包含平均

17个单词数量的文档描述，每个 API包含 44个单

词数量的文档描述，平均每个 Mashup调用了 2个

 
图 4    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模型

Fig. 4    Feature representation model enhanced web API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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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为了进行性能评估，实验中使用留出法将数据

集随机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划分比例为

8∶1∶1，分别包括 6 573、822和 822个Mashup. 

3.2    模型设置　实验参数的选取直接影响最后的

实验结果，包括预训练词向量维度、文档描述截取

长度、优化函数、损失函数等. 本文中选取了表 1
中所示参数作为模型的设置，参数通过多次实验调

节得出. 

3.3    评估指标　针对推荐系统评估研究，王根生

等[19] 和朱郁筱等[20] 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评估方

法，例如离线评估、用户调查和在线评估. 由于用

户调查和在线评估的成本高昂，因此本文通过遵循

当前的大多数研究，采用 4个离线评估指标：精准

度（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归一化折损累计增

益（Normalized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NDCG）

和平均精度均值（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
精度值和召回率是在信息检索和推荐领域中

广泛使用的两种评估结果质量的方法. 其中精度值

是 Web API推荐中实际匹配次数与推荐 API总数

之比，衡量推荐的准确性，定义如下：

EPrecision@N =

∣∣∣γreal∩γtopN
∣∣∣∣∣∣γtopN

∣∣∣ , (13)

N γreal

γtopN

∩

其中，  为选取的推荐预测序列大小，  表示目

标 Mashup交互调用 Web API的真实集合，  表
示针对目标 Mashup推荐的前 N个 Web API集合，

 表示对两个集合求交集.
召回率是指推荐的 Web API中的实际匹配次

数与所有推荐 Web API的数量之比，衡量推荐的

查全率：

ERecall@N =

∣∣∣γreal∩γtopN
∣∣∣

|γreal|
. (14)

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用于衡量排序结果的质

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ENDCG@N =
EDCG@N

EIDCG@N
, (15)

EDCG@N EIDCG@N其中   与   的公式如下：

EDCG@N = φ1+

N∑
i=2

φi

log2 (i+1)
, (16)

EIDCG@N =

|γreal |∑
i=1

2φi

log2 (i+1)
. (17)

φi = 1/0 i

EDCG@N

EIDCG@N N

EDCG@N (0,EIDCG@N]

(0,1]

 表示第   个Web API是否与当前Mashup
相关 .   从推荐序列的顶部向底部累积，序

列中 Web API的评分随着序列的由上向下递减 .
 表示在第    处的真实折损累计增益值 .
 值介于   之间，因此归一化折损

累计增益值介于   之间. 与归一化折损累计增

益相似，平均精度均值同样广泛用于信息检索和推

荐系统，定义如下：

EMAP@N =
1
|M|
∑
m∈M

EAP@N (18)

EAP@N其中计算目标Mashup推荐列表的  定义如下：

EAP@N =

N∑
i=1

φiEPrecision@i

N∑
i=1

φi

. (19)

 

3.4    对比方法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本

文使用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推荐方法作为基准模型. 

Similarity(mt,m)

3.4.1    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CF）[5]

　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是一种经典的推荐算

法，其核心是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并通过相似用

户进行推荐. 本文中采用的协同过滤模型首先利用

 计算目标 Mashup与其余 Mashup
之间的相似度，然后推荐与目标 Mashup最相似的

Mashup中存在交互关系的Web API. 

3.4.2    神 经 协 同 过 滤 （ Neur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NCF）[21]　神经协同过滤是推荐系统中

一种极具竞争性的神经推荐模型. 对于本文中的应

用场景而言，使用 Glove.6B.300d预训练词向量对

目标 Mashup的文档描述初始化作为特征嵌入，通

对 Mashup和 Web API之间交互关系的隐式反馈

训练模型. 

表 1    模型超参数设置

Tab. 1    Hyper-parameter settings in model

模型参数 数值

预训练词向量维度 300

文档描述截取单词数 200

卷积核尺寸 {2，3，4，5}

同尺寸卷积核数量 128

学习率 1×10−3

随机丢弃率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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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流行度模型（Popularity-based Recommenda-
tion，Pop）　流行度模型直接向用户推荐受欢迎

度较高的项目，是推荐系统领域中常用的基准模型

之一. 对于 Web API推荐这一任务，将流行度转化

为 Mashup的类别出现频率以及 Web API交互频

率. 也就是说，出现频率高的类别中的 Web API或
交互频率高的Web API，都位于推荐列表的前列. 

(ai/a j) m ai

a j (m,ai,a j)

ai m a j

3.4.4    贝叶斯个性化排序（Bayesian Personalized
Ranking，BPR）　贝叶斯个性化排序在推荐系统

中广泛用于预测不同项目上的用户偏好 . 给定一

对 Web API  ，如果一个 Mashup   调用了  
但没有调用   ，那么便得到一个三元组   ，

这意味着   对于   的排名高于  . 在本文的场景

中 ， 使 用 Glove.6B.300d预 训 练 词 向 量 对 目 标

Mashup的文档描述初始化作为 Mashup的特征嵌

入，并通过 Mashup和 Web API之间交互的隐式反

馈训练模型. 

