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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社会网络的测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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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人人网和新浪微博等社交网站逐渐成为互联网上用户数量最多、最受欢迎的网站．近
年来，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工作深入考察在线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用户行为，这对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改进现
有的网站系统和设计新的在线社会网络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从测量角度对在线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用户行
为和网络演化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常见的测量方法和典型的网络拓扑参数，着重介绍了用户行为特征、用户
行为对网络拓扑的影响以及网络的演化．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线社会网络的新特征逐渐被大家认识和理
解，包括好友少的用户的交流范围集中在小部分好友，而好友多的用户联系的好友更均匀；用户之间的交互减小了
在线社会网络的聚类系数，使网络结构更松散；边的生成受优先连接和临近偏倚的共同影响；小社团倾向于和大社
团合并，大社团倾向于分裂为两个规模相当的小社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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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用户通过各类互联网应
用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用户是节
点，用户之间的关系或交流是有向边，这是我们观察
互联网应用拓扑的一般形式．当我们的观察角度或
场景不同时，就可以形成不同的网络．比如在ｗｉｋｉ
中，当两个用户Ａ和Ｂ编辑了同一个页面时，他们
之间就存在一条边，这是因为同时编辑一个页面的
用户常常会直接进行交流［１］．又如在万维网（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Ｗｅｂ，ＷＷＷ）中，数百亿的网页就是节点，而
网页之间通过嵌入的超链接相互连接．

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交流是个人的主要行为，
人们总是会通过某种关系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社会网
络（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也称为社交网络．社会网络分
析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关于它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
到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和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
（１８５８～１９１８）．与通常把社会看成个人的集合不
同，他们把社会看成关系的集合．这就打破了以个
人心理和行为为研究重点的传统，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提升到与个人属性同等的地位．现代社会
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方法来源于１９３４年Ｍｏｒｅｎｏ等
人［２］的工作，之后人们对Ｍｏｒｅｎｏ的工作进行完善
和系统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社会网络分析理论［３４］．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为了区别一般的社会网络，我们把互联网
上的社会网络统称为社会媒体网络（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Ｎ）．例如，Ｌｅｓｋｏｖｅｃ和Ｈｏｒｖｉｔｚ［５］计算
了微软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服务的用户网络参数，他们发现，
每个用户都有一些自己经常联系的密友（ｂｕｄｄｉｅｓ），
这些密友通常会列出自己的地理位置，这就形成了
一个从真实世界到虚拟网络的社会关系的映射．
Ａｄａｍｉｃ和Ａｄａｒ［６］发现政治类博客可以清晰地分为
两类，分别代表了普通人群不同的政治观点．除了这
些由用户驱动而成的ＳＭＮ，人们还研究了超链接网
络（网页和超链接构成的网络）的结构特征（如Ｐａｒｋ
和Ｔｈｅｌｗａｌｌ［７］的工作）．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８］，万维网上ＳＭＮ的研
究趋于成熟．随着Ｗｅｂ２．０的普及而逐渐流行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新浪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站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ＳＮＳ）使ＳＭＮ的研究进入了
另一个热潮．最新统计①表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户每天要
观看约５００年时长的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Ｔｗｉｔｔｅｒ上每
分钟要分享７００个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底，我国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２．７５亿，较
上年底提升了１２．６％，占网民比例近５成②．社交网
站强调用户的直接参与，用户可以建立单向或者双
向的好友关系，通过ＳＮＳ与他人进行交流、获取消
息、发布消息、上传照片和视频等．他们不再是被动
接受信息的媒体受众，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网络活动
中来，成为信息的制作者、分享者和传播者，他们更
具有自主性和互动性．根据ＳＮＳ不同的功能和定
位，基于ＳＮＳ而形成的用户网络或是真实社会网络
的虚拟映射，或是互联网用户自发形成的在线网络．
这个网络不再像ｗｉｋｉ一样需要通过进一步抽象而
构成用户之间的连接，而是存在用户之间的直接交
互．为了区别和强调这种差异，我们把社交网站用户
构成的社会媒体网络称为在线社会网络，或在线社
交网络（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ＳＮ）．

在线社会网络的测量与分析是指通过采集、整
理ＯＳＮ的原始数据，利用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和数
据挖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挖掘和提取ＯＳＮ的结
构特征和用户行为特性．由于ＯＳＮ的快速发展，无
论从科学角度还是实用角度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分
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加以改进利用．另外，ＯＳＮ大量
的用户、丰富的数据、低成本的测量是传统社会学测
量和采样所无法比拟的，把经典的社会网络分析理
论和技术应用到ＯＳＮ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社会网
络更准确的结果．因此在线社会网络的测量与分析
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认识ＯＳＮ的结构特征、演化和
用户的社交行为，对研究开发新的基于ＯＳＮ的应
用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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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ＯＳＮ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
内容也多种多样，包括网络拓扑、用户行为、用户隐
私和安全、系统架构、社团挖掘、信息传播等．无论是
系统设计还是理论分析，对ＯＳＮ的测量与分析是
认识和研究ＯＳＮ的第一步，因此本文主要从测量
的角度讨论有关ＯＳＮ拓扑结构及其演化、用户行
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ＯＳＮ作为一类复杂网
络，对它的研究延续了传统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同
时，作为社会网络的特例，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也适用
于ＯＳＮ．已有一些从复杂网络［９１０］和社会网络［１１］的
角度论述ＯＳＮ的专著，本文则从ＯＳＮ自身出发，
更关注其与传统社会网络的差别、拓扑结构的动态
特征、用户行为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近年
来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梳理，以测量结果和分析为重
点，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涉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
考文献［１２１４］．

一个典型的ＯＳＮ测量与分析的工作流程如
下：首先利用某些测量方法采集ＯＳＮ的原始数据，
然后针对所关注的问题使用软件工具或者设计新的
算法挖掘数据（统计）特征，最后分析所得结果的意
义及其所体现的ＯＳＮ特征．

图１　ＯＳＮ测量与分析流程
基于上述流程，本文第２节简要介绍一些典型

的数据集，总结３种常用的测量方法；第３节简单介
绍常见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第４到６节阐述现有
主要的测量分析结果，包括常见的分析方法．第４节
总结典型的网络拓扑参数和ＯＳＮ在这些参数上的
表现，并介绍用户之间的交互对ＯＳＮ拓扑结构的
影响；第５节从不同角度分析ＯＳＮ上的用户行为特

征，包括ＳＮＳ应用上的用户行为和ＯＳＮ中的信息
传播；第６节考察ＯＳＮ的演化问题，分析不同拓扑
参数的动态特征，分析边的生成和社团演化的规律．
最后一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展望．

２　在线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
数据是ＯＳＮ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未获得社

交网站服务提供商支持的情况下，自主测量是开展
ＯＳＮ研究的第一步．在ＯＳＮ测量方面已经出现了
大量的论文，这些工作以测量为基础，较深入地统
计、分析了ＯＳＮ的很多特征，使我们对ＯＳＮ有一
个较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是进一步理论工作的基础．
ＯＳＮ的测量往往与研究目的相辅相成，测量工作不
可能一劳永逸，需要针对特定的研究目的应该选择
适当的测量方式．
２１　典型的社会网络数据集

很多研究者把自己测量的数据共享出来供其他
研究者使用，比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ｒｖｉｎｅ，ＵＣＩ）网络组共享了他们有关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测量数据①，Ｃｈａ等人共享了他们对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测量数据②．我们选取斯坦福大学网络分析项目
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ＮＡＰ）③收
集的较丰富的数据集做简单介绍，供读者参考．
ＳＮＡＰ收集了大约５０个大型网络的数据，这些

网络的规模（节点数和边数）从数万到几千万不等，
种类各异，包括社会网络（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ｅｂ图
（ｗｅｂｇｒａｐｈ）、公路网络（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互联网
网络（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论文引用网络（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合作网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通
信网络（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表１列出了一
些社交网站的数据集、点代表用户、边（有向或无向）
代表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

表１　犛犖犃犘收集的社交网站数据集举例
名称 类型 节点数 边数 描述

ｅｇｏ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无向 　４０３９ 　８８２３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已匿名）的社交圈
ｅｇｏＧｐｌｕｓ 有向 １０７６１４ １３６７３４５３ 　　Ｇｏｏｇｌｅ＋的社交圈
ｅｇｏＴｗｉｔｔｅｒ 有向 ８１３０６ １７６８１４９ 　　Ｔｗｉｔｔｅｒ的社交圈
ｓｏｃＥｐｉｎｉｏｎｓ１ 有向 ７５８７９ ５０８８３７ 　　Ｅｐｉｎｉｏｎｓ．ｃｏｍ的信任网络（ｗｈｏｔｒｕｓｔｓｗｈｏｍ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 有向 ４８４７５７１ ６８９９３７７３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在线社会网络
ｓｏｃＳｌａｓｈｄｏｔ０８１１ 有向 ７７３６０ ９０５４６８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始的Ｓｌａｓｈｄｏｔ社会网络
ｓｏｃＳｌａｓｈｄｏｔ０９２２ 有向 ８２１６８ ９４８４６４ 　　２００９年２月开始的Ｓｌａｓｈｄｏｔ社会网络
ｗｉｋｉＶｏｔｅ 有向 ７１１５ １０３６８９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的投票网络（ｗｈｏｖｏｔｅｓｏｎｗｈｏｍｎｅｔｗｏｒｋ）

还有其它一些网络数据集，比如含有社团的社
会网络、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会网络、论文作者的合作
网络、Ａｍａｚｏｎ购物关系网等，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再
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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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ｏｄｙｓｓｅａｓ．ｃａｌｉｔ２．ｕｃｉ．
ｅｄｕ／ｗｉｋｉ／ｄｏｋｕ．ｐｈｐ／ｐｕｂｌｉｃ：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Ｔｗｉｔｔ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ａｇｅａｔＭＰＩＳＷ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ｔｗｉｔｔｅｒ．ｍｐｉｓｗｓ．ｏｒｇ／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ＮＡＰ）［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ｓｎａｐ．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２２　常见的测量方法
虽然很多研究者共享了自己的测量数据，但我

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测量数据本身的限制，比如如
果我们关心消息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我们就需要
知道转发消息的来源，而很多已公开的数据集并不
包含此类信息．因此主动测量是ＯＳＮ研究中最常
用的数据获取方法．ＯＳＮ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
种：网络爬虫、抓取数据包、采集日志．

