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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辨识网络账号的马甲关系，能够维护网络环境的安全与和谐，抑制网络中不法行为和虚假信息。基于文本挖掘的作者身
份识别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对社交网络中文本作者关系鉴别的研究较少，本文提出了一种社交网络账号的马甲识别方法，基于网
络语言的风格和账号关系，分别提取网络文本特征和账号之间的回复关系频次两组特征构成特征集合，同时基于账号组合构建训练
样本向量空间，鉴别网络账号的马甲关系。结合论坛数据对所提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准确率达到 80%，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
的马甲辨别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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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al name registration suffers great difficulties in social network and it is not completely universal. Some users use multiple IDs
(usually called “sock-puppet”) to publish disharmonious views in order to reach illegal attempt such as to start or spread a rumor. It’s
important to figure out a way to identify these user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which combined text data and
social relation data together, and build a novel vector-space-model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IDs, deriving an effective
sock-puppet relation detection algorithm. In the experiment of the forum data, we achieved 93% of classify precision. The result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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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超过 15 亿人使用社交网络，全球社交网络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 20 亿。在社交网络中，同一人
拥有多个账号的情况十分常见。某人在同一网站注册多个账号时，常用的账号为主账号，而其余账号称为马甲账
号，简称马甲。马甲功能中一部分是负面的，比如，利用不同账号为自己所开的讨论冲人气或推文；在主账号已
有固定的朋友圈或形成固定形象时，使用马甲反对甚至诋毁他人或发表另类见解；注册成千上万个账号来发布不
良信息、散布谣言、炒作或者通过卖等级高的马甲账号获益等等。这样的行为既浪费网络资源，又影响网络的安
全性和公平性。
社交网站的后台实名注册实施困难，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完全普及；即使网站后台是基于实名制的，但是网络
言论在网站前台大都是匿名的，不易知道网络上的言论所属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当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发表不和
谐言论，如造谣、诽谤他人、宣传不良思想等危害民众甚至国家安全的状况发生时，将社交网络中属于同一人的
账号（马甲）进行同一性认定，有利于协助政府相关部门打击犯罪行为。
目前基于语言风格进行文本挖掘识别作者身份的研究工作受到广泛关注[1]，
但缺少针对网络账号的马甲关系
识别方面的研究。由于网络中的账号相关信息少、噪音大，真实用户信息难以获取，使得对社交网络中账号马甲
关系的标注十分困难，现有研究中缺少能够有效验证其所提出辨识方法准确性的权威数据与方法。如何更好的实
现网络文本的挖掘，并充分利用网络账号的其他相关数据，以及如何有效验证方法准确性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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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某论坛泄露的账号信息数据，确定了一个已知相互马甲关系的账号集合，并提出了一种基于支持向
量机，将社交网络中属于同一用户的账号的关系进行辨识的方法。通过研究人物的语言风格，挖掘论坛帖子文本
特征，结合账号的回复关系特征，组合账号构造特征权值向量空间表示，利用支持向量机判别账号的马甲关系。
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辨识账号的马甲关系。
本文后续组织结构如下：第 2 部分主要介绍文本挖掘领域中作者识别方面的相关工作，第 3 部分详细描述本
文提出的方法，第 4 部分是实验结果与分析，最后是总结。

