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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６；在线发布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５．本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１７ＸＸＷ０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５０１０６５）、教育部青年
基金（１６ＹＪＣ８６００１０）、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技项目（ＫＪ１７０９２０６，ＫＪＱＮ２０１８０１１０４，１７ＳＫＧ１４４）、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创新应用示范基金
（ｃｓｔｃ２０１８ｊｓｃｘｍｓｙｂＸ００４９）资助．刘小洋，博士（后），副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数据挖掘、复杂网
络、计算机应用．Ｅｍａｉｌ：ｌｘｙ３１０３＠１６３．ｃｏｍ．何道兵，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信息传播．

在线社交网络的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研究
刘小洋　　何道兵

（重庆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　针对在在线社交网络上如何用一种信息去抑制另一种信息的扩散传播，从而为商品营销和舆情管控提供
理论支持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在线社交网络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首先，运用马尔可夫链理论分
析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机制与节点状态转化、信息传播演化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别从概率视角构
建了节点状态转化的概率模型，从统计视角构建了网络系统信息扩散的非线性动力学传播模型；然后，对提出模型
的传播动力学微分方程求解平衡点并进行稳定性分析；最后，通过仿真分析模型中参数之间的相对变化关系、模拟
了信息竞争和传播过程，并通过真实数据实证对比实验分析了模型仿真结果与真实事件统计数据的吻合程度，相
似度和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８４和０．８２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提出的竞争性信息传播模型是合理、有效的，为解决
在线社交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的竞争性传播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和研究途径，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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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在线社交网络越来越

流行，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已经离不开社交网络
（如微博、微信、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随之产生的大规模数
据信息也充斥着社交网络，无论是谣言还是商品广
告信息等都会在网络上蔓延，因而了解信息背后的
传播机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和控制网络上信
息的传播［１２］．

在线社交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在诸多因素的影响
下进行演化，既包括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的演化也
包括信息自身内容的演化．虽然对社交网络上的信
息传播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节点自
身状态与传播节点的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３］，以及
信息传播的宏观环境．此外，社交媒体上信息传播有
时还受到社会媒体服务所提供的信息推送功能［４］的
影响，比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ＮｅｗｓＦｅｅｄ、新浪微博的即
时推、腾讯视频的消息推荐等．这几个方面是在线社
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关键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在
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机理．

但是，对于动态开放式社交网络，信息量庞大且
节点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与真
实的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提
出了新的在线社交网络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宏观
模型，本文主要贡献包括：（１）结合马尔可夫链理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在线社交网络的竞争性信息传播模
型；（２）在分析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机
制与节点状态转化规则、信息传播演化规律之间的
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对提出的传播动力学微分方程
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了论证；（３）结合小世界和无标
度两种网络结构模型对构建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进行了分析；（４）分别在大规模真实和仿真在线社
交网络数据上进行实验，对提出的信息传播模型进
行了验证，验证本文所提模型的性能优势．

２　相关工作
Ｃｈｉａｓｓｅｒｉｎｉ和Ｋｏ等人［５６］对动态社交网络中的

信息传播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传播是
服从非线性动力学特性．Ｋｒａｋａｎ和Ｐｉｎｔｏ等人［７８］提
出用机器学习方法对信息传播规律进行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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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在特定的社交网络中，其信息传播拥有极
其相似的形态．目前普遍认为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流
行度明显存在两极分化现象．Ｈａｎ和Ｌｉ等人［９１０］采
用信息融合等方法对社交网络上的不同质量与不
同真实度的信息进行模拟分析，以便更好地对不实或
虚假信息进行抑制．目前主要有基于网络节点属性和
基于传播模型推理两大类溯源方法．一般来说，由于
社交网络是庞大和实时动态变化的，如何选取特定条
件下的社交网络节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观测节点选
取正确，才能提高信息融合的成功率和准确性［１１１２］．

Ｗａｎｇ和Ｃｈｅｎ等人［１３１６］根据博弈论原理对动
态社交网络上涌现的竞争性信息进行分析，并对此
类竞争性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预测．在空间博弈
的基础上，研究社交网络的结构种群演化特征，特别
是图演化博弈为研究具有博弈个体的演化机制提出
了模型框架，研究表明，个体之间存在的网络结构在
合作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类社
会活动形成的大规模网络大多符合无标度网络模
型，网络的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对于局部区域级的
小规模网络，如同学网等，大多符合小世界网络模
型，网络的度服从正态分布［１７１９］．

针对竞争性信息源数学建模方法，传统的病毒
传播学方法认为其网络节点是以某个特定传播概率
来传播节点信息，传染病模型是信息传播领域公认
比较成熟的模型，传统模型有ＳＩ、ＳＩＲ、ＳＩＳ，其中
ＳＩＲ模型是将人群分为易感者犛状态、感染者犐状
态和治愈者犚状态．由于所研究的细节不同，ＳＩＳ和
ＳＩＲ模型产生了很多变体，如ＳＩＲＳ、ＳＩＤＲ和ＳＡＩＲ．
但是这些模型均无法反映犛状态节点转化为犐状态
节点之前有一个潜伏期的事实，为此将潜伏状态引
入ＳＩＲ模型，产生了ＳＥＩＲ模型［２０２１］．在此基础上，
为了刻画信息传播中广泛存在的点到群的传播模
式，提出了ｅＳＥＩＲ模型．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入，传染病模型在许多实际应用领域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例如，研究新产品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的
ＢａｓｓＳＩＲ模型，恢复时间是幂律分布的ＳＩＲ生命动
力学模型，基于情感交流的ＨＩＴＳＣＩＲ模型和具有
两个时滞和垂直转移的ＳＥＩＲＳ模型［２２２４］．

现实网络中往往存在多种类型信息同时传播的
情形，这些信息间可能具有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对传
播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竞争关系，国内外学
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研究对象颗粒度大小
的不同，分别在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和宏观系统层面
上开展了研究工作．

微观个体层面上，个体不仅会受到个人的心理、

性格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网络信息、
虚拟平台互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成果中，主要
有个体行为模型、个体间观点交互模型和个体间博
弈模型．个体行为模型是通过对人们信息行为动机
和结果的刻画，来描述微观层面个体行为的模式和
特征．文献［２５］基于计算传播学理论，对网络节点行
为属性进行深度刻画，分析了节点自身的传播机理．
文献［２６］提取社会媒体的用户生态数据，即数字痕
迹，根据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对宏观社交网络中的个
体节点进行节点自身属性分析．个体间观点交互模
型研究个体之间决策与外界公共信息的相互影响．
文献［２７］引入个体间的有限信任机制，描述了具有
一定交互门限的个体中的观点演进现象．文献［２８］
提出了个体观点交互博弈，描述了社交网络上个体
交互中都倾向于说服对方而避免被对方说服的现
象．个体间博弈模型指出个体行为通常受自身利益
的驱使，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来选择行为，
从而构成了个体间的博弈关系．文献［２９］认为竞争
式传播降低了每一种类型信息传播的概率，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竞争影响力最大化问题的竞争博弈框
架，研究表明网络拓扑以及节点的社会性和初始趋
势测度对网络中信息的竞争传播有较大影响．文献
［３０］基于传统线性阈值模型，从利己信息的角度研
究其在竞争环境中的影响力最大化，考虑节点间交
互内容的主题偏好特点，构建了竞争环境中基于主
题偏好的利己信息影响力最大化算法，研究结果表
明在竞争环境中该算法能使利己信息传播范围最
广．文献［３１］考虑在一个竞争环境中，两个企业同时
播撒竞争性谣言，谣言根据线性阈值模型传播，同时
引入级联中心性来刻画网络特征的影响，揭示了谣
言信息的竞争传播机制．