（１）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是一种最常用的抓取网页数据的方

法，当然也可以用来测量ＯＳＮ．通过下载和分析网
页源码，我们可以得到所需的数据．网络爬虫是典型
的图遍历过程，例如以用户为中心，以好友关系为线
索遍历好友关系网．虽然这种方法的逻辑结构简单，
但其工作量大、数据形式单一、局限性较大．通过网
络爬虫采集的数据往往是静态的，无法用来分析
ＯＳＮ的动态行为，所以这种方法常出现在早期对
ＯＳＮ拓扑结构的研究当中［１５］．当然也有研究者基
于ＳＮＳ（如人人网）自身的功能利用网络爬虫抓取
动态数据［１６］，但此类方法并不通用．由于很多ＳＮＳ
（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①、Ｔｗｉｔｔｅｒ②、人人网③、新浪微博④等）
提供了开放的ＡＰＩ以方便开发者开发应用程序，我
们也可以通过ＡＰＩ采集（调用）用户数据［１７］．这些数
据较简洁，也会包含一些动态信息，但数据获取范围
仍受ＡＰＩ本身的限制．

（２）抓取数据包
通过在网关抓取（ＨＴＴＰ）数据包、解析包（包

头），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实时信息．一些常用的包
分析工具有Ｗｉｒｅｓｈａｒｋ⑤、ＳｎｉｆｆｅｒＰｒｏ⑥、ＢｒｏＩＤＳ［１８］
等．这种网络层的测量方式非常有利于研究ＯＳＮ
用户的行为特征［１９２０］，这些信息恰恰是网络爬虫得
不到的．但是为了获得较完整的数据，测量者必须得
到ＩＳＰ或网络运营机构的支持，解析包的工作也非
常繁琐，对于认识ＯＳＮ的拓扑特征较局限．可以看
出网络爬虫和抓包是互补的测量方法，它们分别呈
现了ＯＳＮ的静态和动态特征．

（３）采集日志
采集日志是一种较便捷的测量方法，它不需要

分析网页源码、包头等复杂信息，而直接定位到一些
关键信息，有助于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所要研究的
问题和研究方法上．获得日志通常需要得到ＳＮＳ服
务商的协助，由他们直接提供原始日志［２１］．

ＯＳＮ的测量方法并不限于上述３种．为了获得
对ＯＳＮ的全面认识，很多工作［１７，１９］同时采用了多
种测量方法．鉴于很多ＳＮＳ提供了应用开发平台，

我们也可以通过开发ＳＮＳ应用来获取丰富的用户
数据［２２］．文献［１７，１９］均在被称为社交网络聚合器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⑦的服务网站同时采集
多个ＳＮＳ的用户数据，该网站相当于一个“网关”，
用户可在该网站同时登陆多个ＳＮＳ帐号，这种混合
数据便于对不同ＯＳＮ进行比较．

３　常见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除测量方法外，对ＯＳＮ拓扑结构的研究与传

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延续
了较多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网络的分析由
来已久，目前已出现了很多社会网络分析（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Ａ）软件⑧．对于一些简单的网
络拓扑参数，如聚类系数、度分布等，我们可以直接
利用适当的ＳＮＡ软件对ＯＳＮ进行分析．

以邻接表或邻接矩阵的方式输入原始网络，
ＳＮＡ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多种网络拓扑参数，也可以
直观地展示网络结构．一些ＳＮＡ软件可以做预测
分析，包括基于连接等网络现象预测个人层面的输
出（称为同伴影响或传染建模），基于个人层面的现
象预测连接或三元组的形成等网络输出（称为同质
性模型），基于网络现象预测其它网络现象，比如根
据０时刻某一个三元组的形成预测１时刻某个连接
的形成．
ＳＮＡ软件通常包括基于图形用户接口（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ＧＵＩｓ）的包或为编程语言设计的
ＡＰＩ．常见的ＧＵＩ包有ＮｅｔＭｉｎｅｒ、ＵＣＩＮｅｔ、Ｐａｊｅｋ、
ＧＵＥＳＳ、ＯＲＡ和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定位商业用户的ＧＵＩ
包有Ｏｒｇｎｅｔ、Ｋｅｙｈｕｂｓ和ＫＸＥＮ．其它ＳＮＡ平台，
比如ＩｄｉｒｏＳＮＡＰｌｕｓ，定位于电信和在线游戏等有
大规模数据分析需求的企业．

常见的ＳＮＡ脚本工具有ＮｅｔＭｉｎｅｒ（Ｐｙｔｈｏｎ）、
ｓｔａｔｎｅｔ组件包（Ｒ）、ｉｇｒａｐｈ（Ｒ与Ｐｙｔｈ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Ｘ
库（Ｐｙｔｈｏｎ）以及Ｃ＋＋中大规模网络分析的ＳＮ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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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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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ｓ／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ａｐ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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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虽然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工具包上手有一定
难度，但相比于私人软件，其更新速度更快，功能也
更完备，并且有详细的说明文档供使用者阅读学习，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开源的．特别地，微软开发的
ＮｏｄｅＸＬ［２３］是一款基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的社
会网络分析工具，容易上手，功能较强大，具体见表２．

表２　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举例
名称 主要功能 输入格式 输出格式 平台 许可证和付费 注释

ＣＦｉｎｄｅｒ 探测并可视化社
会网络中的社团．ｔｘｔ

．ｔｘｔ，．ｐｆｄ，．ｐｓ，．ｓｖｇ，
．ｓｖｇ，．ｅｍｆ，．ｇｉｆ，．ｒａｗ，
．ｐｐｍ，．ｂｍｐ，．ｊｐｇ，
．ｐｎｇ，．ｗｂｍｐ

Ｌｉｎｕｘ，
ＭａｃＯＳ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非商用、免费

基于派系过滤方法发现并
可视化网络中的社团，允
许可定制的可视化和在社
团之间切换，包含命令行
版本．

Ｇｒａｐｈｔｏｏｌ图分析和可视化
的Ｐｙｔｈｏｎ组件

ＧｒａｐｈＶｉｚ（．ｄｏｔ），
ＧｒａｐｈＭＬ

ＧｒａｐｈＶｉｚ（．ｄｏｔ），．ｂｍｐ，
ＧｒａｐｈＭＬ，．ｃｍａｐ，．ｅｐｓ，
．ｆｉｇ，．ｇｄ，．ｇｉｆ，．ｇｔｋ，
．ｉｃｏ，．ｉｍａｐ，．ｃｍａｐｘ，
．ｊｐｅｇ，．ｐｄｆ，．ｐｌａｉｎ，
．ｐｎｇ，．ｐｓ，．ｐｓ２

ＧＮＵ／
Ｌｉｎｕｘ，
Ｍａｃ

免费（ＧＰＬ３）

高效率的图分析Ｐｙｔｈｏｎ
组件．其核心数据结构和
算法用Ｃ＋＋实现，着重使
用了基于ＢｏｏｓｔＧｒａｐ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模板元编程．

ｉｇｒａｐｈ 大规模网络的
分析和可视化

．ｔｘｔ（ｅｄｇｅｌｉｓｔ），
．ｌｇｌ，．ｇｍｌ，．ｎｃｏｌ，
．ｇｒａｐｈｍｌ，．ｎｅｔ

．ｔｘｔ（ｅｄｇｅｌｉｓｔ），．ｌｇｌ，
．ｎｅｔ，．ｄｏｔ，．ｇｍｌ，．ｎｃｏｌ，
．ｇｒａｐｈｍｌ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
ＭａｃＯＳＸ

开源（ＧＮＵ
ＧＰＬ）

大规模网络分析的Ｃ库．
包括经典图算法的快速实
现和一些网络分析技术，
如社团结构搜索、粘性阻
塞、结构洞和模体计数估
计．拥有适用于Ｒ、Ｐｙｔｈｏｎ
和Ｒｕｂｙ的高层接口．

Ｊｅｒａｒｃａ
社会网络分析，
社团结构，网络
分层聚类

．ｔｘｔ（Ｌｉｓｔｏｆｌｉｎｋｓ）
Ｔｅｘｔ，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ＭＥＧＡ，
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ｔｒｅｅｉｎＮｅｗｉｃｋ
ｆｏｒｍａｔ

Ｌｉｎｕ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开源（ＧＮＵ
ＧＰＬｖ３）

分层聚类算法套件．可以
根据循环分层聚类有效地
把无向无权图转换为层次
树，还可以探测社团结构．

ＮｏｄｅＸＬ 社会网络分析
和可视化

ｅｍａｉｌ，．ｃｓｖ（ｔｅｘｔ），
．ｔｘｔ，．ｘｌｓ（Ｅｘｃｅｌ），
．ｘｌｓｘ（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
．ｎｅｔ（Ｐａｊｅｋ），
．ｄｌ（ＵＣＩＮｅｔ），
ＧｒａｐｈＭＬ

．ｃｓｖ（ｔｅｘｔ），．ｔｘｔ，
．ｘｌｓ（Ｅｘｃｅｌ），
．ｘｌｓｘ（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
ＧｒａｐｈＭＬ，．ｄｌ（ＵＣＩＮｅ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Ｖｉｓｔａ／７免费（ＭｓＰＬ）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插件和
Ｃ＃／．Ｎｅｔ库．与Ｅｘｃｅｌ整合，
以图表形式输入有向图，
可以计算各种网络拓扑参
数，支持从ｅｍａｉｌ、Ｔｗｉｔｔｅｒ、
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ＷＷ
和Ｆｌｉｃｋｒ提取社会网络，支
持多种网络可视化布局．

ＵＣＩＮＥＴ社会网络分析
工具

Ｅｘｃｅｌ，ＤＬ，ｔｅｘｔ，
Ｐａｊｅｋ．ｎｅｔ，Ｎｅｇｏｐｙ，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ｄ＆
＃＃．ｈ），Ｋｒａｃｋｐｌｏｔ

Ｅｘｃｅｌ，ＤＬ，Ｋｒａｃｋｐｌｏｔ，
ｔｅｘｔ，Ｐａｊｅｋ．ｎｅｔ，
Ｍａｇｅ，Ｍｅｔｉｓ，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ｄ＆＃＃．ｈ）

Ｗｉｎｄｏｗｓ 共享软件

可处理３２７６７个节点，包
括中心度、子群识别、角色
分析和基本图理论等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拥有很强
的矩阵分析能力，如矩阵
代数和多变量统计．

可视化对于理解和分析网络性质特别重要．
可视化有助于直观地认识网络特征，因此很多网络
分析工具都带有网络可视化功能，包括网络布局、
节点颜色和大小等．ＮｅｔＭｉｎｅｒ、ｉｇｒａｐｈ、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Ｘ和ＮｏｄｅＸＬ都能生成高质量的网络图．

表２列举了一些常见的ＳＮＡ软件．

４　在线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
对在线社会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应

用背景：由于ＯＳＮ的连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用
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基于ＯＳＮ的拓扑信息可
以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和保护用户隐私，例如可靠电
子邮件系统（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ｍａｉｌ，ＲＥ）①通过测量邮件
发送方和接收方的社会网络距离来协助垃圾邮件检