2. 相关工作
社交网络上与账号相关的数据中文本数据最为丰富[2]，通过挖掘文本的语言风格进行作者识别的研究工作
在国外很早以前就有了，但中文文本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尤其在网络文本上的研究更少。
识别作者的关键问题是从其已知作品中统计出能代表其独特风格的识别特征，如：词汇总量及其特色词汇构
成的数量比例、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词语频率、句子长度、句式的使用分布、辞格的运用、声调和韵律分布等。
根据文本是否规范，基于语言风格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文学作品等规范文本，单词是常用的文本挖掘的特征，但在语言风格分析中往往会结合其他的特征。王
少康等[3]基于对句长的统计，构建段长的序列组合分析写作风格，利用不同作者写作时在文章语句节奏控制方
面的特点，对 10 位作家进行识别分类，平均准确率约为 60%；孙晓明等[4]基于停用词使用的规律，使用文章中
虚词频率分布作为特征，通过模式匹配，使用 SVM 和 K-means 对 13 位作家进行识别，正确率达 93.58%；日本
学者金明哲[5]基于词性组合的统计分析，使用字符为单位的 unigram 和词性为单位的 n-gram 作为特征，其正判
别率可达 95%。
相比文学作品，网络文本的特点是大多为短文本，语法不严谨，并且有许多的网络用语。短文本的特点是样
本的特征稀疏，如何更好的利用短文本为数不多的特征是一个难点。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得流行语及奇异短语日
异增多，识别流行词语或避免非正式语言的干扰也是一个难点。针对短文本的特征稀疏问题，武晓春[6]等基于
语义扩展文本，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语言风格更多是形式上的分类，语义扩展的假设并不是很合理。DeVel 等人
[7]从电子邮件中抽取了语言特征和结构特征作为作者的写作特征，采用支持向量机等机器学习方法，对电子邮
件作者身份进行分类识别，但该方法基于电子邮件的相关格式特征，不能普遍应用到社交网络中的文本。Abbas
等[8]为有效监控互联网上的非法信息，提出运用文体学的方法对网络论坛发布信息的作者身份进行识别，抽取
词汇、句法、结构、内容等特征，采用 SVM 和决策树分类算法，该方法只能区分论坛中发布恐怖信息的不法分
子和普通用户两种类别，不能区分到具体真实用户。
除了文本数据，社交网络中账号之间的回复关系也具有很好的可利用价值。在现有的研究中，利用账号之间
回复关系的研究工作主要用于社区发现、传播分析等领域。基于社交网络中账号之间的特性相似度与交互信息
[11]，如兴趣、观点的相似度、互相关注关系、发言回复关系等构建的网络进行社区发现，可以用于发现共同兴
趣的社会团体，识别水军团伙，对恶意水军进行防范等。但是，社区发现相较本文的账号马甲关系辨识是宏观层
面的账号关系聚类的工作，不能够准确地发掘单个账号的马甲关系。

3. 基于账号组合的马甲辨识方法
目前，在社交网络中辨识账号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文本挖掘账号的语言风格。在社交网络的文本挖掘分类
任务中，经常面临网络语言不规范、文本长度短、无固定格式特征，待分类类别多等问题。而现有的对文本语言
风格的研究工作多数基于文学作品文本和有格式的网络文本，如电子邮件，对于论坛帖子这种无格式的短文本的
处理方法较少，文献[6]基于电子邮件的特殊格式进行作者识别研究的方法不适用论坛帖子。而在分类学习方面，
前人工作的分类类别大多只有几十个，若将本文涉及的社交网络中的账号所属的真实用户作为类别进行分类，类
别数量则会达到几百甚至数千，很容易导致分类算法运行效率降低，分类效果变差。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账号
组合的马甲辨识方法。
3.1 方法概述
针对网络文本挖掘中面临的短文本质量低的缺点，我们提取账号发言文本的 n-gram 与账号之间的回复关系
频次，两组特征相结合进行账号马甲辨识，一方面最大程度提高文本特征的质量，另一方面加入账号之间的关系
特征，扩展账号在文本内容之外的信息。