1×10−3

3.4.5    特征表示增强的 Web API 推荐（Feature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Recommendation
Model，F3RM）　在实验中，文档单词的截取长度

设置为 200，采用 Glove.6B.300d预训练词向量对

嵌入层进行初始化，维数固定为 300，卷积核窗口

的大小设置为{2，3，4，5}，每种尺寸有 128个卷积

核. 使用 Adam作为优化器，学习率设置为  ，

损失函数为 BCE Loss. 此外，在训练过程中采用早

期停止策略预防模型过拟合. 

3.5    结果对比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

性，从不同维度将对 F3RM与所选基准方法进行比

较. 各模型在 4个性能指标上的实验结果如表 2所

示，达到最优性能的模型对应指标进行了标黑处理.
由于每个 Mashup仅与少量 Web API进行了

交互（平均 Web API交互数为 2），因此推荐序列的

顶部较为关键. 当考虑到前 5名和前 10名的推荐

项目时，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因此，本文给出了

前 5项与前 10项的预测指标评估数据. 通过性能

的对比，CF在各项指标中表现较弱，尤其是在

NDCG和 MAP指标中. CF使用单词袋模型和向量

空间模型来建模 Mashup文档，这使得其无法稳定

运行，存在较大波动. NCF的表现优于 CF，NCF的

损失函数与本文模型的损失函数不同，这会导致较

大的性能差距. Pop取得不错的成绩，它的性能优

于 CF和 NCF. 对于 BPR来说，它是最具有可比性

的模型. BPR的优势在于直接进行排名的优化，在

Preciosion@10一项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 与所有

基准模型相比，F3RM在几乎所有性能指标上表现

明显优于它们. 当 N为 5～10时，F3RM将基线方

法的 NDCG提高了 24.0%～24.9%，Recall提高了

30.3%～55.3%，MAP提高了17.1%～20.1%，Precision
提高了 13.3%. 

3.6    实例分析　表 3是两个目标 Mashup在不同

推 荐 方 法 下 前 3项 Web  API推 荐 结 果 . 目 标

Mashup分别为 Roamoo、Sleevenotes. 它们来自不

同的应用类别和领域. 在表 3中，前 3项 Web API
推荐命中了真实值的Web API进行了标黑.

Roamoo是一个具有照片，视频，评论，行程询

问和社交网络功能的本地旅行应用 . NCF和 BPR
在这一实例中前 3项 API推荐没有命中真实值，

CF、Pop和 F3RM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前 3项

API的推荐中命中了一项.
Sleevenotes是一个结合了多种媒体源的Mashup，

它旨在为音乐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音乐专辑，音乐

专辑里不仅包含音乐作品，还有个人简介和其他背

景的多种介绍. 该Mashup以 Flickr，Amazon，Music-
Brainz和 Wikipedia为基础. 在这一实例中，大部分

模型命中一项达到合格的水平，Pop没有命中，

F3RM命中了两项，达到优秀的水平.

表 2    各模型推荐性能比较

Tab. 2    Recommendation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each model

模型 NDCG@5 NDCG@10 Recall@5 Recall@10 MAP@5 MAP@10 Precision@5 Precision@10

CF 0.234 0.316 0.326 0.576 0.236 0.257 0.115 0.103

NCF 0.349 0.375 0.392 0.463 0.405 0.406 0.130 0.082

Pop 0.366 0.397 0.415 0.511 0.411 0.416 0.142 0.090

BPR 0.499 0.501 0.394 0.495 0.580 0.567 0.180 0.123

F3RM 0.619 0.626 0.612 0.645 0.696 0.683 0.204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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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所提出模型在 Web API
推荐这一任务中的有效性，并且超越众多基线对比

模型，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4    结论

为了解决面向 Mashup创建时 Web API推荐

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增强特征表示提

高 Web API推荐准确率的模型 F3RM. 该模型首先

通过特征表示筛选与目标 Mashup相似的近邻

Mashup；然后采用基于神经网络的语义特征提取

操作提取目标 Mashup、近邻 Mashup语义特征，利

用线性方法结合类别标签进行特征表示增强，进

行 Web API推荐 . 在真实网络环境中数据集上的

实验结果表明，F3RM可以有效地提高 Web API推
荐的准确性. 未来，将继续探索 Web API推荐任务

中更多的可能性，实现更为高效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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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based on Web API recommendation

DUAN Yun-hao，WU Hao**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Web  API  is  a  lightweight  solution  based  on  Web  services,  representing  the  smallest  reusable
component. By combining a variety of Web APIs, it is possible to create a combined application Mashup with high-
level functions to achieve business value-added requirements.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Web
APIs  has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discover  suitable  Web  APIs  for  Mashup  cre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feature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Web  API  recommend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efficiently  perform  Web
API recommend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shup creation. First, it map the functional text of Mashup to
the vector space for feature comparison to obtain a neighbor Mashup similar to the target Mashup. Then, it use the
neural  network-based  feature  extraction  model  to  learn  the  text  features  of  the  target  Mashup  and  neighbor
Mashup. The extracted features are combined with category features for 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 Finally, Web
API recommendation i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reinforced semantic feature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commend Web API, and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multiple indicators.

Key words: Mashup；Web API recommendation；neural network；representation reinforcement；semant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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