测；网络连边也意味着用户之间具有相似的兴趣，例
如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ｏｐ②和Ｐｅ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③等即利用用户
社会网络成员的点击对其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排名和
预测．人们对网络的拓扑参数已达成共识，各种拓扑
参数从不同方面体现网络的结构特征．这一节我们
首先介绍一些常见的拓扑参数，然后总结ＯＳＮ在
这些参数上的表现，最后考察用户的交互行为对
ＯＳＮ拓扑结构的影响．
４．１　静态拓扑结构

表３总结了几种常见的网络拓扑参数．下面我
们举例介绍ＯＳＮ的拓扑特征．

９６１１期 徐恪等：在线社会网络的测量与分析

①

②
③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ｍａｉｌ［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ｉｎｔ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ｍａｉｌ．ｈｔｍｌ／
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ｏ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ｃｏｏｐ／
Ｐｅ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ｅ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ｐｉｓｗｓ．ｏｒｇ／



表３　常见的社会网络拓扑参数
名称 公式 注释 描述

直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犇＝ｍａｘ
犻，犼
犱犻犼 犱犻犼为连接节点犻和犼之间的

最短路径上的边数 两个节点之间距离的最大值

平均路径长度（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ｔｈｌｅｎｇｔｈ）

犔＝ １
１
２犖（犖＋１）

∑犻犼犱犻犼 犖为网络节点数 包含了节点到自身的距离（为零）

节点犻的聚类系数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犆犻＝２犈犻

犽犻（犽犻－１）
犽犻为节点犻的邻居节点的个
数，犈犻为这些邻居节点之间
的实际边数；０犆犻１

刻画节点犻的邻居的连接程度

聚类系数（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犆＝１犖∑

犖

犻＝１
犆犻 犖为网络节点数；０犆１

所有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刻画
网络的聚类特性；犆＝０当且仅当
所有节点都为孤立节点，犆＝１当
且仅当网络是全互连的

度分布（ｄｅｇ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犘犽＝∑

∞

犽′＝犽
犘（犽′）

累积度分布函数（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犘（犽′）表示一个随机选定的
节点度恰好为犽′的概率

表示度不小于犽的节点的概率分
布；如果犘（犽）∝犽－γ，则符合幂指
数为γ－１的幂律：
犘犽∝∑

∞

犽′＝犽
犽′－γ∝犽－（γ－１）

同配系数（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狉＝
犕－１∑犻犼犻犽犻－犕－１∑犻

１
２（犼犻＋犽犻［ ］）２

犕－１∑犻
１
２（犼

２
犻＋犽２犻）－犕－１∑犻

１
２（犼犻＋犽犻［ ］）２

犼犻和犽犻分别为第犻条边的两
个端点的度，犕为网络边数；
－１狉１

描述网络中的节点和与其度相同
的节点连接的倾向性；若狉＞０，网
络是同配的（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表示节
点倾向于和与其度相同的节点连
接；若狉＜０，网络是异配的（ｄｉｓａｓ
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表示节点倾向于和与
其度相异的节点连接

平均邻居连接数（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犽狀狀（犽）＝∑

犽ｍａｘ

犽′＝１
犽′犘（犽′｜犽） 犘（犽′｜犽）表示度为犽的节点

连接到度为犽′的节点的概率给定度节点的邻居节点的平均度

犽核（犽ｃｏｒｅ） — 反复去掉度小于或等于犽的
节点后，所剩余的子图 —

核数（ｃｏｒｅｎｅｓｓ） —
若一个节点存在于犽核，而
在（犽－１）核中被移去，那么
此节点的核数为犽

核数表明节点在核中的深度，即便
一个节点的度很高，它的核数也可
以很小，比如犖个节点的星形网络

（１）平均路径长度
一个网络称为具有小世界性质（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１０］，如果对于固定的节点平均度〈犽〉，
平均路径长度犔的增加速度至多与网络规模犖的
对数成正比，即犔∝ｌｎ犖．相比于Ｗｅｂ，ＯＳＮ的平
均路径长度和直径都很短［１５］；相比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Ｍｉｌｇｒａｍ［２４］提出的六度分离（ｓｉｘ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假设，ＯＳＮ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但这并
不代表ＯＳＮ的平均路径长度最短，事实上很多
现实网络（如蛋白质网络、铁路网、淡水食物网等）
的平均路径长度要比ＯＳＮ短得多，具体可参考文
献［２５］．

（２）聚类系数
在好友关系网中，一个人的两个好友很可能彼

此也是好友，这就是网络的聚类特征．好友关系网是
无权网络，对于带权网络也有一个相应的聚类系数
的计算公式，具体见文献［２６］．把ＯＳＮ的聚类系数
与用不同算法（ＥｒｄｓＲéｎｙｉ随机图［２７］和幂律随机

图［２８］）生成的网络聚类系数进行对比，发现ＯＳＮ的
聚类系数要远大于理论模型的聚类系数［１５］．这说明
在ＯＳＮ中，人们更喜欢通过共同好友相互认识．另
外小出度的节点其聚类系数更高，如图２所示，说明
拥有较少好友的用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图２　不同出度节点的聚类系数［１５］

一个网络称为小世界网络（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ｎｅｔ
ｗｏｒｋ）［１０］，如果它有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较高的
聚类系数．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ＯＳＮ是典型的小
世界网络．１９９８年，Ｗａｔｔｓ和Ｓｔｒｏｇｔｚ［２９］提出了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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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模型来刻画网络的这一结构特征，我们利用
ＷＳ模型可以生成小世界网络．

（３）对称性与度分布
ＯＳＮ的拓扑结构具有对称性（ｓｙｍｍｅｔｒｙ）．所

谓对称性，是指一个有向图中，边的方向是双向的．
比如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中，有７９．１％的好友关系是双向
的［１５］，这说明用户之间倾向于相互关注．这种对称
性与线下社会网络中的情形类似［３０］．

完全随机网络的度分布近似为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其形状在远离峰值〈犽〉处呈指数下降，这类网络也称
为均匀网络（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ＳＮ的一个
重要的结构特征是度分布呈幂律形式，也称为无标
度（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分布，即犘（犽）∝犽－γ．这类网络称为
非均匀网络（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但ＯＳＮ节
点度的幂律分布与其它网络不同．由Ｂａｒａｂｓｉ和
Ａｌｂｅｒｔ［２８］提出的ＢＡ无标度网络模型可以很好地刻
画网络的无标度特征，ＢＡ网络的度分布函数可由
幂指数为３的幂律函数近似描述，Ｗｅｂ的幂指数约
为２．５［３１］，而ＯＳＮ的约为１．５［１５］，说明ＯＳＮ在度分
布方面更加不均匀．

（４）同配性
大多数情况下，ＯＳＮ的同配系数狉都大于０，比

如人人网的同配系数为０．１５［１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为０．１７［３２］，
Ｆｌｉｃｋｒ①为０．２０２［１５］，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②为０．１７９［１５］，这
一特征把ＯＳＮ从其它幂律网络中区别开来．Ｗｅｂ
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同配系数都小于０，分别为－０．０６７和
－０．１８９［３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ＯＳＮ都是同配的，
我们会在下一节解释这一点．无标度性质和同配性
说明ＯＳＮ中有一些紧密连接的度较大的核心，它
们把整个网络连接起来，度较小的节点分布在网络
的边缘．

与同配系数相似的另一个参数是平均邻居连接
数犽狀狀．图３显示出当节点度大于１００时，人人网用
户的犽狀狀与节点度之间呈正相关性，即度较大的节点
倾向于与度较大的节点连接，这与ＯＳＮ的同配性
一致．

图３　人人网的犽狀狀分布［１６］

（５）犽核与核数
同配性使ＯＳＮ形成了一个“核心”：核心在网

络连接中起重要作用，移去核心，网络会变得支离破
碎；核心的直径很小．描述核心要用到犽核，具体定
义见表３．Ｍｉｓｌｏｖｅ等人［１５］用在Ｗｅｂ使用过的图分
析方法［３１］挖掘ＯＳＮ中的核心，结果见图４，其中
ＳＣＣ指网络中的最大连通子图．从图４看出，当移
去１０％度较大的节点时，网络会分裂成上百万个非
常小的ＳＣＣ．所以整个网络是由这１０％的核心节点
连接而成．此结论的另一个证据是随着移去度较大
的节点，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逐渐增加．

图４　移去度较大的节点后网络的分离情况［１５］

４．２　用户之间的动态交互对拓扑结构的影响
我们在４．１节之所以使用“静态拓扑”这个词是

因为有一个问题：用户之间建立好友关系之后，是否
经常联系呢？之前我们只关注ＯＳＮ中好友关系的
声明，而忽略了真实情况下用户之间的交互；很有可
能Ａ与Ｂ建立好友关系之后少有联系，但Ｃ和Ｄ
虽然不是好友却经常交流．因此有必要研究用户的
交互行为对网络拓扑结构的影响．

研究者针对由不同的用户交互行为而构成的网
络提出了多种描述形式，比如活动网络（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３４］、活动图（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２２］、隐式交互
图（ｌａ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１６］等．为了统一概念，
也为了区别之前的好友关系网，我们把所有基于用
户交互行为而非好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网络统称为活
动网络，其拓扑结构称为活动拓扑结构．

按如下方式定义活动网络：每个用户为一个节
点，节点犻到节点犼的一条有向边犻→犼表示犻对犼
有一个行为（比如犻向犼留言）；有向边犻→犼的权值
ω表示犻对犼的行为的强度．这样定义的活动网络并
不是好友关系网的子集，因为非好友的用户之间仍
可以交互．因此活动网络是一个比好友关系网更真
实的网络，对研究信息在ＯＳＮ中的传播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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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活动拓扑与静态拓扑的比较
Ｃｈｕｎ等人［３４］以用户之间的留言为实例研究活

动网络，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活动网络是一个有
向、加权的网络，但其与好友关系网的结构特征相
似，比如活动网络中节点的入度和出度分布都呈幂
律形式，且二者分布非常相似，这与Ｍｉｓｌｏｖｅ等
人［１５］的结论相同．

当仅考虑对称边时，活动网络比好友关系网更
具同配性．以犽狀狀衡量同配性，文献［２６］提供了带权
网络犽狀狀的计算公式，以Ｃｙｗｏｒｌｄ①为例，研究发
现［３４］：当节点度犽５００时，犽狀狀呈发散趋势，且好友
关系网更发散；当犽＜３０时，网络呈异配性；当３０
犽５００时，网络呈同配性．这说明网络中度较小的
节点与度较大节点之间是非对称的，大量节点都去
关注“名人”节点，产生所谓的“名人效应”（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②．特别地，诸如微博③等以弱关系为主社会
网络，其名人效应更明显［３５］．