中观群体层面上，考虑到人类社会具有明显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点，人们更乐意接受群体内
部成员传递的信息，比如家人群、同事群、同学群等．
由于网络群体行为具有社会性、随机性和复杂性，很
难对其传播动态进行预测，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
研究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群体结构模型、群
体行为演化模型和突发群体事件驱动模型．文献［３２］
提出了一个分层社区信息扩散模型来捕捉社交网络
中的信息传播过程，给出社区分层的概念，其中跨层
社区的信息是从较高的层次到较低的层次进行单向
扩散的．文献［３３］研究了群体之间的结构相互依赖
（特别是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个体在最小群体情况
下对群体内偏爱的依赖性．文献［３４］提出了一种具
有重叠社团结构的社会网络中网络拓扑演化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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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了成员互动强度和频率，以及不同社区之间
的重叠程度对竞争性信息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影
响．文献［３５］在社交网络群体分析中引入时间参量，
即用时间群查询来洞悉共同兴趣．文献［３６］提出了
社会网络群体决策共识模型，研究了群体信任关系、
信任推荐机制、采纳机制对竞争性信息传播的影响，
以实现群体共识和个人独立之间的平衡．

宏观系统层面上，认为整个社交网络是一个复
杂网络，信息的传播可以看作是服从某种规律的传
播行为，可以通过构建传播动力学方程，揭示竞争性
信息随时间扩散的趋势．文献［３７］借鉴生态学知识，
构建了周期性生存环境中的积分效应竞争传播动力
学模型，不同类型的信息可能有不同的传播速度，证
明了只有各信息传播速度相等时，它与空间周期行
波的最小波速才相吻合．文献［３８］将复杂传染病理
论应用到相容模型中，研究了两个传播实体的竞争
作用，根据网络平均程度、已有信息的流行程度和传
染过程的阈值来确定传播的不同阶段，揭示了双重
用户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瞬变动力学．文献
［３９］研究平流速度对两种入侵物种竞争结果的影
响，一维空间中具有四个自由边界的反应—扩散—
对流弱竞争系统，讨论了不同平流速度下各信息是
否能成功传播和长期共存．文献［４０］提出了基于随
机环境下的竞争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模型，利用状态转
换扩散方法，揭示了受外部环境随机变化影响的系
统中犖类不同信息的传播动态，得出了竞争信息传
播长时间行为的渐近稳定结果．

以上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认识
在线社交网络关系结构、用户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
影响和潜在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但是，在微观个
体层面关注节点之间的局部交互和博弈结果，忽略
了整个传播生命期内节点状态的转化情况；中观群
体层面关注群体内信任传播机制和跨群体用户影响
机制，群体的形成和结构的演化本身带有很强的随
机性；宏观系统层面基于平均场理论构建传播动力
学方程，忽略了个体的高维特征，只能反映信息传播
的大致趋势．

因此，本文借鉴了微观、中观、宏面层面上的研究
成果，对在线社交网络上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竞争性
信息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提出了非线性动力学
信息传播模型，并对其进行了稳定性与实证分析．

３　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
本文提出的在线社交网络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

信息传播模型根据马尔可夫链理论分析了社交网络
上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机制与节点状态转化、
信息传播演化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小世界和
无标度两种网络结构模型对构建模型的合理性与有
效性进行了分析；并在大规模真实和仿真在线社交
网络数据上进行了验证实验，实现了大规模在线社
交网络信息传播过程的真实演化与竞争性信息传播
过程模拟．
３１　基本概念

本节对信息传播模型中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形
式化定义，如下所示．

定义１（ＷＳ网络）．　ＷＳ网络（小世界网络）是
一种既具有较短平均路径长度又拥有较高聚类系数
的网络模型．本文构造生成一个具有犖个节点、任
一节点连接犓个邻居、以重连概率狆随机化重连边
的ＷＳ网络．一个犖＝１０，犓＝４，狆分别为０、０．５、
１．０时的ＷＳ小世界网络演化过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ＷＳ网络演化过程图（犖＝１０，犓＝４）

定义２（ＢＡ网络）．　在线社交网络中的大部分
节点只和很少节点连接，而有极少的节点与非常多
的节点连接，此类网络称为ＢＡ网络（无标度网络）．
此处考虑之前研究中并未被考虑到的实际在线社交
网络的两个重要特性：（１）增长性，即网络本身的规
模会出现扩大趋势，例如新浪微博中不断有新的用
户产生；（２）优先接入性，新生节点趋向于与大度节
点相连接．设定初始时有两个节点，那么ＢＡ网络演
化图则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ＢＡ网络的演化过程图（初始节点为２）

定义３（信息流行度）．　信息流行度是指在一
段时间内，社交网络上的某种网络行为的数量，比如
文章的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等．对信息流行度进
行动态分析，研究信息的流行程度如何，怎么样随着
信息传播进程的推进而动态变化，这些有助于理解
信息传播的规律，把握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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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过程
假设网络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犃，犅信

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性传播．按信息传播过程中
网络节点所处的状态不同，可将节点划分为四类，分
别为未传播任何信息节点（犛状态）、已经收到犃信
息并积极传播的节点（犐犃状态）、已经收到犅信息并
积极传播的节点（犐犅状态）、已失去信息传播兴趣对
所有信息持抵制态度的遗弃状态节点（犚状态）．节
点状态转换的概率模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概率图模型
图３中，用λ１，λ２表示犃，犅信息的传播率，刻画

犛状态节点对某种信息的响应程度，传播率越高，表
示有更高的可能性去选择传播该条信息．δ１，δ２表示
对犃，犅信息的遗弃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点会逐
渐对传播过的信息失去兴趣，在沉寂中慢慢遗忘．
θ１，θ２表示犃，犅信息的置换率，即相互影响力，θ１越
大，表示犅信息的吸引力越大，能够把传播犃信息
的节点状态转化为传播犅信息；反之，θ２越大，则表
示犃信息的吸引力越大，能够把传播犅信息的节点
状态转化为传播犃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犃，犅信息
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即在一些节点上可
能会抑制对方的传播，而在另外一些节点上可能会
促进对方的传播，但实际上都是反映了二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因此，可以把竞争和合作两种情况统一到
置换率上进行刻画．

由概率模型图可知，网络节点的状态空间犆＝
｛犛，犐犃，犐犅，犚｝，每一个节点的状态转换是一个相对
随机的过程，下一时刻的状态与该节点的历史状态
无关，只与当前状态有关，也就是说节点的“将来”
不依赖于“过去”，仅由“现在”决定，整个传播过程可
以看成一个马尔可夫随机过程．因此，可用分布函数
来描述节点状态转换的马尔可夫性，用犡表示节点
状态转换的随机变量，随机过程｛犡（狋），狋∈犜｝的
状态空间为犆，犜为离散的时间序列集合，在条件
犡（狋犻）＝狓犻，狓犻∈犆下，犡（狋狀）的条件分布函数恰等于
在条件犡（狋狀－１）＝狓狀－１下犡（狋狀）的条件分布函数．因
此，不考虑外界干预的情况下，比如媒体宣传、网络
推手和舆情管控等，在自治系统中竞争性信息传播
过程本质上是每一个网络节点在状态空间犆中不
断进行状态转换的马尔可夫链．由此可获得转移概
率矩阵犘．