由于网络文本的长度短，为保证文本特征的数量，适合选择字、词、词组作为特征，不适合选择段落、句子
作为特征。如果选择字表示文本特征，会丢失原始文本的大量信息；选择词组虽然会保留一些字、词丢失的有用
信息，但使得特征向量更加稀疏，增加了分类的难度。因此我们采用分词后的词语和字 n-gram 作为特征，在保
证文本特征数量的同时，保留了文本作者大量语言风格相关的信息。由于网络文本中的语法大多不严谨，并且夹
杂许多网络用语，如果单纯利用中文分词的方式提取词语特征，由于分词性能十分依赖所用的词典的规模和质量，
需要不断更新补充词典来保证分词效果，而采用 n-gram 特征提取方式可以不用考虑随语言领域和时间的变化而
不断对分词词典进行修正扩充的工作。因而 n-gram 更适合作为网络文本的特征。另外，账号之间的回复关系是
在作者身份识别领域，社交网络中账号特有的数据，能够体现有马甲关系的账号共同回复他人的规律。将文本特
征与关系特征综合能够更好的体现账号的特性。
针对马甲关系辨别存在待分类类别多的问题，本文将账号两两组合构成新样本，而不是直接将单个账号作为
分类实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多类别分类问题转化成二类分类问题（详见 3.3 节分析），大幅简化分类算法
的训练与测试的复杂度，也可以避免因为类别太多造成无法得到有较大区分度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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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方法来判定。给定账号 i 和 j，如果 i 和 j 互为马甲关系，则 f ( wi , w j )  1 ，否则 f ( wi , w j )  0 ，f 为
分类函数。通过账号两两组合构造出新的样本向量，使账号马甲识别算法的效率与效果都有很大的提升。
本文提出的马甲关系辨识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步骤一，提取账号的发言文本特征与回复关系特征，统计相应的频次，得到账号的特征权重向量；
步骤二，基于账号两两组合，得到账号组合的特征权重向量；
步骤三，由已知马甲关系的账号构成的账号组合构建训练样本，利用 SVM 算法训练得到相应的分类模型；
步骤四，测试含有待辨识马甲关系的账号组合，由账号组合的类别确定账号之间的马甲关系。
下面重点介绍上述步骤中的特征提取方法以及基于账号组合的向量空间构造方法。
3.2 特征提取和向量空间构造
3.2.1 网络文本特征提取
将社交网络中各个账号的所有发言内容分别汇总成一个文本，采用向量空间模型(VSM)来表示，一个文本可
以表示为一个向量 w _ doc  ( w1 , w2 ,..., wn ) ，其中 w i 为文本中第 i 个特征项的权重。将单个文本中所有字的
bigram 作为特征，统计相应的词频，筛除低频词，计算权重，得到该文本对应的向量。计算各个特征的权重采取
的是 TF-IDF 方法，TF(Term Frequency)表示词频，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表示逆向文档频率。TF-IDF
公式的计算方法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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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 d ) 为词 t 在文本 d 中的权重， tf (t , d ) 为词 t 在文本 d 中的词频，N 为训练文档总数， 𝑛𝑖 为训练集中出
现 t 的文本数。
3.2.2 账号回复关系特征提取
统计各个账号回复其他账号的频次，将被回复的账号作为特征，回复的频次即为特征的权值，得到关系特征
的向量。假设账号 A 的回复账号集为 S A （ S A 中有账号 id A1 ,..., id Ai ,..., id Ak ），其中各账号被回复的频次为

(f A1 ,..., f Ai ,..., f Ak ) ，则账号 A 的关系特征有为 {id A1 ,..., id Ai ,..., id Ak } ，各个特征的权值为 (w A1 ,..., wAi ,..., wAk )
= (f A1 ,..., f Ai ,..., f Ak ) 。将所有账号的回复关系统计得到与文本特征平行的一组关系特征 ，表示为一个向量

w_relation  (w A1 ,..., wAi ,..., wAk ) 。

3.2.3 文本特征与关系特征融合
将文本、关系两组特征集汇总成一个特征集合，两组特征的权值向量 w _ doc 和 w _ relation 融合方法如公
式（2）和公式（3）：


w  w _ doc  w _ relation

（2）

(w1 , w2 ,..., wn )  (wA1 , wA2 ,..., wAk )  (w1 , w2 ,..., wn , wA1 , wA2 ,..., wAk )

（3）

3.3 基于账号组合的向量空间构造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解决社交网络中账号马甲关系的辨识问题即是解决对所有账号的分类问题，目标是将拥有
马甲关系的一组账号分为同一个类别，没有马甲关系的账号不分在同一类别。由此可知，如果将单个账号作为分
类实例，分类问题即为将账号所属的真实用户作为类别进行分类的问题，待分类类别极多，远远超出常用分类算
法待分类类别的适用数量。因此，本文提出将账号两两组合构成新样本，通过对账号组合类别的判断，确定两个
账号之间的关系是马甲或非马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多类别分类问题转化成二类分类问题，大幅简化分类算
法训练与测试的复杂度，也可以避免因为类别太多造成无法得到有较大区分度的分类结果。
社交网络中账号分为有马甲的账号和没有马甲的账号，而有马甲的账号分别属于各自马甲组。定义账号组合