分别考察活动网络和好友关系网的犽核，可以
明显地看出二者的差别．如图５所示，活动网络和好
友关系网的犽狀狀曲线在犽＜３４时变化趋势相同，之后
活动网络的犽核节点数下降得比好友关系网快．这
一点与Ｌｅｓｋｏｖｅｃ等人［５］的结论相同，说明好友关系
网中含有不活跃（不联系）的边，而这些边把网络核
心连接起来．

图５　犽核分析［３４］

如果说好友之间的相互留言是一种显式的交
互，那么浏览页面则是隐式的交互方式．Ｊｉａｎｇ等
人［１６］通过考察人人网用户的访问记录详细考察了
这一问题．如果定义用户访问他人主页的次数为该
用户的消费，则１％最流行的用户与１％消费最多的
用户有９％的重叠，说明在人人网中有一部分非常
流行且活跃的用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陌生用户
与好友访问个人主页的情况（累积分布）类似，这说
明了隐式交互的重要性，因此仅考察好友关系网是

不够的，陌生用户在ＯＳＮ的构成中也非常重要．
以用户为节点，用户之间的浏览关系为有向边

同样可以构造活动网络（隐式交互图）．下面总结这
个活动网络与好友关系网的异同．

（１）度分布
隐式交互图的边数（２４０４０８）大于显式交互图

（２７３４７）（以用户之间的评论为有向边），隐式和显
式交互图的边数都明显小于好友关系网（７５３２９７）．
这说明人人网中有大量的不活跃用户，他们不浏览
其他人的页面，也不与他人交互．尽管有这些不同，
隐式交互图的度分布仍然呈幂律分布（入向γ＝
３．５，出向γ＝３．３９）．

（２）聚类系数
同样因为人人网中有很多静默边存在，隐式

（０．０３）和显式（０．０５）交互图的聚类系数都小于好友
关系网（０．１８），移去这些边导致邻居节点之间的连
接松弛．因为很多陌生用户的访问使隐式交互图更
加松散，其聚类系数最小．

（３）同配性
由于很多用户访问流行用户，所以隐式交互图

是异配的（狉＝－０．０６），而好友关系网（狉＝０．２３）和
显式交互图（狉＝０．０５）都具有同配性，这反驳了先前
关于活动网络比好友关系网更具同配性的说法［３２］．

（４）平均路径长度
隐式交互图的平均路径长度（４．０２）介于显式交

互图（５．４３）和好友关系网（３．６４）之间．由于平均节
点度和度较大的节点数的减小，整个网络的连接性
能变差，这导致隐式和显式交互图的平均路径长度
增加．
４．２．２　活动拓扑特征

ＯＳＮ用户之间的交互可以归结为相互作用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相互作用是社会合作发展
的主要机制［３６３８］，刻画了关系的强度［３０］．虽然性别、
宗教、年龄或者文化差别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亲密
感［３９］，但相互作用遍及原始生活［４０］和社会系统［４１］

的每一个关系．基于相互作用，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
网络的活动拓扑特征．

（１）相互性（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为了考察用户之间的相互性④，可以把一对用户

２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①
②

③

④

Ｃｙｗｏｒｌｄ［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ｅ．ｃｏｍ／ｃｙ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ｍａｃｒｏｉｍｐａｃｔ［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０９９５００．
ｈｔｍ／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ｗｉｋｉ／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这里需要与４．１节的对称性区分开，对称性强调好友关系，
是静态的，相互性强调用户之间的交互，是动态的．



之间的交互次数画成点状图．图６（ａ）描述了Ｃｙｗｏｒｌｄ
用户之间发消息与接收消息的情况，取中值和对数
之后得图６（ｂ）．从图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对称性，图６
（ｂ）可以很好地用狓＝狔拟合．Ｈｅｍｅｌｒｉｊｋ［４２］把相互
性分为３类：相对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绝对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和
定性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因此活动网络中的相互性接近
于绝对的相互性，Ｈｅｍｅｌｒｉｊｋ推测绝对的相互性源
于个体之间无差别的交互能力，在Ｃｙｗｏｒｌｄ中体现
为用户可以无障碍地浏览他人页面．

图６　用户之间发消息与接收消息［３４］

我们可以用互易系数（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３４］
量化相互性．如果用户犻访问了用户犼，则狏犻犼＝１，否
则狏犼犻＝０．我们定义互易系数ρ为

ρ＝
∑犻≠犼（狏犻犼－狏－）（狏犼犻－狏－）
∑犻≠犼（狏犻犼－狏－）２

（１）

其中，狏－＝
∑犻≠犼狏犻犼

犖（犖－１），犖为节点数．显然，－１ρ１，

ρ值越大表示相互性越强．隐式浏览意义下人人网
的互易系数为０．２３［１６］，显式评论意义下为０．４９［１６］，
而Ｃｙｗｏｒｌｄ活动网络的互易系数为０．７８［３４］，ＷＷＷ
为０．５１６５［４３］，电子邮件网络为０．２３１［４３］，Ｓｌａｓｈｄｏｔ①
为０．２８［４４］，Ｔｗｉｔｔｅｒ为０．５８［４５］，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②为０．３２［４６］．

（２）差异性（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衡量用户之间的交互强度，

但没有考察一个用户的交互对象在其好友上的分
布．直观上讲，一个用户的好友数越少，他对待好友
越平等；反之受其精力所限，他无法均匀地与所有好
友交互．一个出度为犽、入度为犽犻狀的节点犻的差异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犢（犽，犻）度量了用户犻的活动在其好友上
的分布［４７４８］，定义为

犢（犽，犻）＝∑
犽

犼＝１

狑犻犼

∑
犽犻狀

犾＝１
狑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犾犻

２

（２）

其中，犢（犽）为所有出度为犽的节点的犢（犽，犻）的平
均值．如果一个节点的出向边的权值与其入向边的

权值是可比的，则犽犢（犽）～１；如果一个节点大部分
的交互都位于一条出向边或入向边上，则犽犢（犽）～犽．
图７显示了Ｃｙｗｏｒｌｄ活动网络犽犢（犽）与犽的关系：
当犽５００时，犽犢（犽）～犽；当犽＞５００时，犽犢（犽）开始
发散；特别地，当犽达到１０００时，犽犢（犽）降为１，这
说明犽犢（犽）～１．图７说明，一个好友数量少的用户
倾向于与少部分好友交互，而好友数量多（大于
１０００）的用户联系的好友更多而且更均匀．这一点与
我们的直观相悖：好友多的用户似乎并没有受精力
所限而有差别地对待好友．

图７　差异性［３４］

（３）网络模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ｔｉｆｓ）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相互作用使网络

拓扑呈对称性，但交互行为在好友中却不是平均分
布的．用户之间具体的交互模式如何呢？网络模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ｔｉｆｓ）是指３个人之间１３种可能的交互
模式，或称为三元组重要性剖面（Ｔｉ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ＳＰ），Ｍｉｌｏ等人［４９］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模
体的网络分类方法．基本思想是，计算网络中１３种
网络模体的比例，并与其对应的随机化网络相比较，
根据比较结果对网络进行分类．模体犻的犣分数
（犣ｓｃｏｒｅ）表示它在网络中所占的比例，定义为

犣犻＝犖ｒｅａｌ，犻－犿（犖ｒａｎｄｏｍ，犻）σｒａｎｄｏｍ，犻 （３）
其中，犖ｒｅａｌ，犻表示实际网络中模体犻的数量，犿（犖ｒａｎｄｏｍ，犻）
和σｒａｎｄｏｍ，犻分别表示对应随机化网络中模体犻的平均
值和标准差．标准化犣分数［５０］为

犣犻 ∑犣２（ 犻）０．５ （４）
Ｃｈｕｎ等人［３４］使用模体探测工具ＦＡＮＭＯＤ［５１］

对Ｃｙｗｏｒｌｄ好友关系网进行模体分析．图８显示了
模体分析的结果：传递模体（模体９、１０、１２、１３）所占
的比例很大，而非传递模体（模体４、５、６）很少出现
在Ｃｙｗｏｒｌｄ中．这些结果与其它社会网络的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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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４９５０］．模体１和２的正规化犣分数与我们对社会
网络的期望不同：模体１是广播型（非传递），对应垃
圾信息传播者（ｓｐａｍｍｅｒ），一个用户给两个互不相
识的人发消息而没有得到回复；模体２是汇聚型（非
传递），对应权威或名人，两个互不相识的用户给同
一个用户发消息而没有得到回复．

我们可以根据ＴＳＰ对网络进行分类，具有相似
ＴＳＰ的网络组成一个网络超家族（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Ｍｉｌｏ等人［５０］把１９个不同类型的网络划分成了４个
超家族．这些研究表明，相同类型的网络不仅具有相
同的网络模体，而且各个模体在网络中也具有相似
的相对重要性；另外，一个网络超家族中可能包含规
模差异很大、功能极其不同的网络．

图８　５个不同时间活动网络的正规化犣分数［３４］

４３　小　结
本节主要总结ＯＳＮ的拓扑结构特征和用户行

为对网络拓扑的影响：
（１）ＯＳＮ是小世界网络，具有较短的平均路径

长度和较大的聚类系数．
（２）ＯＳＮ是无标度网络，度分布呈幂律形式．
（３）大部分ＯＳＮ是同配网络，度较大的节点倾

向于与度较大的节点相连．ＯＳＮ中有一些紧密连接
的度较大的节点，它们把整个网络连接起来，度较小
的节点分布在网络边缘．

（４）ＯＳＮ用户的好友关系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活
跃的交互，好友关系网中存在大量的静默边和非活
跃用户．用户的不可见行为（如浏览页面）减小了网
络聚类系数，使网络结构变得松散，也增加了平均路
径长度，使网络的连接性能变差．

（５）ＯＳＮ用户的交互行为具有相互性．好友少
的用户其交流对象集中在少部分好友，而好友多的
用户联系的好友更多更均匀．

（６）ＯＳＮ中的传递模体占很大比例，广播型和
汇聚型模体也占较大比例．

５　在线社会网络的用户行为分析
有了对ＯＳＮ拓扑结构的认识，人们还希望进

一步考察用户的行为，即用户在ＳＮＳ上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规律？对用户行为特征的研究可以帮助改
善网络营销机制，改善广告投放模式，添加更为准确
和友好的个性化因素，特别是对面向用户的推荐系
统的设计有重要意义．由于用户行为的复杂性，这方
面的研究往往针对某一问题展开．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总结ＯＳＮ的基本用户行为
和研究方法，然后分别从社交网站应用和信息传播
两个角度深入认识用户的行为特征．
５１　在线社会网络的基本用户行为