　　　　　　　　犡（狋狀）状态
犛犐犃 犐犅 犚

犡（狋狀－１）犛
的 犐犃
状 犐犅
态 犚

狆１１狆１２狆１３狆１４
狆２１狆２２狆２３狆２４
狆３１狆３２狆３３狆３４
狆４１狆４２狆４３狆

熿

燀

燄

燅４４

记为犘（１）

在竞争性信息传播过程，一个节点从犛状态
犡（狋狊）＝犛出发，在狋犻时刻转化为犐犃状态犡（狋犻）＝犐犃
或犐犅状态犡（狋犻）＝犐犅，再经过若干个时间步的竞争，
最后在狋狀时刻转化为犚状态犡（狋狀）＝犚，从此退出竞
争而节点状态不再改变，直至传播过程结束．
３３　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

网络上节点的转移概率不仅与传播率、置换率
和遗弃率有关，而且与网络拓扑结构关系密切．邻接
矩阵表示了网络节点之间的邻接关系，本模型中将
在线社交网络抽象为一个无向图，则邻接矩阵犇是
一个犖阶方阵．网络中节点的邻边数量称为该节点
的度，用犽表示，网络拓扑结构的邻接矩阵表示方法
与节点度表示方法二者本质上是等价的．

在网络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状态变量，节点之
间的边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节点状态的
转换由所有邻居节点状态的联合概率分布所决定，
即传播率、置换率因子的乘积，因此，系统本质上是
一个马尔可夫随机场［４１］．接下来，基于随机场考虑
节点在犐犃→犐犅、犐犅→犐犃状态下的转换概率，即节点
从犐犃转化为犐犅，或从犐犅转化为犐犃．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个犐犃节点和一个犐犅节点
相邻时就会竞争，在下一时刻都希望对方转化为与
本方相同的状态，这种竞争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各自
的置换率．网络中同时存在多个犐犃和犐犅节点，分别
用犐犃（狋），犐犅（狋）表示它们的数量，从而可推导出转移
概率矩阵犘中的转移概率狆２２，狆２３，狆３２，狆３３分别为

　狆２２＝１
犐犃（狋）∑

犐犃（狋）

犻＝１
（１－θ１）∑犱犻犼狆犐犅犻（狋）＋（１－δ１）－１

＝１
犐犃（狋）∑

犐犃（狋）

犻＝１
（１－θ１）∑犱犻犼狆犐犅犻（狋）－δ１ （２）

　狆２３＝１－（１－θ１）∑犱犻犼狆犐犅犻（狋） （３）
　狆３２＝１－（１－θ２）∑犱犻犼狆犐犃犻（狋） （４）

　狆３３＝１
犐犅（狋）∑

犐犅（狋）

犻＝１
（１－θ２）∑犱犻犼狆犐犃犻（狋）＋（１－δ２）－１

＝１
犐犅（狋）∑

犐犅（狋）

犻＝１
（１－θ２）∑犱犻犼狆犐犃犻（狋）－δ２ （５）

同理可得其他状态的转移概率，因此，转移概率
矩阵犘可表示为式（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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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

１
犛（狋）∑

犛（狋）

犻＝１
（１－λ１）∑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犃犼（狋）
＋（１－λ２）∑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犅
犼（狋）［ ］－１ １－（１－λ１）∑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犃犼（狋）
１－（１－λ２）∑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犅犼（狋）
０

０ １
犐犃（狋）∑

犐犃（狋）

犻＝１
（１－θ１）∑犱犻犼狆

犐犅
犻（狋）－δ１ １－（１－θ１）∑犱犻犼狆

犐犅
犻（狋） δ１

０ １－（１－θ２）∑犱犻犼狆
犐犃
犻（狋） １

犐犅（狋）∑
犐犅（狋）

犻＝１
（１－θ２）∑犱犻犼狆

犐犃
犻（狋）－δ２δ２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６）

将一个节点犻的状态表示为（狊犛犻，狊犐犃犻，狊犐犅犻，狊犚犻）Ｔ，
则犛，犐犃，犐犅，犚状态节点的状态取值分别为（１，０，０，
０）Ｔ，（０，１，０，０）Ｔ，（０，０，１，０）Ｔ，（０，０，０，１）Ｔ．节点的
状态变量是离散形随机变量，因而节点在狋时刻属
于某一状态的概率可表示为该种状态的数学期望，
如式（７）所示．

狆犛犻（狋）＝犈（狊犛犻（狋））＝１犖∑
犖

犻＝１
狊犛犻（狋）

狆犐犃犻（狋）＝犈（狊犐犃犻（狋））＝１犖∑
犖

犻＝１
狊犐犃犻（狋）

狆犐犅犻（狋）＝犈（狊犐犅犻（狋））＝１犖∑
犖

犻＝１
狊犐犅犻（狋）

狆犚犻（狋）＝犈（狊犚犻（狋））＝１犖∑
犖

犻＝１
狊犚犻（狋

烅

烄

烆 ）

（７）

式（７）中，狆犛犻（狋），狆犐犃犻（狋），狆犐犅犻（狋），狆犚犻（狋）分别表示
狋时刻节点犻属于犛，犐犃，犐犅，犚状态的概率，一个节点
在某一时刻一定属于四种状态中的其中一种，因此，
一定满足概率的规范性和可列可加性，即狆犛犻（狋）＋
狆犐犃犻（狋）＋狆犐犅犻（狋）＋狆犚犻（狋）＝１．

根据转移概率矩阵犘，结合式（７）可得到信息传
播概率模型，如式（８）所示．

狆犛犻（狋＋１）＝狆犛犻（狋）［（１－λ１）∑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犃犼（狋）
＋

　　　　　（１－λ２）∑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犅犼（狋）
－１］

狆犐犃犻（狋＋１）＝［１－（１－λ１）∑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犃
犼（狋）］狆犛犻（狋）＋

　　　　　［１－（１－θ２）∑犱犻犼狆
犐犃
犻（狋）］狆犐犅犻（狋）－

　　　　　［１－（１－θ１）∑犱犻犼狆
犐犅
犻（狋）］狆犐犃犻（狋）－δ１狆犐犃（狋）犻 （狋）

狆犐犅犻（狋＋１）＝［１－（１－λ２）∑
犖

犼＝１
犱犻犼狆

犐犅犼（狋）］狆犛犻（狋）＋
　　　　　［１－（１－θ１）∑犱犻犼狆

犐犅
犻（狋）］狆犐犃犻（狋）－

　　　　　［１－（１－θ２）∑犱犻犼狆犐犃
（狋）

犻 ］狆犐犅犻（狋）－δ２狆犐犅犻（狋）
狆犚犻（狋＋１）＝δ１狆犐犃犻（狋）＋δ２狆犐犅犻（狋

烅

烄

烆 ）
（８）

式（８）中，犱犻犼为网络节点邻接矩阵犇中第犻行
第犼列的取值．

假设在线社交网络是一个封闭网络，信息在网
络中产生，而且仅在该网络中传播，期间网络上节点
总量犖是稳定的，每个时刻变化的是网络中各种状
态类型节点所占的比例．狋时刻网络中犛，犐犃，犐犅，犚
状态节点的数量分别为犛（狋），犐犃（狋），犐犅（狋），犚（狋）．根
据平均场理论，信息传播模型在在线社交网络中传
播演化过程可表示成微分方程组如式（９）所示．
犱犛（狋）
犱狋＝－λ１ 犐犃（狋）