pair  i, j  为账号i与j构成的账号组合。对于一个账号组合 pair  i, j  ，可归纳为 5 种类型：
1）账号 i 与 j 均有马甲，且属于同一马甲组；
2）账号 i 与 j 均有马甲，但属于不同马甲组；
3）账号 i 有马甲，账号 j 无马甲；
4）账号 i 无马甲，账号 j 有马甲；
5）账号 i 与 j 均无马甲。
两两组合后的新样本的向量是将两个账号的向量合并，即将账号 i 和 j 的特征权值向量 w (i ) 和 w (j) ，其中

w (i)  ( x1 ,..., xi ,..., xk ) ， w( j)  ( y1 ,..., yi ,..., y k ) ， 组 合 成 新 样 本 pair  i, j  的 向 量
( x1 ,..., xi ,..., xk , y1 ,..., yi ,..., yk ) 。
在新样本的向量构成的向量空间模型中进行分类，账号组合类型 1）设为正例，账号组合类型 2）和 3）设
为负例，账号组合类型 4）和 5）不参与计算，其中负例的可用样本数量比正例数量多很多，为了保证样本数量
的平衡，实验时对负例的可用样本进行随机筛选，使正负两例的样本数基本一致。
3.4 基于账号组合的马甲关系辨识方法
从社交网络中账号发言的数据中提取特征，利用账号组合构造向量，然后利用 SVM 算法训练分类模型。预
测时，判断一个未知账号 idx 是否与某个账号集合 S  {s1 , s 2 ..., s n } 中的账号有马甲关系的步骤如下：
1） 提取该账号 idx 在社交网络中的文本数据和关系数据，使用前述特征提取方法得到相关特征以及特征权
重；
2） 使用账号组合向量空间构造方法，将账号集合 S 中的所有账号 {s1 , s 2 ..., s n } 分别与该未知账号 idx 组合，
构成 pair  s1 , id x  , pair  s 2 , id x  , …, pair  s n , id x  ，分别计算各个账号组合的特征权重向量；
3） 基于训练得到的支持向量机分类模型，测试步骤 2 得到的每一组向量，判断其中的各个账号组合

pair  si , id x  是正例还是负例，若为正例，则判定账号 s i 与 id x 是互为马甲的关系，若为负例，则判
定这两个账号没有马甲关系。

4. 实验与分析
4.1 实验数据
本文的实验数据是从某中文论坛上采集的帖子，由于该论坛数据庞大，仅采集了 2005 年 12 月到 2006 年 2
月之间“杂谈”板块内的所有帖子以及相关信息，包括发帖文本、回复关系、发帖时间等。
同时从网络上收集了该论坛账号信息三千多万条（根据该论坛账号信息数据库泄露出的文件整理），从中找
到有发言文本数据的账号 19,883 个。在有文本的账号中，人工比对注册邮箱地址和密码，将注册邮箱地址一致
或地址相似密码相同的账号标注为一个马甲组。一共整理出 1693 个账号，分为 551 个马甲组，每个马甲组中包
含 2 到 33 个账号不等。
4.2 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的实验结果评价指标为准确率（precision，P）
、召回率（recall，R）和 F1 值。首先计算每一类别
的评价指标，为了表示分类器在全部类别上的综合分类性能，有宏平均和微平均两种方法。本文使用宏平均进行
实验结果评价，即对所有类别的单项评价指标求取平均值。对账号组合所属类别的分类结果计算如下：

a
 100%
ab
a
R
 100%
ac
2 PR
F1 
 100%
PR
P

（4）
（5）
（6）

其中，公式 4,5 中 a 代表正例账号组合被判别正确的组合个数，公式 4 中 b 代表负例账号组合被判成正例的
组合个数，公式 5 中 c 代表正例账号组合被判成负例的组合个数。
4.3 实验结果
4.3.1 基于账号组合的马甲辨识方法的分类结果
提取账号发言内容和关系特征，按照 3.3 节的方法，将属于同一马甲组的两个账号的组合向量作为正例，不
属于同一马甲组的两个账号和一个账号有马甲而另一账号无马甲的组合向量作为负例，随机筛选负例样本使其数
量与正例保持一致（即正负例样本数量相当）
，利用 liblinear(SVM 分类器)进行训练和分类测试。实验数据中共
有 8080 个样本，每个样本是由一对账号组成的，其中 4040 个正例，4040 个负例。由于负例的 4040 个样本是从
所有负例账号组合中随机采样出来的，为了避免数据采样的偶然性导致实验结果出现偏差，我们采用 5 次实验取
平均值的方法，每次实验随机选择 4040 个负例样本跟 4040 个正例样本组成测试集，进行十折交叉验证，5 次实
验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账号组合的马甲辨识方法的分类结果