ＯＳＮ的活动拓扑是对用户行为的反映，用户行
为改变了ＯＳＮ的拓扑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特
征．图９显示了Ｃｙｗｏｒｌｄ用户好友数与用户发消息
的数量中值之间的关系［３４］：当好友数小于２００，二者
呈正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２３５；当好友数大
于２００时图像开始发散，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
０．００９１３．这说明，２００个好友是ＯＳＮ用户的交互上
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对于人类社交能力的上
限，Ｄｕｎｂａｒ给出的解释是１５０，即基于人类大脑新
皮质的进化，一个人可维持的人际关系数是１５０［５２］．
Ｂｉａｌｉｋ［５３］指出，技术依赖型社会网络对社会性修饰
提出挑战．图９告诉我们ＯＳＮ用户最多可以维持
２００人的社交关系，大于Ｄｕｎｂａｒ的结论．

图９　Ｃｙｗｏｒｌｄ用户交互能力上限［３４］

５．１．１　会　话
一个典型的社交网站包括个人主页、日志、相

册、应用等，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用户针对网站不同功
能的使用情况和行为特征．一般情况下，为了考察细
致的用户行为，我们需要通过抓取和解析ＨＴＴＰ请
求和应答包以获得点击流（ｃｌｉｃｋｓｔｒｅａｍ）信息．这方
面的代表工作是文献［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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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点击流数据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定义会话
（ｓｅｓｓｉｏｎ）．可以根据两点来定义一个会话：（１）用户
关闭了浏览器或者注销登录；（２）用户在２０ｍｉｎ内
没有任何页面活动．用户会话持续时间的累积分布
函数（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ＤＦ）均呈
重尾分布（ｈｅａｖｙ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对于在线用户数量的时间特性，Ｂｅｎｅｖｅｎｕｔｏ等
人［１９］发现：在线用户数量呈白昼模式（ｄｉｕｒ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下午３点左右达到峰值；每个时间段，至
少有５０个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站，峰值为７００；周末
的用户使用量小于工作日．白昼模式也发现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５４］、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２２，５５］和其他用户生成
内容（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ＧＣ）网站中［５６５７］．
５．１．２　会话的统计特征

为了从系统的角度进一步认识用户到达和离开
的动态特征，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考察用户会话和
ＨＴＴＰ请求的统计特征．首先定义一个时间序列
狋（犻），犻＝１，２，３，…，狋（犻）表示第犻个会话到达的时间，
犪（犻）定义为第犻个和第犻＋１个会话的间隔时间，即
犪（犻）＝狋（犻＋１）－狋（犻）．以Ｏｒｋｕｔ①为例［１９］，图１０（ａ）
显示了犪（犻）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ＣＤＦ），它逼近
于如下函数：

犳（狓）＝１
σ狓２槡πｅ

－（ｌｏｇ（狓）－μ）２／２σ２ （５）

其中，μ＝２．２４５，σ＝１．１３３．
定义犾（犻）为一个会话期间ＨＴＴＰ请求的数量，

图１０（ｂ）显示了犾（犻）的频率边缘分布．这也是一种
重尾分布，即大多数的会话有很少的ＨＴＴＰ请求，
而较少的会话有大量的ＨＴＴＰ请求．这种分布逼
近于幂律分布β狓－α，其中α＝１．７６５，β＝４．８８８．幂
律分布说明了ＯＳＮ用户的会话时间具有很大的差
异性，这与Ｈｕｂｅｒｍａｎ等人在Ｗｅｂ上的发现
类似［５８］．

图１０（ｃ）显示了一个会话内请求的间隔时间的
统计特征，它同样符合式（５）的函数形式，其中μ＝
１．７８９，σ＝２．３６６．Ｂｅｎｅｖｅｎｕｔｏ等人发现，会话持续
时间的长短与会话的时间无相关性［１９］，这说明会话
的持续时间并不遵守白昼模式，它只是ＯＳＮ用户
行为的一个基本性质．这种函数拟合的工作可以用
来模拟用户的会话过程．如果细分会话的种类，不同
种类的会话其统计特征也保持一致［２０］．

图１０　Ｏｒｋｕｔ会话特征及其最佳匹配函数［１９］

５．１．３　点击流模型
可以通过建立点击流模型（ｃｌｉｃｋｓｔｒｅａｍｍｏｄｅｌ）［１９］

来严格刻画ＳＮＳ中用户的典型行为．建立点击流模
型主要分为两步．一是从用户的点击流中区分出典
型行为．Ｂｅｎｅｖｅｎｕｔｏ等人［１９］首先从ＨＴＴＰ请求中
区分出４１种用户活动，并把这些活动分为以下几
类：搜索、剪贴簿、消息、奖状、视频、照片、用户资料
和好友、社团和其他．

建立点击流模型的第二步是建立一个一阶
Ｍａｒｋｏｖ链，状态代表不同类别的行为，转移概率为
用户下一步要做某件事情的概率，具体见图１１．
图１１可以给出很多信息，比如一个用户刚登录
Ｏｒｋｕｔ帐号，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很可能（６４％的可

能性）是浏览别人的个人资料和好友列表．依靠这个
模型可以合理地模拟Ｏｒｋｕｔ的用户行为．
５．１．４　用户行为与网络距离

从４．２节我们已经知道，用户行为会影响网络
的拓扑结构．同样地，网络结构也会影响用户行为．
图１２显示了Ｏｒｋｕｔ中不同的用户行为与用户距离
之间的关系，比如发生在两跳之外的用户身上的行
为数量很少，说明用户一般只与自己的好友交互，而
用户与非好友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写消息．这一点可
以与Ｊｉａｎｇ等人［１６］的结论作对比：人人网中，个人页
面的访问者中大多数也是２跳之内的用户，但好友
数小于１００的用户其主要访客是陌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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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Ｏｒｋｕｔ用户行为的点击流模型［１９］

图１２　行为类型与网络距离［１９］

通过统计一个用户浏览某一页面之前的所在位
置，可以考察是何种行为导致用户浏览此页面［１９］：
浏览自己的主页最有可能导致用户浏览其直接或间
接好友的页面，这与Ｏｒｋｕｔ个人主页上包含直接或
间接好友的信息有关；大量的访问行为与浏览直接
好友的页面有关，这说明用户通常从他的直接好友
那里获取信息［５９６１］．
５．１．５　隐性行为的比重

同Ｊｉａｎｇ等人［１６］的工作一样，点击流的重要优
势在于它可以捕捉网页上不可见的行为，比如
浏览行为．那么这些不可见行为占多大比重呢？
Ｂｅｎｅｖｅｎｕｔｏ等人［１９］通过区分可见和不可见行为，统
计了Ｏｒｋｕｔ用户在１２天内与他人交流的人数（包括
浏览页面），他们发现：（１）１２天内用户平均只联系
了３．２个用户，如果只考虑可见行为仅为０．２．
Ｗｉｌｓｏｎ等人［３２］发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中６０％的用户一年
内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联系，考虑到这里只考察了
１２天的数据，得到如此小的数值是合理的．（２）所有
行为与可见行为的统计结果差别很大，说明用户的
主要行为是浏览页面，占所有用户行为的９２％．
５２　社交网站应用上的用户行为

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社交网站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拓展了用户体验，增强了用户之间的交流，也
增加了用户黏性．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人人网等ＳＮＳ都有开

放的应用开发平台，大量第三方的应用增加了网站
流量．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网站流量在其开放开发平台后的
一周内就增加了３０％［２２］，Ｔｗｉｔｔｅｒ的流量在其开放
ＡＰＩ之后增加了２０倍［６２］．这些数据足以说明ＳＮＳ
应用的流行程度．ＳＮＳ应用也增强了非好友之间的
交互［２２］，因此研究应用相关的用户行为很有意义．
根据我们的调研，基于应用的用户行为的研究主要
来自于Ｎａｚｉｒ等人［２２，５５，６３］的工作．
５．２．１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的统计特征

定义日活跃使用量（Ｄａｉ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Ｕｓａｇｅ，ＤＡＵ）
为一天内至少一次访问某一应用的用户数．Ｎａｚｉｒ
等人［２２］发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的使用情况满足Ｐａｒｅｔｏ
原则或８０～２０规则：２０％的应用占有了约６９％的
日访问数．

图１３显示出ＤＡＵ更细致的统计特征：如果以
ＤＡＵ衡量某一应用的流行度，我们发现，应用流行度
开始呈幂律分布，以指数分布截尾（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ｔａｉｌ），
Ｃｈａ等人［６４］指出ＹｏｕＴｕｂｅ和Ｄａｕｍ①等网站的
ＵＧＣ视频流行度呈相似的分布．

图１３　ＤＡＵ分布［２２］

幂律流行度在线上以及现实的社会网络中经常
可以见到［２５，６５］．这里我们对幂律分布做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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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优先连接过程（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产生幂律分布．以ＳＮＳ应用流
行度的幂律分布为例，优先连接预示着一个新用户
使用某一应用的概率与这个应用现有的用户数成比
例．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维护了一个公告栏实时更新好
友动态，这其实是为应用做广告：比如好友Ａ订阅
了应用Ｂ，该动态就会显示在公告栏上，这就为应用
Ｂ做了广告，这个广告与Ｂ现有的订阅者（Ａ）产生
了联系．正是利用这一点（优先连接），Ｇｊｏｋａ等人［６６］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仿真模型来模拟用户安装应用的
过程，生成用户与应用之间的二分图，边表示用户安
装应用．该模型的输入为应用列表、每个应用的安装
数和用户数，输出为二分图．

幂律分布的指数分布的截尾也是一个老话
题［２５］，我们这里也做一些解释．文献［６７６８］说明了
老化（ａｇｉｎｇ）或生育力（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和优先连接是如何
导致以指数分布截尾的幂律分布．生育力指排除优
先连接的影响，应用所拥有的最少的初始订阅者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中，生育力与社会网络自
身有关，因此为了挖掘应用的用户潜力，必须要求一
定的法定人数（阈值）．老化是指应用在某一时间之
后就会变得过时，对用户的吸引力下降．Ｍｏｓｓａ等
人［６９］给出了幂律分布指数截尾的另一个解释———
信息过滤（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给定一个有限空
间，比如ＹｏｕＴｕｂｅ主页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公告栏，较少使
用的应用信息被过滤掉了，因此一个典型的幂律分
布是不会达到的．他们也把信息过滤作为ＹｏｕＴｕｂｅ
和Ｄａｕｍ流行度分布的可能解释．