犛（狋）＋犐犃（狋）犛（狋）－λ２
犐犅（狋）

犛（狋）＋犐犅（狋）犛（狋）

犱犐犃（狋）
犱狋＝λ１ 犐犃（狋）

犛（狋）＋犐犃（狋）犛（狋）＋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

　　　　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δ１犐犃（狋）

犱犐犅（狋）
犱狋＝λ２ 犐犅（狋）

犛（狋）＋犐犅（狋）犛（狋）＋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

　　　　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δ２犐犅（狋）

犱犚（狋）
犱狋＝δ１犐犃（狋）＋δ２犐犅（狋

烅

烄

烆 ）
（９）

由式（９）易知，犃，犅信息的竞争置换关系主要体
现在犱犐犃（狋）犱狋，犱犐犅（狋）犱狋等式右端的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

和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项上．令

犳（狋）＝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

＝（θ１－θ２）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犐犅（狋） （１０）

由于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犐犅（狋）＞０，存在如下三种竞争关系：
（１）当θ１＞θ２时，犳（狋）＞０，犐Ｂ置换犐犃状态节点的

速度大于犐犃置换犐Ｂ状态节点的速度，犅信息处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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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系统抑制犃信息的传播；
（２）当θ１＜θ２时，犳（狋）＜０，同理可知，犃信息处

于竞争优势，系统抑制犅信息的传播；
（３）当θ１＝θ２时，犳（狋）＝０，犃，犅信息竞争力相

同，处于暂时平衡状态．
３４　稳定性分析

所谓模型稳定性，是指系统受到的扰动作用消
除后，经过一段过渡过程以后能否回到原来的平衡
状态或足够准确地返回到之前的平衡态．判定模型
稳定性最常用的方法是Ｒｏｕｔｈ稳定性判据［４２］，它给
出了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对于信息传播模型微分方程组式（９），将四个方
程两端分别相加，得

犱（犛（狋）＋犐犃（狋）＋犐犅（狋）＋犚（狋））
犱狋 ＝０（１１）

模型满足犛（狋）＋犐犃（狋）＋犐犅（狋）＋犚（狋）＝犖（常数）．
由于式（９）中前三个方程中不含犚，故只需讨论

前三个方程，即
犱犛
犱狋＝－λ１

犐犃（狋）
犛（狋）＋犐犃（狋）犛（狋）－λ２

犐犅（狋）
犛（狋）＋犐犅（狋）犛（狋）

犱犐犃
犱狋＝λ１

犐犃（狋）
犛（狋）＋犐犃（狋）犛（狋）＋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

　　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δ１犐犃（狋）

犱犐犅
犱狋＝λ２

犐犅（狋）
犛（狋）＋犐犅（狋）犛（狋）＋θ１

犐犅（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犃（狋）－

　　θ２ 犐犃（狋）
犐犃（狋）＋犐犅（狋）犐犅（狋）－δ２犐犅（狋

烅

烄

烆 ）
（１２）

假设在狋时刻网络达到平衡点，那么网络将处
于平衡态，因此有

犱犛（狋）
犱狋＝０

犱犐犃（狋）
犱狋＝０

犱犐犅（狋）
犱狋

烅

烄

烆 ＝０

（１３）

用犘（犽）表示在线社交网络的度分布函数，该分
布函数表示选定一个节点，其度值恰好为犽的概率，
也就是该节点恰有犽条边连接的概率．

设平衡点犈＝（犛，犐犃，犐犅）Ｔ，可以得到方程组的
三个解犈０，犈狀，犈狋，这三个解都是信息传播模型的平
衡点，犈０，犈狀，犈狋的具体表示分别为：

（１）犈０＝（１，０，０）Ｔ，初始状态，无信息传播时的
平衡点；

（２）犈狀＝０， δ２
犘（犽）（θ１－θ２），

δ１
犘（犽）（θ２－θ１（ ））Ｔ

，终
止状态，信息已经传遍整个网络后的平衡点；

（３）当δ２δ１＝
λ２
λ１时，犈狋＝犮

θ１－θ２
λ１
－λ２λ１

烄

烆

烌

烎１

＋
δ１

犘（犽）λ１
烄

烆

烌

烎
０
０

，

表示信息在竞争传播过程中，系统达到暂时稳定状
态的平衡点．

定理．　当犚０＜１时，平衡点犈０＝（１，０，０）Ｔ是
全局渐近稳定的．

证明．　在平衡点犈０＝（１，０，０）Ｔ处，犑（犈０）为

犑（犈０）＝
０－μ１ －μ２
０μ１－δ１ ０
０ ０ μ２－δ

熿

燀

燄

燅２
（１４）

设矩阵的特征多项式为
犿３狉３＋犿２狉２＋犿１狉＋犿０＝０ （１５）

求解式（１４）犑（犈０）的特征多项式．

狉犐－犑（犈０）＝
狉 μ１ μ２
０狉－μ１＋δ１ ０
０ ０ 狉－μ２＋δ２

＝狉（狉－μ１＋δ１）（狉－μ２＋δ２）＝０（１６）
解得

犿３＝１
犿２＝δ１＋δ２－μ１－μ２
犿１＝（δ１－μ１）（δ２－μ２）
犿０
烅
烄

烆＝０

（１７）

构造出在犈０点处的Ｒｏｕｔｈ阵列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犈０点处的犚狅狌狋犺阵列表

阶数 第一列系数 第二列系数
狉３ １ （δ１－μ１）（δ２－μ２）
狉２ δ１＋δ２－μ１－μ２ ０
狉１ （δ１－μ１）（δ２－μ２） ０
狉０ （δ１－μ１）（δ２－μ２） ０

根据ＲｏｕｔｈＨｕｒｗｉｔｚ稳定性判据，只有当阵列
表中第一列系数均为正实数，系统才稳定．即

δ１－μ１＝δ１－λ１犘（犽）＞０
δ２－μ２＝δ２－λ２犘（犽）＞烅烄烆 ０ （１８）

经整理可得
λ１犘（犽）
δ１ ＜１

λ２犘（犽）
δ２ ＜

烅
烄

烆 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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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当犚０＝λ１犘（犽）δ１ ＜１，犚０＝λ２犘（犽）δ２ ＜１
时，犈０平衡点才是稳定的，即模型处于信息无法传
播的问题态，犃信息和犅信息所覆盖的节点数量均
为零．为了使信息能够在网络上传播扩散，仿真实验
部分的参数设定必须满足λ１δ１＞

１
犘（犽），

λ２
δ２＞

１
犘（犽）条

件，犃，犅信息才会在网络上传播，系统最终达到一
个非零平衡点，使网络重新达到稳定态．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数值模拟

在网络系统中，未传播任何信息的犛状态节
点，要转化为传播信息的犐犃或犐犅状态节点，与两个
因素有关．一是传播率λ１，λ２，体现了人们主动传播
信息的意愿大小；二是网络拓扑结构，即犛状态节
点的邻居节点中存在犐犃或犐犅状态节点的数量，体现
了可能接收到信息的路径多寡．为了观察这两个因
素对节点状态转化的影响，根据式（６）转移概率矩
阵犘，考虑某个犛状态节点同时存在狀犪个犐犃状态、
狀犫个犐犅状态的邻居节点，以λ１为横轴、λ２为纵轴，以
犛状态节点成功接收到某一类型信息导致状态转移
的概率为竖轴，绘制了犛状态节点转移概率随λ１，
λ２，狀犪，狀犫的变化关系图，其中狀犪，狀犫分别取（１，１），
（５，５），（１０，２），（２，１０），（０，５），（５，０），结果如图４
所示．

