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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非對稱加權排名 

 

  到此章節我們介紹了排名的學習，並且改良 RankBoost 演算法，推展出一套使用實

數的演算法 pairwise 演算法，接著以 LETOR 作為演算法效能的驗證。而接下來我們則

希望能夠使我們的排名更加貼近人的需求，如第三章所提到，在搜尋引擎的例子中，使

用者通常較少檢閱回傳的後段資料，越後面的資料被檢視的機率就越低，反過來說，越

前段的資料越有機會被檢視，所以前段資料被視為較為重要的，前段資料的好壞幾乎影

響整個搜尋引擎的效果，因此為符合類似需求，我們提出一種非對稱的加權排名方法，

目的在使排名效果是為符合人類而非單純機器上的排名成績，在本章節我們會先詳述更

貼近人需求的排名問題，並且將此概念套用至 pairwise 上，最後再展示加入非對稱排名

後的效果比較。 

 

6.1  非對稱加權 

  本節會說明如何將原本的排名問題轉為更貼近人類的排名方式，因為對人來說資料

的比重不是相同的，因為回傳的前段資料有較高的被檢視機率，所以越前面的位置佔有

越高的比重，因此我們的策略會傾向寧可降低後段（排名位置）的準確率，以維持前段

的正確性，要維持前段的高正確性就需要盡量把相關度高的資料放在前段，因此我們朝

此方向對原來的排名問題做調整，而我們的調整方式是將相關度高與相關度低的資料距

離非等量調整，稱「非對稱加權」方法。以下我們會以排名的「正確性」與排名位置的

「重要性」兩個調整方向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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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名正確度： 

  我們正確度是從資料排名的「差異度」為考量，我們設想以下的情境（圖

6-1(a)）：若排名結果第 1 位置放的是相關度第 6 高的資料，這與理想排名有出入，

但若換成是第 1 位置放第 3 高的資料，雖然一樣與理想排名有落差，但後者正確的

程度會比前者要來得高一點，因此我們排名正確度的考慮是，雖然同樣是分類錯

誤，但因為用於排名上會有名次的不同，所以也會有不同程度的差別。許多排名學

習演算法都沒有留意到這項特性，如 RankBoost 要求的是一對資料間的順序關係要

分對，並且分得越開越好，所以並沒有考慮到上述所提的差異關係；RankSVM 則

是純粹將每個 pair 存在的前後關係分為兩類，所以也沒有考慮這項排名的特性。

而我們所提出的 RealRankBoost 因為有考慮到資料間的距離關係，因此可以明顯表

現出(1st, 3rd)、(1st, 6th)這兩個 pairs 之間的差異程度。 

 

(2) 排名位置比重： 

  我們非對稱加權的第二個調整方向是考量「位置」對排名的重要程度，設想圖

6-1(b)的兩種排名錯誤狀況：第一個錯誤狀況是在理想排名下分數第 1 高的與第 3

高的資料互相排錯位置，第二個則是第 10 高與第 12 高的資料互相排錯，以 pairwise

的想法來計算這兩種分類錯誤的話，第一個狀況有 3 個 discordant pairs – (3,2), (2,1), 

(3,1)，其餘都是皆為 concordant pairs，而第二個狀況的 discordant pairs 數量也是 3

個(13,12), (12,11), (13,11)，所以在 pairwise 的排名機制下，這兩者的排名效能是相

同的，其 Kendall’s tau 的計算值也相同，但依照我們前面所提過，排名的前後段資

料被檢視的機率是不同的，因此就人的觀點會認為第二個的分類情況會較第一個的

好，而我們的非對稱加權目的就是要讓其差異性表現出來，以對前段資料有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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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重要性存在。 

 

圖 6-1：非對稱加權之「正確性」與「重要性」考量示意圖 

 