图１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的流行度变化［２２］

５．２．２　应用的流行度变化
ＳＮＳ应用和视频网站的视频都有流行度的

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考察流行度的变化情况．ＳＮＳ
应用第犡天的排名漂移（ｒａｎｋｉｎｇｄｒｉｆｔ）定义为
｜（犚犪狀犽狅狀犇犪狔０）－（犚犪狀犽狅狀犇犪狔犡）｜．Ｎａｚｉｒ等人［２２］

首先把应用按流行度分为４组，然后分别计算每天
排名漂移的平均值，具体见图１４．我们可以看出，最

流行（ｔｏｐ５％）的应用其排名漂移最小，流行度越
低，漂移越大，说明应用随流行度的增加其排名趋于
稳定．

如果我们缩小时间尺度，比如考察每５ｍｉｎ的
流行度变化，如上方法可能无法捕捉到更精细的
变化，这时我们可以利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ｒａｎｋ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７０］．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ｓ和
Ｗａｔｔｓ［７１］利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计算社会网络里节
点度的稳定性，Ｃｈａ等人［７２］利用它评估ＩＰＴＶ频道
流行度的动态变化，他们发现，虽然不同流行度的频
道所占有的观看人数的分布具有稳定性，但频道的
流行度变化却非常剧烈，并且以天为单位呈现周期
性．这说明有一些热门频道的流行度与时间有关，比
如儿童频道的观看人数与学校的作息时间密切相关．
５．２．３　应用的活动网络与社团结构

用户在应用上的交互也构成一种关系，这样我
们得到另一种ＯＳＮ活动网络，继而可以和第４节一
样考察该网络的各种拓扑参数．网络中的社团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７３］是指这样一组节点，这组节点构成
一个连通子图，它们之间的连接要密于它们与外界
节点的连接．设犲犻犼是连接社团犻中节点与社团犼中
节点的边，令犪犻＝∑犲犻犼，网络的结构系数（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定义为∑（犲犻犼－犪２犻）．如果结构系数大于
０．３［７３］，则社团结构称为强的．

Ｎａｚｉｒ等人［２２］计算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３个应用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Ｃｌｕｂ（ＦＣ）、ＧｏｔＬｏｖｅ（ＧＬ）和Ｈｕｇｇｅｄ所
构成的活动网络的众多参数，得出以下结论：

（１）大多数用户处在单一的连通分支中．最大
连通分支中的用户数与应用ｔｒａｃｅ的总用户数成比
例，说明随着数据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节点落入最
大连通分支中．

（２）除了ＦＣ，Ｈｕｇｇｅｄ和ＧＬ都具有强的社团结
构．ＦＣ最大社团所拥有的用户数占了总数的
７２．６％，而ＧＬ和Ｈｕｇｇｅｄ仅占不到１０％．另外，ＦＣ
社团规模的分布与ＧＬ和Ｈｕｇｇｅｄ差异较大．

（３）把同一社团中不同地理位置的数目称为社
团的地理多样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Ｎａｚｉｒ等人发现社团具有较强的地理多样
性，社团规模与社团中国家的数目没有关系．

（４）应用构成的活动网络具有较高的聚类系数
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即是小世界网络．其度分布
呈幂律分布，且ＦＣ的幂律分布比ＧＬ和Ｈｕｇｇｅｄ更
明显．这些都与ＯＳＮ拓扑特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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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结论可以看出，ＳＮＳ应用有一些通有的
性质，比如地理多样性、连通分支的单一性，也与应
用的种类有关，比如游戏类应用明显不同于其它应
用．进一步地，Ｎａｚｉｒ等人［６３］比较了基于ＳＮＳ应用
的用户活动图（Ｕｓ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ＵＡＧ）与好友
关系网拓扑结构的不同，发现现有的图模型
算法［７４７５］无法准确生成ＵＡＧ．最后根据对馈赠
（ｇｉｆｔｉｎｇ）应用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算法，对基于ＳＮＳ
应用的ＵＡＧ进行建模．
５３　在线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是用户行为活动的结果和表现．研究
信息扩散和传播的机制和特征有助于改善网站系统
设计，提高搜索算法和推荐算法的效率，对消息推
广、病毒式营销和舆情控制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线
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传播是一个较大的课题，有很多
理论上的工作（比如Ｌｅｓｋｏｖｅｃ等人一系列的工
作①），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可以独立成文，限于篇幅
和本文主题，我们仅简要介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工
作，感兴趣的读者可具体参阅下面提到的文献．

ＯＳＮ是一个由信息所有可能的传播路径组成
的复杂网络，信息传播反过来又促进ＯＳＮ结构的
变化．无论是研究拓扑结构还是用户行为，我们最关
心的还是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复杂网络中的信息传
播机制是一个古老而又富有挑战的课题．流行病学
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流行病传播模型［７６］也是少
有的较完备的传播理论之一．在此基础上有了复杂
网络的流行病临界值理论和传播动力学分析．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流行病传播模型照搬到
ＯＳＮ中来，因为二者的传播机制和形式都很不相
同．因此需要研究新的传播模型刻画ＯＳＮ中的信
息传播．

已有相当丰富的理论工作研究信息流与社会
网络结构之间的作用．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７７］提出了一个线
性阈值模型，只有当某一用户有足够多（超过阈值）
的邻居节点采用了某一创新，他才采用该创新．
Ｗａｔｔｓ［７８］基于稀疏ＥｒｄｓＲéｎｙｉ随机图提出了一个
全局相继模型，发现即使在很少的初始接受者的情
况下也会发生全局相继现象．Ｗａｔｔｓ考察了在用户
敏感性具有均匀阈值的情况下这种相继过程发生的
条件．Ｋａｒｓａｉ等人［７９］考察了小世界网络中信息传播
的时间演化，发现权重拓扑相关和个人的突发活动
模式是限制扩散的主要因素．Ｓｔｅｅｇ等人［８０］分析了
Ｄｉｇｇｓ②上的信息扩散，发现Ｄｉｇｇｓ网络的高聚类结
构限制了信息的传播范围．

随着ＯＳＮ数据的逐渐丰富，人们开始了数据
驱动的分析，测量社会网络连接上信息传播的模式．
Ｇｒｕｈｌ等人［８１］基于博客关键字研究了博客空间中的
信息扩散，他们正是利用了传统的流行病模型刻画
博客里的信息传播．Ａｄａｒ和Ａｄａｍｉｃ［８２］进一步扩展
了流行病模型在线上信息传播的应用．Ｂａｋｓｈｙ等
人［８３］研究了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③（一个多人虚拟游戏）社
会网络里的内容传播，发现社会网络对内容的接受
起着重要作用．Ｓｕｎ等人［８４］通过研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页
面的传播发现传播链都很长，且都始于相当多的用
户．而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等人［８５］发现在传播树的形状和发
布者与订阅者的影响上，口口相传（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
的信息传播有很多不同，相比于深度，传播树的形状
更宽．Ｇｏｍｅｚ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等人［８６］考察了扩散路径的
问题，提出了一个算法计算近似最优的有向边以最
大化影响．Ｇｈｏｓｈ和Ｌｅｒｍａｎ［８７］比较了一系列对影
响力的度量，声称一个基于中心度的测量是对影响
力的最优预测．Ｓｃｅｌｌａｔｏ等人［８８］研究了如何利用从
社会级联（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提取出的地理信息来提高
内容传输网络中多媒体文件的缓存．Ｗａｎｇ等人［８９］

发现社会和机构内容对人们传播信息的速率和传播
对象影响很大．Ｇａｌｕｂａ等人［９０］提出了一个传播模型
用来预测Ｔｗｉｔｔｅｒ中哪个用户可能提到哪个ＵＲＬ．
还有一些工作区分了垃圾信息（ｓｐａｍ）［９１９２］和网络
钓鱼（ｐｈｉｓｈｉｎｇ）［９３］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扩散形式．

对ＯＳＮ信息传播的建模最实际的应用是预测
信息的扩散趋势．Ｃｈａ［６４］等人发现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的
早期与晚期的浏览量存在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８４）．Ｓｚａｂｏ等人［９４］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并借此
提出了３种模型来预测内容的流行度．这些模型依
据１０天的历史浏览可以提前３０天预测视频的流行
度，误差为１０％．

基于这些工作，Ｌｉ等人［６５，９５９６］系统研究了外部
视频分享网站（Ｖｉｄｅｏ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ＶＳＳｅｓ）的视频
在ＯＳＮ中的传播情况，他们发现：

（１）ＯＳＮ极大地放大了视频流行度的偏度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人人网中０．３１％最流行的视频占了
８０％的浏览量［９５］，如图１５所示，而ＹｏｕＴｕｂｅ中
１０％的最流行的视频占了８０％的浏览量［６４，９７］；很多
ＶＳＳ中流行的视频不一定在ＯＳＮ中流行［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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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视频流行度的累积分布［９５］

（２）ＯＳＮ中的视频流行度分布呈标准的幂律形
式，而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流行度的分布呈幂律形式而以
指数分布截尾［６４］；ＯＳＮ中的视频在达到浏览量峰
值前通常需要２到３天的静默期，而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
在发布到网上之后很快达到浏览峰值［６５］．

（３）与单纯ＶＳＳ（比如ＹｏｕＴｕｂｅ）的情况不同，
经典的时间序列（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预测模型，如自回归
滑动平均模型（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ＩＭＡ）［９８９９］、多元线性回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Ｒ）［１００］和犽近邻回归
（犽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犽ＮＮ）［１０１］等，预
测ＶＳＳ视频在ＯＳＮ中的流行度的效果很差［９６］，如
图１６所示，特别是对于预测早期的浏览峰值和之后
的浏览突发（ｂｕｒｓｔ），而这都是ＯＳＮ视频传播很常
见的现象．

图１６　３种模型对视频浏览时间序列的预测［９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Ｌｉ等人［９６］基于视频的固
有吸引力和底层传播结构提出了新的视频流行度预
测方案———ＳｏＶＰ［９６］．他们基于人人网真实的Ｔｒａｃｅ
数据对视频流行度进行预测，结果见表４．从表４
可以看出，ＳｏＶＰ的预测效果明显好于犽ＮＮ和
ＭＬＲ．

表４　某类型视频的预测结果［９６］

ｄａｙ２ ｄａｙ３ ｄａｙ４ ｄａｙ５ ｄａｙ６
Ｒｅａｌ １６１５０２１７８３５６１６５８８６１０３２５４ ５４１８１
犽ＮＮ ２８５８９ ７４８４１ ３８９１７ ２８９５７ ３７１５７
ＭＬＲ １８３４９ ８５３３ １５４８７ １８６２８ １３９５６
ＳｏＶＰ １９９１３２１３４３０２１９６７４０１２４７３０ ４５６７４

