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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的研究多基于组合法，即先构造无标度特征再构造社区特征，或者先构造社区
特征再构造无标度特征．基于组合法的模型能生成令人满意的社区无标度网络，但是该方法需要满足社区大小相
等、社区特征和无标度特征间的顺序依赖等特定条件，而这些特定条件在真实网络的演化中往往并不存在．值得注
意的是，多数学者同意社区网络起源于网络节点之间的类别距离，如地理距离、兴趣距离、偏好距离等，但现有研究
尚未确证社区结构与类别距离之间的因果关系．针对组合法的缺点和社区特征起源的问题，该文建立了一个优化
模型，该模型以无标度属性为优化目标，以类别距离为约束条件．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揭示了类别距离与社区特征
间的因果关系，能生成多种参数下的社区无标度网络，更好地拟合了现实世界中的社区无标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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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实世界中复杂网络无处不在，如计算机网络、

社会网络、基因调控网络、通信网络等．当前的研究
结果表明，这些含义显著不同、形态迥异的网络具有
一些共有的特征（如小世界、无标度、社区结构），并
遵循着一些特定演化规则．为了解释这些特征背后
隐藏的机理，研究者们提出了数百种模型以刻画这
些网络特征．１９９８年Ｗａｔｔｓ和Ｓｔｒｏｇａｔｚ［１］提出小世
界模型来刻画现实世界中网络所具有的小世界效
应，即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最短距离和较大的聚集
系数．１９９９年Ｂａｒａｂｓｉ和Ａｌｂｅｒｔ［２］基于偏好依附机
制提出ＢＡ模型来解释网络中出现的“马太效应”，
即无标度特征；Ｋｕｍａｒ、Ｌｅｓｋｏｖｅｃ和Ｂｌｕｍ等人［３５］

还提出了偏好依附机制的变体模型———复制模型、
森林火灾模型、随机游走模型来解释无标度特征
的演化；Ｍｅｎｃｚｅｒ等人［６］基于链接的偏好性和内容
间的相似性提出Ｄｅｇｒｅ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混合模型来预
测文档网络的演化；Ｒｅｎ等人［７］依据老节点偏好依
附性和社团邻居依附性特征提出ＤＡＣ增长模型
（ＤｅｇｒｅｅＡｇ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ｑｕ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模拟具有高聚
集系数特征的引文网络的演化；Ｚｈｅｎｇ等人［８９］从演
化理论角度，提出优化模型以建模多特征的复杂网
络；Ｎｅｗｍａｎ等人［１０１２］的研究表明，现实世界中的网
络不仅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特性，还呈现出社区结
构特征．

社区结构的网络即社区网络，体现了中国的谚
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区网络的特征表现为
由多个分隔明显的子网络组成．在子网络内部的链
边比较紧密，而在子网络之间的链边则比较稀疏．在
这些网络中，节点所代表的个体因为兴趣、亲和力、
地域等的相似性而聚集成团［１０１１］．越来越多的真实

网络被发现不仅具有无标度特性，而且同时具有社
区特征①②［１３１５］，然而这样的网络是如何演化生成的
仍然没有一致答案．

当前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的主要采用组合法．
一种形式为先构造出无标度特征再构造社区特征．
例如先构造若干大小相同的无标度网络，再在这些
无标度网络之间随机添加少量的链边从而组合成一
个社区无标度网络．然而，该形式的组合法不仅要求
网络的各个无标度子网络的大小相同，而且要求幂
律指数也相同，否则网络的度分布将不满足幂律分
布［１４］．另一种形式为先构造出社区特征和再构造无
标度特征．例如先将节点划分到若干社区，再按照一
定的方式将网络的度分布连接为幂律分布特征．该
形式的组合法通常要求社区大小相等或者节点间的
链接概率必须满足一些严格的限制条件．此外，这两
种形式的组合法都暗示了社区特征和无标度特征之
间存在因果／顺序上的依赖关系，但是社区特征和无
标度特征是相互独立的［８９］，并不存在顺序／因果依
赖关系．由于组合法的诸多限制和网络特征间的依
赖关系，组合法往往无法反映真实网络的演化．值得
注意的是多数学者认为社区网络的形成起源于网络
中节点之间的类别距离，如物理距离、兴趣距离、偏
好距离等［１５１７］，但当前对社区网络的建模时并未考
虑类别距离，或者将类别距离混同于拓扑距离，因此
尚无研究确证类别距离与社区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