实验组号

准确率

召回率

F1 值

1
2
3
4
5
平均

79.76%
79.68%
80.18%
79.92%
80.56%
80.02%

79.79%
79.73%
80.24%
79.87%
80.56%
80.04%

79.78%
79.71%
80.21%
79.89%
80.56%
80.03%

从表 1 可以看出，5 次实验的平均准确率、召回率、F1 值等各项评价指标均超过 80%。实验同时表明，本
文方法在不同的随机数据上都有较优的表现，实验结果能充分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究其原因，虽然账
号组合并没有增加两个账号各自的特征，但以账号组合为单位计算分类相似度，会显著放大两个账号中相同特征
的影响，因此，两个账号相同的特征越多，其组合被判为正例的可能性越大，这样的账号组合是马甲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采用账号组合构造向量的方法，而直接使用原始的单个账号构造向量，则需要分类
551 个马甲类别，如此多的类别对现有的多类分类算法是很大的挑战，基本都很难得到与我们的算法准确率相当

的实验结果。
4.3.2 特征有效性分析
为了测试不同特征的有效性，我们对文本分词后的词语、
字 bigram、回复关系特征及其组合进行了实验对比，
跟前面相同，每组实验均对负例样本进行 5 次随机采样取结果平均值，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使用不同特征的实验结果对比

使用特征种类
准确率
召回率
F1 值

文本分词后的词语

字 bigram

回复关系

文本分词后的词语
+回复关系

字 bigram
+回复关系

72.31%
71.97%
72.14%

75.58%
74.99%
75.28%

78.69%
78.66%
78.67%

79.12%
79.16%
79.14%

80.02%
80.04%
80.03%

85.00%
82.00%

准确率

79.00%

召回率

76.00%

F1值

73.00%
70.00%
文本分词后的词语

字bigram

回复关系

文本分词后的词语+
回复关系

字bigram +回复关系

图 1 使用不同特征的实验结果对比

把表 2 的结果转换成图 1 所示的直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本文选用的字 bigram 和回复关系两种特征较已知
的其他方法只选用一种特征或选用分词后的词语的分类效果更优，准确率、召回率、F1 值各项评价指标均超过
80%。实验结果表明，文本特征中选用字 bigram 比文本分词后的词语效果更好；融合了社交网络关系特征与文
本特征的方法比单用文本特征的效果更好，原因是有马甲的账号大部分都很活跃，而活跃的账号与其他账号有较
多的回复关系，即有丰富的关系特征，因此融合关系特征后使有马甲的账号组合更容易被识别，提升了整体的实
验效果。由此表明本文选用的字 bigram 更适合有不规范用语、网络流行新词的网络文本，提出的融合关系与文
本特征的方法更适合进行马甲关系识别。
4.3.3 不同分类方法的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方法在辨识马甲应用上的有效性，我们将基于账号组合的马甲辨识方法与经典的分类
方法如逻辑回归法、朴素贝叶斯（NB 算法）方法进行了实验对比，每组实验同样对负例样本进行 5 次随机采样
取结果平均值，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使用不同分类算法的实验结果对比

分类算法

逻辑回归法

NB 算法

SVM 算法

准确率
召回率
F1 值

77.63%
77.65%
77.64%

65.32%
65.50%
65.41%

80.02%
80.04%
80.03%

从表 3 可以看出，SVM 算法比逻辑回归和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在辨识马甲时效果更好。由于论坛短文本的
稀疏性导致 NB 算法的概率估计偏差严重，因而效果相对最差，实验结果的准确率等评价指标远远低于 SVM 算
法。逻辑回归法表现比较稳定，效果不错，但仍低于 SVM 算法。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社交网络中账号之间马甲关系的辨识方法。在特征选择方面，利用账号的发帖文本，选择适
合网络文本的特征，并结合回复关系的信息，从中挖掘出马甲账号之间的相似性。在向量构造方面，通过将账号

两两组合构建新的向量空间，克服了多数分类算法不能有效对多类别数据进行分类的缺陷。此外，在社交网络中
还有一些信息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发言时间、马甲账号的上网作息规律等，将在后续的工作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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