6.2  Pairwise 上之非對稱加權方法 

  在上一節我們描述了非對稱加權的精神所在，接著我們要以 pairwise 方法實現非對

稱的加權機制。首先我們要標定什麼樣的資料較為重要，我們將與查詢相關度越高的資

料視為越重要，意即在理想排名(ground truth)上分數越高的資料我們越重視，因此我們

會給予每筆資料不同程度的比重，目的在使相關程度相差越大的資料能有越高的比重，

如此便可以讓高相關度的資料有更高的機率排於前段，並且相關度越高會被排到更前面

的位置。而要將此觀念套用到 pairwise 排名方法上，我們的做法是將比重加到每個 pair

上，也就是給予每個 pair 不同的加權值，該加權值會依資料的相關度非線性地加大資料

間的關係，因此稱非對稱性加權。 

  而我們的 RealRankBoost 是 pairwise 排名方法之一，因此也可以將非對稱加權套用

上去，參考原始 RealRankBoost 方法，我們可改寫(3.4)與(3.5)的原式： 

6th 3rd 

(a) 

3rd 
 

1st 

13th

 
11th

… 

(b) 

3rd 

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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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Ω−
=+

α
, if concordant……(6.1) 

( )
t

jitjitjit
jit Z

xxddxxxxD
xxD

),(),(exp),(
),(1

Ω
=+

α
, if discordant……………(6.2) 

上面為改寫後的權重更新公式，我們在 tα 後面加上一個 ),( ji xxΩ ，我們稱之為加權函數

(weighting function)，加權函數的數值會是正數，越重要的 pair 會有越高的函數值，而

「重要」的定義是根據上節所提到的兩點，有關加權函數的設計我們會在下一節說明。

加權函數在權重更新公式中會調整 pair 的比重，但不會影響 concordant 或 discordant 的

性質，因為 concordant 或 discordant 會決定 exp 裡的數字是負或正，若分類錯誤就會給

予正值，並且分類錯誤越高值越大，反之亦然，而加權函數的功能是放大或縮小該值，

因此若分錯重要的 pair 會更大幅地提高該 pair 在下一回的重要性，相反則是降低更多重

要性。 

  而 tα 的計算我們也同樣予以改寫： 

⎟⎟
⎠

⎞
⎜⎜
⎝

⎛
=

−

+

W
W

t ln
2
1α ………………………………………… (6.3) 

where ∑ −Ω=+
i,j

jitjijit xxddxxxxDW )),(1)(,(),( ,  if concordant 

∑ Ω=−
i,j

jitjijit xxddxxxxDW ),(),(),( ,  if discordant 

 

由於 tα 代表 weak learner 的排名效果，我們希望越重要的 pair 能佔有越重要的決定地

位，因此在計算上也用加權函數放大對重要 pairs 的排名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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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加權函數(Weighting Function) 

  本節會介紹一個簡單的加權函數，並說明此函數如何符合非對稱加權的要點，以下

是我們提出的簡易加權函數： 

[ ])()(*)()(),( ****
jijiji xsxsxsxsxx +−=Ω ……………………………(6.4) 

其中 s*表示在理想排名中資料的排名分數，也就是資料真正的相關度，此加權函數由兩

個部分組成，前面的 )()( **
ji xsxs − 部分是排名正確度的考量，若兩筆資料 ji xx , 的相關

度相差越多，代表此 pair 若被分錯的話會造成大的錯誤，因此其重要程度就越高，所以

用兩者的相關度的距離而得；而後面的 )]()([ **
ji xsxs + 部分則是考量排名位置重要程

度，因為當兩筆資料的排名分數都很高的時候，代表這兩筆資料應該是排在很前面的位

置，會比兩筆排名分數低的資料排在更前面，重要程度也更高（圖 6-1(b)），因此用排名

分數相加表現排名位置造成的重要程度不同，需要特別說明的是我們的排名函數 s*的參

數已先正規化至[0, 1]，因此 )]()([ **
ji xsxs + 不會出現負數的情況。 

  接著我們分析此加權函數，如圖 6-2 所示，數值小到大以色調藍至紅表示，由於函

數內容是表示 pair 的加權度，由於考慮的是兩筆資料間的關係，所以是一個對稱函數，

以下我們都以右半的三角形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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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簡易加權函數數值表 

 