由图４（ａ）、（ｂ）可见，转移概率随λ１，λ２的增加
呈线性增长，随狀犪，狀犫的增加呈指数快速增长，如
λ１＞λ２时，节点向犐犃状态转移，反之，向犐犅状态转
移．由图４（ｃ）、（ｄ）容易看出，邻居节点的数量可大
大提高转移概率的权重，在狀犪＝１０，狀犫＝２情形下，犛
状态节点向犐犃状态转移的概率很快达到１．说明在
信息传播率一定的情况下，只要邻居节点中的处于
信息传播状态的节点足够多时，那么该节点状态转
移可看成是必然事件．当节点只接触到某一种信息，
即λ１＝０或λ２＝０时，模型退化为传统ＳＩＲ模型，节
点只向接触到的这种类型信息的节点状态转变，如
图４（ｅ）、（ｆ）所示．

系统中相邻节点处于不同信息传播状态时，比
如一对邻居节点中其中一个节点处于犐犃状态，另一
个节点处于犐犅状态，此时必将引起信息竞争，双方
都希望用自身获取的信息去覆盖对方节点，驱赶对
方原有信息．这种竞争力度的大小与信息置换率θ１，
θ２和网络结构有关，在考虑邻居节点狀犪，狀犫的情形
下，狀犪，狀犫分别取（１，１），（５，５），（１０，２），（２，１０），

图４　犛状态节点转移概率随λ１，λ２，狀犪，狀犫的变化趋势
（０，５），（５，０），以θ１为横轴、θ２纵轴、狆２３与狆３２之差的
绝对值为竖轴绘图，体现出的相对变化关系如图５
所示．

由图５（ａ）、（ｂ）可见，节点在信息竞争中向对方
状态转移的概率随θ１，θ２的增加呈线性增长，随狀犪，
狀犫的增加呈指数快速增长．从图５（ｃ）、（ｄ）可以看
出，网络结构对节点间的竞争关系影响重大，在
狀犪＝１０，狀犫＝２情形下，竞争使节点转移到犐犃状态的
概率远高于转移到犐犅状态的概率．说明在在线社交
网络中，意见领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意见领袖
有众多追随者和模仿者，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
会受到追随者的追捧，大多数民众都是从意见领袖
处得到新闻消息．如果想要这些普通民众态度和行
为发生预期改变，就可以利用意见领袖对信息进行
详细的解释、评价，随后对普通受众进行导向和指
点．当网络某种信息占有绝对优势时，信息竞争行为
消失，即θ１＝０或θ２＝０，传播节点将快速向某一种
状态单方向转化，整个网络舆论迅速统一，如图５
（ｅ）、（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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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传播节点的竞争转移概率变化趋势
传播节点在受信息竞争影响的同时，也受节点

本身信息遗弃率δ１，δ２的影响．比如一个犐犃状态节
点受竞争影响可能转化为犐犅状态，也可能受遗忘效
应的影响转化为犚状态．对于犐犃状态节点，将θ１视
为横轴、δ１为纵轴、节点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为竖轴
绘图，这种节点状态转移变化关系如图６所示，对于
犐犅状态节点具有相似的变化关系．

图６　传播节点竞争转移和遗弃转移的变化趋势

由图６可见，一个犐犃状态传播节点转化为犚状
态的概率与遗弃率δ１呈线性关系；转化为犐犅状态的
概率与置换率θ１呈指数关系，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受
到网络结构的影响．当δ１，θ１两者都比较小时，节点
保持原有状态，不进行转化．传播节点以遗弃率为概
率从传播状态转化为犚状态，一旦转化为犚状态后
就不再参与信息竞争．因此，在仿真实验中，对于一
个传播节点转化规则设置，需先判断遗弃转化条件
是否成立，后判断竞争转化条件是否成立．
４２　仿真与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的网络结构对竞争性信息传播过程
的空间影响因素，分别选取ＷＳ网络和ＢＡ网络作
为信息传播实验的网络环境．实验中具有许多随机
过程，因此对每项实验均独立进行１００次，然后对实
验数据求和取平均值，这样能有效避免意外的随机
结果对整个实验结果产生的影响．根据大数定律和
中心极限定理可知，当实验次数越多时，计算结果就
会越接近正确值，但是，综合考虑实验计算成本和精
度要求，我们权衡后认为取１００次实验数据较为合
理．当然，如有必要可根据实验结果估算数据的收敛
程度，进而推断出误差水平．利用计算机伪随机数机
制，开展不同次数的仿真实验，对结果数据进行统
计，绘制成实验误差对比分析图，如图７所示．由图
可见，实验进行１００次之后误差方差接近于零，近似
程度高，可以取得较好的实验效果．

图７　实验误差对比分析图

４．２．１　实验网络环境构建
ＷＳ网络模型用来生成现实世界的人际网络或

社交网络的一些特征，此类网络中每对节点间平均
距离非常短，同时又具有较高的聚类系数．ＷＳ网络
构建如算法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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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１．　ＷＳ网络构建算法伪代码．
输入：初始化图：犵狉犪狆犺

选择重连的边数：狉犲犆狅狀犈犱犵犲犖狌犿
选择重连的概率：狉犲犆狅狀＿狆

输出：ＷＳ网络图狑狊犌狉犪狆犺
狑狊犌狉犪狆犺＝犵狉犪狆犺／／ｉｎｉｔｔｈｅ狑狊犌狉犪狆犺
ＦＯＲＥＡＣＨ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ＩＮ狑狊犌狉犪狆犺
ＦＯＲ犻＝１ＴＯ狉犲犆狅狀犈犱犵犲犖狌犿
犔犻狀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狀狅犱犲（犻））

ＦＯＲＥＡＣＨ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ＩＮ狑狊犌狉犪狆犺
ＦＯＲ犻＝１ＴＯ狉犲犆狅狀犈犱犵犲犖狌犿
狉犪狀犱狆＝犵犲狋犚犪狀犱狅犿（０，１）
ＩＦ狉犪狀犱狆＜狉犲犆狅狀＿狆ＴＨＥＮ
犇犲犾犔犻狀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狀狅犱犲（犻））
狀犲狑犖狅犱犲＝
犵犲狋犖狅犱犲犉狉狅犿犝狀犔犻狀犽犲犱（狌狀犾犻狀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
犔犻狀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狀犲狑犖狅犱犲）

真实的在线社交网络节点数以亿计，无法构建
如此大规模的仿真网络进行模拟，但是，刻画复杂网
络拓扑特征的主要指标有平均路径长度、全局效率、
度分布、度相关性和平均聚类系数，这些指标均剔除
了网络节点绝对数量大小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
犖＝５０００个节点组成的最近邻耦合网络，网络中每
个节点都与其左右相邻的狉犲犆狅狀犈犱犵犲犖狌犿＝４０个
节点相连，然后以固定概率狉犲犆狅狀＿狆＝０．６进行重
连每条边，构成了ＷＳ网络．该网络的度分布呈现以
重连边数为中心的钟形正态分布，如图８所示．

图８　ＷＳ网络度分布
ＷＳ网络属于均匀网络，但现实中大多数网络都

是非均匀网络，它们的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犘（犽）～
α犽－γ，γ为常量，一般２＜γ３，这种网络就称为ＢＡ
网络．此种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异质性，网络中大部
分节点只与很少的其他节点相连接，而只有小部分
节点与非常多的其他节点相连接，网络的平均路径
长度较小，聚类系数也较小．ＢＡ网络构建算法如算
法２所示．