５４　小　结
本节主要介绍了ＳＮＳ的基本用户行为、应用上

的用户行为和ＯＳＮ中的信息传播，总结如下：
（１）ＳＮＳ的用户行为呈白昼模式．
（２）ＳＮＳ用户会话时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且

不遵守白昼模式，它是ＯＳＮ用户行为的基本性质．
（３）ＳＮＳ用户的平均联系人数很少，他们一般

只与自己的好友联系，人人网中好友数小于１００的
用户的主要访客是陌生用户．

（４）浏览页面是ＳＮＳ的主要用户行为，Ｏｒｋｕｔ
中浏览行为占用户行为的９２％．

（５）越流行的ＳＮＳ应用其排名漂移越小，排名
越稳定．基于应用的活动网络拓扑特征与ＯＳＮ拓
扑特征相似．

（６）ＯＳＮ放大了视频流行度的偏度，视频流行
度分布不符合８０～２０原则．

６　在线社会网络的演化
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线社会网络的静态拓扑结构

和用户行为对拓扑结构的影响，这些仍然都是静态
意义上的考察，研究对象为某一时刻网络的快照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那么这些性质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呢？
这就是ＯＳＮ的演化．对ＯＳＮ演化的研究工作考察
网络基本拓扑参数的变化，也有自己关心的问题：节
点和边的加入有什么规律？这为网络建模提供了实
际依据．我们将会看到，随机图、ＢＡ网络等现有的
网络模型无法精确地模拟ＯＳＮ的演化，虽然它们
都能展现ＯＳＮ某些特有的拓扑特征．
６．１　基本拓扑参数的变化

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等拓扑参数随时间的
变化并没有一致的规律，与具体的社交网站有关．以
Ｇｏｏｇｌｅ＋为例，图１７显示了若干拓扑参数的变化，
可以看出，每种参数的变化基本分为３个阶段，分别
对应Ｇｏｏｇｌｅ＋的早期阶段、稳定阶段和开放阶段．
对于密度，在论文引用网络、作者从属网络［７４］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１０２］中密度随时间增长，Ｆｌｉｃｋｒ［１０３］的密度
变化呈增减增的趋势，而电子邮件网络［７１］的密度趋
于稳定．对于直径，论文引用网络、自治网络和作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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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网络［７４］，Ｆｌｉｃｋｒ和Ｙａｈｏｏ！３６０①［１０３］，Ｃｙｗｏｒｌｄ［１０５］
的直径随时间减小．对于聚类系数，电子邮件网
络［７１］和人人网［１０６］的聚类系数趋于稳定．对于同配
性，我们知道传统的ＯＳＮ都是同配的，例如Ｆｌｉｃｋｒ、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和Ｏｒｋｕｔ的同配系数均为正［１５］，而
Ｇｏｏｇｌｅ＋的同配系数却不总是正的［１０４］，如图１８所
示．Ｇｏｏｇｌｅ＋的同配系数大部分处在０（大于０）附

近，而逐渐减小．Ｇｏｎｇ等人［１０４］解释到：Ｇｏｏｇｌｅ＋是
两种网络的混合体，传统ＯＳＮ和发布订阅网络（如
Ｔｗｉｔｔｅｒ、新浪微博等），前者的同配系数通常为正，
而后者为负．开始时，传统的ＯＳＮ结构在Ｇｏｏｇｌｅ＋
中占优势，随后二者逐渐融合，最后发布订阅网络
占主导，这说明Ｇｏｏｇｌｅ＋与Ｔｗｉｔｔｅｒ的网络结构越
来越相似．

图１７　Ｇｏｏｇｌｅ＋４种拓扑参数的变化［１０４］

图１８　Ｇｏｏｇｌｅ＋同配系数的变化［１０４］

从上面的陈述可以发现，不同网络拓扑参数的
变化有很大不同，这往往与网站类型和网络事件有
关．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考察了两个ＳＮＳ合并对网络结构
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网站合并会对ＯＳＮ的拓扑
结构造成干扰，但各种参数或者很快收敛或者很快
保持稳定的变化趋势．
６２　边生成的时间特征

类似于５．１节的点击流，两个节点之间生成一
条边可以归结为两个节点之间有一个事件发生．对
该事件有一些常见的研究角度，比如事件发生的时

间间隔、事件持续的时间、事件发生与节点属性的关
系等．按照这个思路，ＯＳＮ节点之间边的生成有什
么统计规律呢？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考察了人人网节点之
间边的生成的若干时间特征．

图１９（ａ）说明生成边的时间间隔呈幂律分布，
Ｌｅｓｋｏｖｅｃ等人［１０７］发现生成边的时间间隔呈以指数
分布截尾的幂律分布．Ｋｕｍａｒ等人［１０３］发现在Ｆｌｉｃｋｒ
和Ｙａｈｏｏ！３６０中绝大多数边生成的时间间隔小于
一天．边的生成与用户的生命期有什么关系呢？从
图１９（ｂ）可以看出，大多数用户都是在早期建立好
友关系，随着节点生命期的增加，边的生成速率趋于
稳定．而Ｌｅｓｋｏｖｅｃ等人［１０７］发现了几种不同的情况：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和Ａｎｓｗｅｒｓ边的生成速率具有和上面相
似的情况，但Ｆｌｉｃｋｒ和ＬｉｎｋｅｄＩｎ边的生成速率随节
点生命期的增加而逐渐增加．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进一步
考察了边的生成与节点年龄之间的关系，引入网络
层面的时间，即在不同时刻不同年龄的节点生成边
的比例．从图１９（ｃ）中可以看出网络时间对边的生
成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年龄的节点生成边

图１９　边的生成的时间特征［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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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不同．现有的网络模型（如ＷＳ小世界模型、
ＢＡ网络等）都假设只有新加入的节点生成边，但这
种假设仅在网络初期成立．
６３　优先连接

我们已经知道，优先连接是指新节点倾向于连
接到度较大的节点［２８，１０８］．优先连接模型要求某一节
点选择连接到度为犽犻的节点犻的概率狆犻与犽α犻成比
例，其中α为常数．当α≈１时为线性优先连接，当
α＞１时为超线性优先连接［１０８］．线性优先连接是无标
度网络的基本特征［２８，１０８］，很多现实的ＯＳＮ都表现
出线性优先连接，例如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①、Ｆｌｉｃｋｒ、Ｙａｈｏ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②［１０７，１０９］，但ＬｉｎｋｅｄＩｎ③［１０７］除外．

优先连接是度分布呈幂律形式的直接解释，也
是很多网络模型（如ＢＡ网络）的基本思想．现实
ＯＳＮ的优先连接如何随时间变化呢？Ｍａｈａｎｔｉ等
人［１７］把节点按年龄分为年轻和年老两组（以５０天
为界），分别考察了不同组合的优先连接情况，他们
发现：（１）节点的年龄对优先连接有较大影响，年老
节点的线性优先连接较明显；（２）年轻节点选择年
老节点的线性优先连接最为明显．

为了进一步考察优先连接的动态特性，即α的
变化，定义一条边选择度为犱的节点作为目标节点
的概率狆犲（犱）为［１０７］

狆犲（犱）＝
∑狋｛犲狋（狌，狏）∧犱狋－１（狏）＝犱｝
∑狋｜狏：犱狋－１（狏）＝犱｜

（６）

其中，｛犲狋（狌，狏）∧犱狋－１（狏）＝犱｝＝１，当边犲狋（狌，狏）的
目标狏的度为犱，否则｛犲狋（狌，狏）∧犱狋－１（狏）＝犱｝＝０．
线性优先连接意味着狆犲（犱）∝犱，而一般的ＰＡ模型
有狆犲（犱）∝犱α．我们想知道狆犲（犱）∝犱α（狋）是否是一个
好的拟合．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利用均方误差（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ＭＳＥ）拟合狆犲（犱）和犱α（狋），他们发现：
（１）网络快照情况下，狆犲（犱）和犱α的拟合情况很好，
说明ＯＳＮ边的生成符合优先连接；（２）选择度较大
的节点作为目标节点时，α（狋）总是大于随机选择目
标节点的情况，且差值为常数０．２；（３）α（狋）随时间
减小，两年内从１．２５降到０．６５，说明在ＯＳＮ早期，
优先连接较明显，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加，边的生成对
目标节点的度的依赖逐渐减小．
６４　临近偏倚

优先连接关注的是ＯＳＮ的整体性质，边的生
成有什么局部性质呢？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ｓ等人［７１］发现临近
偏倚（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ｂｉａｓ）影响着生成边时目标节点的
选择．简单来说，临近偏倚是指节点倾向于与它附近

的点建立连接．三元闭包（ｔｒｉａｄｉｃｃｌｏｓｕｒｅ）声称如果
两个节点有两跳远，那么它们之间很可能建立连接，
这是临近偏倚的一种特殊情况．临近偏倚也出现在
现实的ＯＳＮ中［１７，１０７，１０９］．优先连接与临近偏倚的关
系如何呢？以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④（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网络的平
均路径长度为４，度较大的节点与很多节点都相距
较近）为例［１７］，首先利用线性优先连接模拟边的生
成，如图２０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三元闭包贡献了
８２％的新生成的边，这说明优先连接在某种程度上
造成了临近偏倚，而实际曲线与优先连接模拟的曲
线的不同也说明了临近偏倚对优先连接有补充．
Ｍａｈａｎｔｉ等人［１７］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边的生成算法
模拟临近偏倚的作用：首先根据线性优先连接选择
目标节点的度犱，然后在度为犱的节点中选择最近的
节点作为目标节点．从图２０可以看出这个模拟算法
生成的曲线与真实情况更接近．因此在设计网络模型
时，边的生成需要同时考虑优先连接和临近偏倚．

图２０　临近偏倚与优先连接［１７］

６５　组关系
当用户之间存在共同的交互焦点时，他们更有

可能建立联系［７１，１１０］．我们把有共同交互焦点的节点
视为在一个组（ｇｒｏｕｐ）中．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ｓ和Ｗａｔｔｓ［７１］发
现在一个由学生、教员和职工构成的社会网络中，那
些参加同一讲座的学生更可能建立联系．Ｍａｈａｎｔｉ
等人［１７］考察了ＦｒｉｅｎｄＦｅｅｄ网络中用户订阅相同服
务对边的生成造成的影响，他们发现：（１）对于年龄
小于５０天的节点来说，订阅相同服务的节点与度为
１５的节点建立连接的概率３倍于订阅不同服务的
节点；（２）随着节点度的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减
小，说明优先连接的影响覆盖了组关系的影响；
（３）对于年龄超过５０的节点来说，组关系的影响减
小；（４）对于刚加入网络的节点，组关系对生成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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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强于临近偏倚．
两个在同一个组中的用户往往具有共同的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可以把属性在网络中表示出来．社会属
性网络（Ｓｏｃｉ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１１１］是指这
样一个网络，网络包含社会节点、属性节点、社会边
（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和属性边（用户具有某种属
性）．Ｇｏｎｇ等人［１０４］定义了与传统网络拓扑参数相
似的属性结构参数，比如直径、聚类系数等，他们详
细考察了Ｇｏｏｇｌｅ＋社会属性网络的社会拓扑参数
和属性拓扑参数，继而研究了ＳＡＮ的演化和节点
属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
６６　社团的演化