在對稱軸上的點表示分數相同的 pairs，其加權值為 0，因此會讓同分 pair ),( ji xx 其權重

),( jit xxD 始終保持為 tZ/1 ，表示加權函數對於同分的 pairs 有忽略計算的功用，而以水

平線向右函數值會愈漸增大，表示當排名分數相差越大時重要程度也會跟著增加，再來

看圖中分數相差 0.5 的 pairs，函數值從(0.0, 0.5)至(0.5, 1.0)的線，在該線上兩筆資料的分

數相差皆為 0.5，雖然資料間的距離相同，但越接近(0.5, 1.0)的點函數值越高，因為分數

越高的資料越需要排到前面位置，所以擁有越高的加權值，這也是我們非對稱加權的最

大特色。 

(0.5, 1.0)

(0.0, 0.5)Tie-pairs 

0.5-distance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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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實驗結果 

  接下來我們同樣以 LETOR 的 OHSUMED資料集做非對稱加權的實驗，因在 LETOR

中只有 OHSUMED 的排名是多等級的，因此加權才有意義，而其他 TREC 資料集由於

只有分為相關與非相關兩個等級，對所有非同分的 pairs 加權值皆為 1，無法表現出非對

稱加權的特性。 

  圖 6-3 比較 RankBoost、原 RealRankBoost、與加入了非對稱加權的 RealRankBoost

三個方法，並且以 NDCG 作為指標： 

NDCG(OHSUMED)

0.42

0.44

0.46

0.48

0.5

0.52

0.54

0.56

NDCG@1 NDCG@2 NDCG@3 NDCG@4 NDCG@5 NDCG@6 NDCG@7 NDCG@8 NDCG@9 NDCG@10

RankBoost RealRankBoost RealRankBoost(Asymmetric)
 

圖 6-3：加入非對稱加權的排名效能比較圖 

 

由圖可看出加入了非對稱加權，排名效能比原 RealRankBoost 效果更好，由於非對稱加

權除了會讓有相關的資料排在前段，且要求「完全相關」與「部分相關」的資料之間有

更好的分辨度，剛好符合 NDCG 指標的好的排名定義，因此可看出明顯的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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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負向加權 

  在前面章節我們介紹了非對稱加權的想法與在 pairwise 上的實作方法，並且利用

OHSUMED 資料集驗證非對稱加權的效能提升，接下來我們要延伸此加權方法以適用於

另一種排名情境。 

  之前的排名學習偏向 IR，IR 的資料通常會分為相關或非相關，而更細一點的分類

則會在相關到非相關之間，依資料相關度多劃分幾個不同程度的「部分相關」等級，但

對於某些應用下這樣的方法並不適用，例如問卷調查的選項通常是以差、不好、普通或

沒意見、好、佳等五個等級組成，在這種情況下選填普通或沒意見的代表意義會低於其

他的選項，不像 IR 是相關度越低的資料重要度越低，這類應用是排名分數越中間的資

料重要度越低，排名分數低的資料群也擁有十分高的參考價值，並且分數越低代表使用

者給予的負面評價越大，越能探討出排名的特性。 

  上述應用的資料重要程度呈 U 字形（頭與尾的資料重要度較高），我們也可以將非

對稱加權用於此類應用，因為我們所提出的加權方法是一種通用方法，只要改變 pair 的

重要程度分布就可以用於不同排名方式，因此對於 U 字形的排名類型只要使用不同的排

名函數一樣可以達到加權排名的目的，以下我們將(6.4)的式子稍做改寫，即可得符合 U

字形重要程度的簡單加權函數： 

[ ]|)(||)(|*)()(),( ****
jijiji xsxsxsxsxx +−=Ω ……………………………(6.5) 

新的加權函數的參數值域為[-0.5, 0.5]，我們把排名的等級轉換到有正與負，把代表性最

低的中段分數設為 0，負面的排名評價設為負值，正面評價則為正，此加權函數的不同

處在於把原代表位置比重的 )]()([ **
ji xsxs + 加了兩個絕對值，代表與越中等評價遠離的

資料越有參考價值，因此可讓有高度對比價值的(-0.5, 0.5)的 pair 有最高加權值。 



 58

 

圖 6-4：考慮負面排名評價的加權函數 

 

6.6  負向加權實驗 

負向加權的實驗部分因在 LETOR 上無呈 U 字形重要程度的資料集，故我們採用模

擬資料作為實驗素材，並使用 RealRankBoost 演算法比較有無加入負向加權的差距。 

 