算法２．　ＢＡ网络构建算法伪代码．
输入：初始化图：犵狉犪狆犺

初始节点数量：犻狀犻狋犖狅犱犲犖狌犿
每次新加入节点的连接数：狀犲狑犔犻狀犽狊

输出：无标度网络图犫犪犌狉犪狆犺
犫犪犌狉犪狆犺＝犵狉犪狆犺　／／ｉｎｉｔｔｈｅ犫犪犌狉犪狆犺
狆犞犲犮＝｛｝，狀狅犱犲犞犲犮＝｛｝
ＦＯＲＥＡＣＨ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ＩＮ犻狀犻狋犖狅犱犲狊
ＦＯＲ犻＝１ＴＯ犻狀犻狋犖狅犱犲犖狌犿－１
犔犻狀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狀狅犱犲（犻））
狀狅犱犲犞犲犮．犪犱犱（犮狌狉狉犲狀狋＿狀狅犱犲）

ＤＯ
狀犲狑犖狅犱犲＝犮狉犲犪狋犲犖狅犱犲（）
ＦＯＲ犻＝１ＴＯ狀狅犱犲犞犲犮．犾犲狀
狆犞犲犮［犻］＝狀狅犱犲犞犲犮［犻］．犱犲犵狉犲犲／狋狅狋犪犾犇犲犵狉犲犲
ＦＯＲ犼＝１ＴＯ狀犲狑犔犻狀犽狊
狉犪狀犱狆＝犵犲狋犚犪狀犱狅犿（０，１）
ＦＯＲ犽＝１ＴＯ狀狅犱犲犞犲犮．犾犲狀
狆＝犫犪狊犲狆＋狆犞犲犮［犼］　／／ｂａｓｅｐ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Ｆ狉犪狀犱狆＜狆ＴＨＥＮ
犔犻狀犽（狀犲狑犖狅犱犲，狀狅犱犲犞犲犮［犼］）
狀狅犱犲犞犲犮．犪犱犱（狀犲狑犖狅犱犲）
狋狅狋犪犾犇犲犵狉犲犲＝狋狅狋犪犾犇犲犵狉犲犲＋２狀犲狑犔犻狀犽狊

ＷＨＩＬＥ狀狅犱犲犞犲犮．犾犲狀＜犖
实验中首先给定犻狀犻狋犖狅犱犲犖狌犿＝４０个节点组

成的最近邻耦合网络，然后每次加入一个新节点，新
节点通过狀犲狑犔犻狀犽狊＝３０条新加入的边与网络中已
有节点相连，新加入节点与已存在节点相连接的概
率正比于已有节点的度．网络构建完成后，对节点度
进行统计，发现该网络的度分布呈现以犘（犽）～
２０犽－３幂律分布，如图９所示．

图９　ＢＡ网络度分布

４．２．２　传播过程分析
传播实验参数取值如表２所示．

１５８１１０期 刘小洋等：在线社交网络的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研究



表２　实验参数表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设定值
λ１ 信息犃的传播率 ０．３　
λ２ 信息犅的传播率 ０．４
θ１ 信息犅对信息犃的置换率 ０．６
θ２ 信息犃对信息犅的置换率 ０．４
δ１ 信息犃的遗弃率 ０．０５
δ２ 信息犅的遗弃率 ０．０５
狋犪 信息犃的发布时间 ０
狋犫 信息犅的发布时间 ５
犽犪 信息犃的发布节点度 随机
犽犫 信息犅的发布节点度 随机

首先在ＢＡ网络上开展模拟传播实验，设定犃
信息先发布，犅信息后发布，时间差为５个时间步，
两种类型信息都是单源发布，即初始信息发布只有
一个节点，发布节点为随机选择．根据设定的实验参
数，犅信息强度大于犃信息，其目的是观察强度更
大的犅信息能否在竞争中覆盖掉犃信息．信息传播
过程仿真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ＷＳ网络上的竞争传播过程

由图１０可见，在狋＝０时发布犃信息，该信息在
网络中迅速扩散传播，被犃信息覆盖的节点数峰值
高达４５４１人，覆盖率为９１％；在狋＝５时发布犅信
息，犅信息在接下来的６个时间步内与犃信息竞争
剧烈；在狋＝１１时，网络上犅信息占绝对优势，覆盖
率为８６％，对犃信息的传播扩散进行了有效抑制和
替代．

为了考察犃，犅信息竞争中相互置换对方的剧
烈程度，统计每一个时间步内犐犃，犐犅节点向对方状
态转化的数量，绘制成图１１．图中犅信息发布后经
过一个时间步的扩散传播后，随即开始大规模置换
犃信息，在狋＝７时达到峰值，之后由于ＷＳ网络度
的均匀性，犅信息无法在短的时间内传播到达剩余
的其它节点，所以置换的速度下降，直至狋＝１３时，
才达到一个暂时稳定状态．从图１１中可见，两条曲
线最终重合在一起，说明在狋＝１３处是一个全局平

衡点，可使网络达到稳定状态．

图１１　ＷＳ网络上犃，犅信息竞争置换演化过程
在ＢＡ网络上开展类似实验，目的是为了观察

传播过程和效果与在ＷＳ网络上有何不同，验证不
同网络结构对传播过程的影响．实验参数取值与
ＷＳ网络相同，传播过程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ＢＡ网络上的竞争传播过程

图１３　ＢＡ网络上犃，犅信息竞争置换演化过程

由图１２可见，ＢＡ网络上犅信息对犃信息置换
的强度更大，速度更快，在狋＝９时，犅信息覆盖了网
络的绝大部分，达到一个近似稳定的状态．用同样的
方法统计每一个时间步内犐犃，犐犅节点向对方状态转
化的数量，绘制成图１３．由图１３可见，在狋＝５时发
布犅信息后，只用３个时间步就完成了几乎所有犃

２５８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信息节点的置换．说明在ＢＡ网络上，信息十分活
跃，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引起
的．一是ＢＡ网络与同等规模的ＷＳ网络相比，具有
更小的平均路径长度；二是ＢＡ网络具有异质性，节
点度分布严重的不均匀．更具体地说，是因为网络中存
在意见领袖节点，这些节点发挥了中介功能，对大众传
播的信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进行传播与扩散．
４．２．３　信息发布节点的度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节点的度在在线社交网络中是反映用户好友的
数量，对于不同的复杂网络结构，网络中都有不同的
节点度分布，选定不同度数的节点作为发布犅信息
的起始节点，即犅信息的种子节点，对竞争性信息
传播过程有着重要影响．

在ＷＳ网络上，实验中分别选取节点度犽∈
［１５，２５），［２５，３５），［３５，４５），［４５，５５），［５５，６５］五个
区间的节点作为犅信息的种子节点，其传播效果如
图１４所示，虚线为犐犪状态节点随时间狋的变化情
况，实线为犐犫状态节点随时间狋的变化情况．

图１４　ＷＳ网络上不同节点发布犅信息的效果图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犅信息发布后与犃信息

的竞争置换情况，取狋∈［５，９］作为横轴，在不同度
数的节点发布犅信息时，犅信息覆盖的犐犫节点数量
为纵轴绘制折线图，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ＷＳ网络上不同节点发布犅信息的局部效果图

由图１５可见，ＷＳ网络上选择不同节点发布犅
信息时，对犅信息的传播以及对犃信息的抑制效果
差别不大．主要原因是因为ＷＳ网络属于均匀网络，
其节点度服从近似正态分布，本实验网络的平均节
点度为４０，分散在犽∈［２３，５８］的区间上，节点度的
变化范围很小．因此，在ＷＳ网络上，发布犅信息的
种子节点可任意选择，对最终传播和竞争效果差别
Ｌ影响不大．