社团与组的涵义不同：社团是结构意义上的，组
是功能意义上的，共同订阅了某一ＳＮＳ应用的用户
构成一个组，而并不一定在一个社团里．社团强调
ＯＳＮ中“邻居”的概念，因此社团是邻居对用户行为
影响的较好的抽象．复杂网络的社团挖掘也是一个

较大的课题，有很多理论工作［１１２１１８］，我们这里仅介
绍一些有关社团演化的测量工作．
６．６．１　社团的动态统计特征

（１）社团的规模
社团规模体现了网络结构的聚类程度．社团规

模呈幂律分布［１０６］．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选取了３个平均分
布的时刻，考察这３个时刻社团规模的分布情况，如
图２１（ａ）所示．我们发现，３个时刻都有大量的小社
团和少量长尾的大社团，不同时刻社团规模的分布
形式较一致．另外，随着时间的增加，小社团数量减
少，大社团数量增加．

图２１（ｂ）显示了前５个大社团所占节点的比例
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发现比例随时间逐渐增加，从在
１００天左右的不到３０％增加到６０％．这种趋势———
小社团减小，大社团增大———说明随着网络的成熟，
网络里主要连通分支的连通性增强，而不同社团之
间的差异减小，网络更加均匀．

图２１　ＯＳＮ社团的动态特征［１０６］

（２）社团的生命期
社团的生命期是社团的另一个重要属性．从

图２１（ｃ）可以看出，大部分社团的存活时间很短，
２０％的社团的生命期小于１天，６０％的社团的生命
期小于３０天，这说明社团的活跃性很强．
６．６．２　社团的合并与分裂

社团的合并与分裂是社团生命期开始与结束的
主要原因．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社团规模怎样影
响社团的合并与分裂？考察分裂而成的两个最大社
团与合并的两个最大社团，考虑较小者与较大者的
规模比，比值越小说明二者的规模差别越大．Ｚｈａｏ
等人发现［１０６］：（１）７８％的合并社团对的规模比小于
０．００５，说明对于大多数合并的社团，它们之间的规
模差距较大，即小社团不断消失，大社团逐渐增大；
（２）社团分裂的规律恰恰相反，６８％的社团分裂对
的规模比大于０．５，即社团倾向于分裂为两个规模
相当的小社团，这个现象可用人们维护社会关系能
力的局限性（Ｄｕｎｂａｒ数［５２］）解释［１０６］：由于人们处理
社交关系的能力有限，当社团规模超出了社团内某

些用户的社交能力时，这些用户就无法继续增加新
的好友，导致新用户生成边的分布（在社团内）不一
致，这样社团内会产生某些具有更强连通性的
“口袋”（ｐｏｃｋｅｔｓ），从而使社团分裂．

（１）预测社团的合并
我们已经了解了社团合并和分裂的某些规律，

是否能找到某些结构特征来预测合并呢？Ｚｈａｏ等
人［１０６］考虑了３种结构参数：社团大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ｉｚｅ）、入度比（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ｒａｔｉｏ，社团内的边数与社团
内所有节点度的和的比）、相似度（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两个
社团相同节点数与不同节点总数的比）．并定义它们
的一阶变化指示器（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为：如果社团参数小于之前一个快照时刻的参数，一
阶变化指示器的值为－１；否则为１．同样可以考虑
二阶变化指示器（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如果从快照时刻犻－１到犻社团参数的变化大于从
犻－２到犻－１的变化，则二阶变化指示器的值为１，
反之为－１．至此我们有９种特征参数，分别为社团
大小、入度比、相似度和它们相应的一阶参数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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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阶参数指示器．利用这些参数及其变化，Ｚｈａｏ
等人［１０６］采用支持向量机对社团合并进行预测，预
测合并的平均准确率为７５％，预测分裂的平均准确
率为７７％．这说明我们可以根据短期内社团的变化
预测社团的演化．

我们还可以预测一个社团与具体哪个社团合
并．Ｚｈａｏ等人［１０６］得出了一个较强的结论：一个社团
犻有９９％的可能性与另外一个与它连接最多的社团
犼合并．这个结果具有时间稳定性，因此一个社团与
其它社团之间的边数是预测其合并对象的可靠
依据．
６．６．３　社团对用户的影响

Ｚｈａｏ等人的研究［１０６］表明，社团促进用户行为，
即社团用户要比非社团用户活跃．他们发现：（１）社
团用户和非社团用户生成边的间隔时间的统计曲线
相似，但社团用户的时间间隔较小，说明边的生成较
频繁；（２）社团的规模越大，其中用户的生命期越
长；（３）定义用户的入度比为他在社团内的边数与
他总入度的比，社团的规模越大，用户的入度比越
大，说明大社团的边较凝聚；（４）１１％～３０％的节点
仅与它所属社团内的用户交互，说明社团抽象出了
用户的局部行为．

除了组、社团之外，Ｋｕｍａｒ等人［１０３］还考察了
ＯＳＮ连通成分的结构特征和演化，此处不再赘述．
６．７　小　结

本节总结了ＯＳＮ演化的测量和分析工作，介
绍了ＯＳＮ演化的特征和规律：

（１）ＯＳＮ拓扑参数并没有统一的（随时间）变化
规律，与具体的ＳＮＳ有关．

（２）多数用户常在早期建立好友关系，不同网
络时间不同年龄的节点生成边的比例不同．因此假
设只有新节点生成边不够准确．

（３）边的生成受优先连接和临近偏倚的共同影
响．随网络规模的增加，优先连接的影响减弱，优先
连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临近偏倚．

（４）有共同焦点的用户较易建立连接，新节点
受组关系的影响较明显．

（５）ＯＳＮ中大社团数量增加，小社团数量减少，
大社团逐渐增大，小社团逐渐减小．随着网络的成
熟，网络主要连通分支的连通性增强，网络变均匀．

（６）社团的生命期较短，活跃性很强．小社团倾
向于与大社团合并，大社团倾向于分裂成两个规模
相当的小社团．一个社团有９９％的可能与另外一个
与它连接最多的社团合并．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ＯＳＮ的拓扑结构，我们可
以利用前面得到的结论（网络中边的生成有何种规
律等）设计各种新的网络模型［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７，１１９］，以期生成
更准确、更真实的社会网络．

７　总结及展望
本文从测量的角度综述了现今ＯＳＮ的研究工

作．测量方法是首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传统的网络测量方法，如抓包、网络爬虫等，来获取
数据，也可以借助其他研究人员共享的数据集．由于
对ＯＳＮ的研究工作部分延续了复杂网络和传统社
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针对网络拓扑结构的研
究，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分析软件和工具对采
集到的ＯＳＮ数据进行分析．当然更多情况下我们
更关注ＯＳＮ有别于其它社会网络的特征，而针对
具体问题开发新的算法以挖掘和提取特征是ＯＳＮ
测量与分析工作的重点．

基于已有的工作，我们总结了ＯＳＮ的若干结
构性质（网络层面）和用户行为特征（用户层面）．总
的来说，在网络结构方面，ＯＳＮ是一个具有小世界
特性的无标度网络，它有一些由度较大的、紧密连接
的节点组成的核心，它们把整个网络连接起来．ＳＮＳ
中用户之间的实际交互会影响ＯＳＮ的拓扑结构，
它减小了ＯＳＮ的聚类系数，使网络结构更加松散，
并且降低了ＯＳＮ的同配性，增加了平均路径长度．

在用户行为方面，ＳＮＳ用户之间的交互具有相
互性，他们能维持的社交关系上限是２００人，大于线
下社会网络的１５０人．特别地，ＳＮＳ用户的不可见
行为（如浏览页面）占了很大比重，而用户平均联系
的人数是很少的．

在网络演化方面，边的生成受优先连接和临近
偏倚的共同影响，随着时间增加，优先连接对生成边
的影响逐渐减小，而优先连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临近偏倚．随着ＯＳＮ年龄的增加，小社团逐渐减
少，大社团逐渐增加，网络变得更加均匀．ＯＳＮ中社
团的存活时间普遍很短，６０％的社团的生命期小于
３０天，社团活跃性很强．特别地，ＯＳＮ中小社团倾
向于与大社团合并，大社团倾向于分裂成两个规模
相当的小社团．

还有很多其它方面关于ＯＳＮ的研究工作，比
如用户隐私与安全、ＳＮＳ系统架构、社团挖掘、地理
位置对用户行为的影响、网络博弈等等，限于篇幅，
本文无法涵盖所有的研究内容．我们需要认识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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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文总结了很多ＯＳＮ的特征和结论，但有些结
论并不是通用的，与具体的ＳＮＳ有关．与实际的研
究对象相关是ＯＳＮ的研究难点，亦是各种研究工
作百花齐放的原因．比如我们多次强调ＯＳＮ的度
分布呈幂律形式，这似乎是ＯＳＮ最基本的性质，但
有人［１０４］发现Ｇｏｏｇｌｅ＋的度分布并不服从幂律分
布，而是呈对数正态分布．这告诉我们不能盲信
ＯＳＮ的研究结论，而要就事论事，适当总结．

当今互联网上各种面向用户的网络应用层出不
穷，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变的视角．在
线社会网络的研究正在从静态到动态、整体到局部
过渡，还存在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解决：

（１）我们已经多次提到ＯＳＮ研究中所得结论
的“片面性”和“不一致性”．由于在线社会网络的复
杂性，得到某种统一的结论或者挖掘不同结论背后
的一致规律是最困难也是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心局部，而且不能被局部局
限，从而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

（２）传统的数据处理方式往往已无法满足ＯＳＮ
的研究需求，需要开发新的算法和工具高效地处理
庞大的数据．

（３）在线社会网络是一个交叉领域，这个领域
有很多来自不同背景（计算机、物理、数学等）的研究
人员，他们都致力于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考察ＯＳＮ
的特征．因此交叉学科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是该领域
的极大挑战，也是灵感和智慧的源泉．

ＯＳＮ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还有无数有趣的未
知信息有待研究者去探索．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好
的工作出现，从而为我们揭示出ＯＳＮ的本质特征．

致　谢　感谢李刚博士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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