6.6.1 資料集(Dataset) 

  我們模擬的資料採隨機方式產生，共產生 2000 筆資料，每筆資料各有 20 個特

徵(feature)，而模擬的情境以產品評分(product rating)為本，採用五星等評比制，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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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會被評定為一顆星至五顆星的五等地，對應 1~5 的等級分數。 

  分數對應方面我們使用隨機產生的對應函數(mapping function)，將特徵值代入函

數產生對應分數，為了 增加乖離(bias)程度，20 個特徵中我們只使用其中 10 個特徵

產生分數，意即剩下的 10 個未使用的特徵無關於分數的評比，用以顯現現實情況中

人們有在意程度高與在意程度低的特徵；另外考慮每個評分者的評分基準不同，所

以我們會將資料分數小幅度地縮放(±25%)，以展現適度偏差，最後再將原始分數標

準化至[1, 5]，並且量化(quantization)使分數成為{ } 5 4, 3, 2, 1, 的整數。 

 

6.6.2 實驗設計 

  為符合 U 字形重要程度的應用情境，我們使用負向加權式子(6.5)，由於式子的

參數值域為 [-0.5, 0.5]，因此我們會將原始排名分數 { } 5 4, 3, 2, 1, 轉換為重要度

{ } 0.5 0.25, 0, 0.25,- 0.5,- ，使三顆星的評價重要程度最低，一顆與五顆的重要度最

高，並且為提高加權的區別度，我們將加權函數使用立方的非線性變換，因此我們

使用的加權函數如下： 

[ ] 3
 |)('||)('|*)(')(' ),( jijiji xsxsxsxsxx +−=Ω …………………(6.6) 

    where 
5

5.3)(
)('

−
=

∗
i

i
xs

xs  for normalization to [-0.5, 0.5] 

 

  另外負向加權我們預期會對尾端資料也產生良好分類效果，因此除了比較前 10

筆資料（NDCG@1 ~ NDCG@10）外，同樣也比較最後 10 筆資料的分類結果，我們

的驗證方法是將原驗證方法顛倒，將訓練得到的排名列表倒反，使得原本倒數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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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料會成為前 10 名，並且再將排名等級分數替換為 6 的補數（將原本{ } 5 4, 3, 2, 1, 

等級分數換為{ } 1 2, 3, 4, 5, ），如此便可使用原本的 NDCG 指標檢視尾端資料的分類

效果。而在資料驗證方面我們延續使用 5-fold 交叉驗證法，作為效能的驗證評估。 

 

6.6.3 實驗結果 

  我們比較使用 RealRankBoost 加入了負向加權與未加入負向加權的效能： 

NDCG(Top)

0.63

0.65

0.67

0.69

0.71

0.73

0.75

0.77

0.79

NDCG@1 NDCG@2 NDCG@3 NDCG@4 NDCG@5 NDCG@6 NDCG@7 NDCG@8 NDCG@9 NDCG@10

Non-asymmetric AsymmetricU  

圖 6-5：負向加權排名效能比較圖 

 

上圖顯示排名結果前 10 的 NDCG 值，由圖可看出加入了非對稱加權的效果明顯比

未加入的好，顯示非對稱加權在 5 階的排名上仍有提升排名效果的作用，而曲線變

動率也明顯較前幾次實驗大，是由於 NDCG 對於資料分數非線性加大所造成的效果。 



 61

  另一個評估角度為考慮負向加權亦著重尾部資料，使用 6.6.2 所提之底部資料評

估方法，產生的底部 10 筆資料評比： 

NDCG(Bottom)

0.23

0.28

0.33

0.38

0.43

0.48

0.53

0.58

0.63

NDCG@1 NDCG@2 NDCG@3 NDCG@4 NDCG@5 NDCG@6 NDCG@7 NDCG@8 NDCG@9 NDCG@10

Non-asymmetric AsymmetricU  

圖 6-6：負向加權底部資料排名效能比較圖 

 

由圖可看出對於的底部資料，加入負向加權所得效果也比未加入的效果好，顯示使

用負向非對稱加權，能同時對頭尾資料產生良好排名效果，也說明使用同一套

pairwise 非對稱加權方法，只需要改變加權函數就可適用多種不同應用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