用同样的方法在ＢＡ网络上进行仿真实验，
发布犅信息的种子节点分别在度为犽∈［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的五
个区间上选取，其传播效果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ＢＡ网络上不同节点发布犅信息的效果图

同样取狋∈［５，９］作为横轴，犐犫节点数量为纵轴
绘制折线图，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ＢＡ网络上不同节点发布犅信息的局部效果图

由图１７可见，在５个节点度数区间上选择不同
节点发布犅信息时，由于区间步长较大，造成犅信
息的传播效果以及对犃信息的抑制效果差异显著．
度数越大，犅信息的传播扩散速度越快，对犃信息
的置换强度越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犅信息发布后
的一个时间步时最为明显．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差
异性，统计狋＝６时犅信息覆盖的节点数量，以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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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度为横坐标、犐犅节点数为纵坐标绘制直方图，如
图１８所示．当犽∈［０，１００）时，种子节点多为网络边
缘节点，邻居节点少，传播速度慢，狋＝６时犅信息所
覆盖的节点数量仅为１６９５个，占总节点数的３４％；
当犽∈［１００，２００）时，传播速度明显加快，犅信息覆
盖的节点数量为２９６８个，达５９％；当犽２００时，此
时远远大于网络平均节点度（平均度为３０），传播扩
散和置换犃信息的速度几乎达到了上限．当犽２００
时，在犽∈［２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这３个
区间上差异并不大．所以，在本实验网络中，当犽
２００的节点都可认为是意见领袖节点，这些节点对
信息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

图１８　ＢＡ网络上犐犫状态节点统计图（狋＝６）

４．２．４　置换率对竞争过程的影响
一种信息之所以能抑制另一种信息的传播，主

要是由于二者置换率不同造成的，置换率是决定竞
争进程及竞争结果的关键指标．本实验中分别取θ１
＝０．４５，０．５０，０．５５，０．６，０．６５进行仿真，以犅信息
对犃信息的置换率θ１为横坐标，网络进入稳定状态
时犐犪节点数量为纵坐标绘制了θ１对犐犪影响的关系
图，如图１９所示．以θ１为横坐标、犐犫状态节点数量为
纵坐标绘制了θ１对犐犫影响关系图，如图２０所示．

图１９　置换率θ１对犃信息传播的影响

图２０　置换率θ１对犅信息传播的影响

由图１９、图２０可见，当θ１＝０．４５时，网络上犅
信息竞争失败，稳定状态下犃，犅信息所覆盖的节点
数量仅由犃信息的传播结果决定；当θ１＝０．５时，系
统稳定后在ＷＳ网络和ＢＡ网络中犐犪节点残留分别
为１３９８个和４８１个，犐犫节点分别为３５７２个和４４８９
个；当θ１０．５５时，有着类似的差异特征，ＷＳ网络
中犐犪节点占网络总节点数量的９９％，而ＢＡ网络上
为８３％．说明在置换率相同的前提下，ＷＳ网络上犅
信息对犃信息的置换更加彻底，将犃信息的覆盖面
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范围；而ＢＡ网络上存在较多
的边缘节点，这些节点的邻居节点非常少，传播路径
长，所以很难彻底抑制犃信息的传播扩散．从最终
竞争的效果来看，ＷＳ网络更加具有优势．
４３　实证对比与结果分析

社交网络结构分析：真实的在线社交网络节点
规模庞大、网络结构复杂、用户行为多样，属于大规
模复杂网络．目前，国内外学者正对其进行深入研
究，比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中
的“社交网络分析与网络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和
“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分析与挖掘”项目，一年一度的
全国复杂网络大会（ＣＣＣＮ），２０１８年成立的计算机
传播学会等都对其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最新的
研究成果来看，在线社交网络是由链结构、圈结构、
星结构和团结构四种简单网络复合而成，构成关系
如图２１所示．

实验目的：考察本文模型仿真结果数据与在线
社交网络上真实事件传播统计数据之间的拟合情
况，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实验思想：现阶段无法依据真实社交网络拓扑
结构来构建实验网络，只能根据社交网络的主要特
征（忽略次要因素）生成一个小规模的规则网络去近
似在线社交网络，在近似网络上开展研究和实验工
作，最后将实验结果与真实的在线社交网络上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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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复杂网络构成图
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检验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是
否正确．

实验步骤：（１）从不同的数据平台（百度指数和
新榜数据平台）提取多个不同类别事件的社交网络
信息传播数据；（２）在４．２节模拟实验的实验结果
基础上，选择ＷＳ网络作为本节实验的基础网络，运
用模型竞争传播算法模拟信息传播过程，得到实验
仿真数据；（３）将两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在
同一坐标系下作图，定性分析二者之间的拟合情况；
（４）用数理统计方法考察仿真数据与真实数据之间
的相似性和相关程度，以及误差波动水平，以达到定
量分析的目的；（５）根据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对
模型作出综合评价．

可行性分析：在线社交网络虽然结构复杂，但只
要有足够的实时处理能力和运算能力，仍然可以抓
取和统计网络中真实传播数据．选取网络中不同类
别热点事件可看作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样本，每一
个样本值（即每一个事件传播数据）又是数以百万计
的用户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位用户是否传播
信息受其自身的随机因素综合影响．由此可知，样本
值必然服从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具有统计规
律性和代表性．因此，把模型仿真结果数据与网络真

实统计数据进行比对，分析二者之间的近似程度和
误差范围，即可衡量模型是否与客观传播规律相符，
进而检验模型是否正确和有效．

根据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日真实发生的“宝马男砍人
反被杀”热点事件，收集对应的社交媒体传播数据，
开展实证对比实验，与模型仿真结果数据进行比对．

“宝马男砍人反被杀”事件：８月２７日晚，×市发
生一起持刀砍人案件，“宝马男”从车中拿出长刀砍
向骑车男子，不慎长刀掉落被骑车男子捡起，骑车男
子持刀还击将“宝马男”杀害．当时有律师表示砍人
者涉嫌故意伤害罪，也有大部分人认为应当属于正
当防卫．随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百度平
台等社交媒体热搜榜首．经过相关部门的缜密侦办，
最终砍人者被定性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百度指数（ｈｔｔｐ：／／ｉｎｄｅｘ．ｂａｉｄｕ．ｃｏｍ）是以百度
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享平台，可以研
究关键词关注趋势、监测媒体舆情趋势．根据百度指
数平台对“宝马男砍人反被杀”事件传播监测统计结
果显示，事件信息可分为两类，一是事件本身是否属
于正当防卫的讨论，可视为犃信息；二是司法机关
最终定性为正当防卫，可视为犅信息．这两类信息
的每日搜索指数如表３和图２２所示．
表３　“宝马男砍人反被杀”事件信息的百度搜索指数

日期 犃信息指数 犅信息指数
２０１８／８／２７ 　９２１ 　　７１
２０１８／８／２８ １１８９７ １４３
２０１８／８／２９ ２３５７３ １４７６
２０１８／８／３０ １２３０１ ９８３５
２０１８／８／３１ ６２０４ １４４９１
２０１８／９／１ ５４８７ ９０４５
２０１８／９／２ ２８８０ ７９６９
２０１８／９／３ １５９０ ５１３１
２０１８／９／４ １１３８ ３５６７
２０１８／９／５ ９７９ ２１９１
２０１８／９／６ １０９４ １７６８
２０１８／９／７ ９７４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８／９／８ ７６３ ２０４６
２０１８／９／９ ８５２ １１２８
２０１８／９／１０ ６８４ ９５５
２０１８／９／１１ ６４０ ７４９
２０１８／９／１２ ５６７ ６０１

注：数据取自ｈｔｔｐ：／／ｉｎｄｅｘ．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在传播模型仿真实验中，实验初始参数λ１＝
０．２，λ２＝０．３，δ１＝０．０５，δ２＝０．４５，待犅信息发布
后，由于民众对犃信息关注度下降，犃信息的遗弃
率δ１上升为０．５，其它参数取值如表４所示，开展实
证对比实验，将仿真结果数据和真实统计数据进行
归一化处理，绘制成对比分析图，如图２３所示．

５５８１１０期 刘小洋等：在线社交网络的竞争性非线性动力学信息传播模型研究



图２２　“宝马男砍人反被杀”信息传播过程图
表４　典型热点事件信息表

编号 类别 信息名称 阅读量峰值
事件一国际 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２０５８８２８

朝美未达成任何协议 ９９３３１５
事件二科技 三星发布折叠屏手机ＧａｌａｘｙＦｏｌｄ ９８２３５４９

华为发布折叠屏手机ＭａｔｅＸ １７９９９４０５
事件三商业 椰树椰汁涉嫌虚假宣传 ３０４９２０９

徐冬冬澄清 １６１１８７
事件四文化《流浪地球》电影好评 ２１０１４８１

《流浪地球》遭质疑 １５６１０９５
事件五教育ＸＸ演员学术造假 ７３１１５９

ＸＸ演员公开致歉 ２０５０４８２
事件六社会ＸＸ大学博士失联 １９７６２７９

ＸＸ大学博士遇难 １３１６７２３
事件七法治 制止侵害被拘案讨论 ６８５５４８

定性为见义勇为不起诉 １２６１３４２
事件八娱乐 ××名星消失的１００多天 １１１０４５４

税务部门公布处罚决定 ２５８０７４９
注：数据取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ｒａｎｋ．ｃｎ．

图２３　“宝马男砍人反被杀”信息传播数据对比图

　　从图２３可看出，模型仿真数据与真实统计数据
变化趋势吻合程度高，拟合性能好，较为准确地刻画
了竞争性信息传播的过程．初期犃信息在网络中大
范围内传播扩散，几乎引发全民讨论，随后由于犅
信息的发布，即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定性结果和通报，
导致犃信息的传播趋势逆转，民众讨论和议论的热
情下降，统一了在线社交网络舆论．最后该事件作为
司法经典案例定格在人们心中，受网络中其它新闻

热点事件的冲击而逐渐被人们遗弃，信息传播过程
结束．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鲁棒性和适用性，根据
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选取八条不同领域的典型事
件，利用新榜数据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ｒａｎｋ．ｃｎ，
移动端全平台内容数据服务商）提供的在线社交媒
体传播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实验．典型事件信息名称、
类别及峰值阅读量如表４所示．

将实证数据和仿真数据归一化处理后，绘制成
对比分析图，如图２４所示．

图２４中虚线为网络上信息传播的真实统计数
据，实线为实验仿真结果数据，可直观看到两者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拟合度好．接下来，再进行定量对比
分析，用狔表示实证数据、狔′表示仿真数据，将两组
数据逐点取出，用式（２０）、（２１）分别计算每一组传播
过程数据的余弦相似度和相关系数指标．

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
∑
２０

０
（狔犻×狔′犻）

∑
２０

０
狔２槡犻 ∑

２０

０
（狔′犻）槡２

（２０）

ρ狔，狔′＝
∑
２０

０
（狔犻－狔－）（狔′犻－狔－′）

∑
２０

０
（狔犻－狔－）槡 ２∑

２０

０
（狔′犻－狔－′）槡 ２

（２１）

余弦相似度是采用统计方法计算两组数据归一
化后的相近程度；相关系数是考察两组数据之间的
相互关系、相关方向及线性相关程度．经计算，这两
项指标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对比实验结果数据表
事件编号 相似度 相关系数
事件一 ０．８９９２ ０．８７１６
事件二 ０．９１３８ ０．８８７４
事件三 ０．９００７ ０．８８５５
事件四 ０．９３００ ０．８５０２
事件五 ０．８８３０ ０．８４７８
事件六 ０．９４７２ ０．９２５５
事件七 ０．８４６９ ０．８２７４
事件八 ０．９２６７ ０．８９２６

由表５可见，仿真结果与真实数据的吻合程度
高，相似度和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８４和０．８２以上．
为了更进一步观察真实统计数据与仿真结果数据之
间的偏离程度，以时间序列为横坐标、以真实数据与
仿真数据的差值为纵坐标，绘制了误差波动曲线，如
图２５所示．

由图２５所见，数据偏差范围一般在正负０．２以
内，最大值不超过正负０．４，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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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典型事件信息传播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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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仿真与实证数据误差图

在线社交网络并非真正的自治系统，或多或少会受
到外界影响，比如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人际传播等．

根据以上两个取自不同平台、不同事件的统计
数据与仿真实验数据对比分析的结果来看，发现在
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我们提出的模型较为准确地
模拟了真实事件的传播过程，体现了网络中两种不
同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关系．实验中无论犃信息扩
散的范围大小如何，犅信息都能及时有效地抑制犃
信息进一步地扩散和传播．所以，该模型在社会舆情
管控和商品推广宣传工作中，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和应用价值．

５　结　论
本文首先对在线社交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的竞

争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证明其网络节点状态
具有马尔可夫性，并推导出节点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及其计算公式．然后根据节点间信息交互规则和竞
争机制，用概率的方法研究提出了节点状态转化的
信息传播模型，用统计方法研究提出了信息竞争的
非线性动力学传播模型，并求解了模型的平衡点并
证明其稳定性．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分析了模型
中参数之间的相对变化关系，通过仿真实验在ＷＳ
网络和ＢＡ网络上进行动态模拟信息竞争和传播过
程，通过实证对比实验对随机选定的典型热点事件
的传播过程进行比对分析．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我
们提出的竞争性信息传播模型是合理、有效的，为在
线社交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传播和网络
演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下一步将在信息技术公司提供的微博、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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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网站、博客、ＡＰＰ、论坛、百度贴吧、知乎、境外
中文媒体等脱敏原始数据上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利
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泛函进行目标函数构建、将目标函数
视为ＮＰｈａｒｄ问题进行求解；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在线社交网络上竞争性信息传播的理论．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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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ｓｓｉｍｕｌｔａ
ｎｅｏｕｓ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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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ｔｈｉ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
ｆｏｒｍ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ｉｍｅ．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ｓｐｒｅａ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ｅｄ
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ｕｓｅｒ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ｓｕｃ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ｙｐ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
ｒａｒｅｌ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ｅｎ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ｍａｔｕｒｅ，ｗｅｃａｎ’ｔ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ｉｍｐｌ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ｍｏｒ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ａ

ｗｉｄ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ｄｅｒｉｖｅ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ｏｄｅ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ｕｌｅｓ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ａ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ｐａｒｔ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７ＸＸＷ００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１５０１０６５），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Ｆｕ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６ＹＪＣ８６００１０），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７ＳＫＧ１４４），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ＫＪ１７０９２０６，
ＫＪＱＮ２０１８０１１０４），ｔｈ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ｓｔｃ２０１８ｊｓｃｘｍｓｙｂＸ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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