针对组合法存在的缺点和“类别距离导致社区”
的观点，本文基于优化理论建立了一个演化模型．该
模型将无标度属性表示为优化目标，类别距离和拓
扑距离表示为约束条件．实验结果表明该优化模型
不仅可以生成多种参数下的社区无标度网络，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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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类别距离与社区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该
模型还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世界中的社区无标度网络．

本文在第２节介绍当前社区网络建模的相关工
作；第３节介绍基于优化理论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
的必要性；第４节介绍提出的优化模型；第５节是仿
真实验；第６节总结全文工作．

２　相关工作
社区发现算法的研究是社区网络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方向．在社区发现算法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们
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集来测试社区划分算法的准确
性和效率．计算机仿真出的基准数据集对分析和测
试算法的性能有重要作用．

著名的ＧＮ、ＬＦＲ基准数据集等是一类受ｐｌａｎｔｅｄ
犾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模型（ＰＬＰ）启发而产生的社区网络数据
集［１８］．ＰＬＰ模型的核心思想即是组合法：首先，生成
若干大小相同的随机网络；然后，在这些随机网络之
间随机添加少量的链边，从而组合成一个社区网络．
Ｇｉｒｖａｎ和Ｎｅｗｍａｎ［１１］提出的ＧＮ基准数据集是
ｐｌａｎｔｅｄ犾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模型的一种特例，即网络节点数
目为１２８，网络被均分为４个社区（每个社区内的节
点数目为３２），节点的平均度值为１６，且所有节点的
度值近似；Ｆａｎ等人［１９］设计了带权重的ＧＮ基准数
据集，社区内和社区间的链边具有不同的权重值；
Ａｒｅｎａｓ和Ｐａｌｌａ等人［２０２２］认为ＰＬＰ模型假设社区
大小完全相同、节点度的值近似等特征并不符合真
实的社区网络的特征，因此提出了多种ＰＬＰ的变体
模型以构造更符合真实网络的基准数据集［１５，２０２４］．
其中Ａｒｅａｎｓ等人［２２］基于ＰＬＰ模型将ＧＮ基准数据
集扩展为具有不同社区大小的社区网络，且社区大
小为幂律分布；Ｂｒａｎｄｅｓ等人［２５］还提出了ＧＲＰ模型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Ｒａｎｄｏ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该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社区大小不同且社区大小满足高斯分布．

随着研究者们对网络特征的深入研究，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很多社区网络同时表现出无标度特
征［２６３０］．为了生成具有社区特征和无标度特征的网
络基准数据集，一些基于组合法的建模方法被提
出［２６２８］．Ｚｈｅｎｇ和Ｂａｇｒｏｗ等人通过先构造无标度
特征再构造社区特征的形式，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
Ｚｈｅｎｇ等人［２６］先利用ＢＡ模型构造出４个大小相同
的无标度网络，再在这些无标度网络之间随机添加
少量的链接来构造社区无标度网络；Ｂａｇｒｏｗ［２７］则先
利用ＢＡ模型构造出一个无标度网络，再将节点平

均分配到４个社区，在每个节点的度值不改变情况下
将节点间的边尽可能连接到社区内部；Ｌａｎｃｉｃｈｉｎｅｔｔｉ
等人［２８］则是通过先构造社区特征再构造无标度特
征的方式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并提出了ＬＦＲ基准
数据集，该数据集满足社区大小和度分布均为幂律
分布，而且该数据集是当前较受公认且使用较广的
一类数据集．ＬＦＲ模型的构造步骤为：（１）将节点分
配到狀个社区，并要求社区大小满足幂指数为狉１的
幂律分布向量；（２）社区内部的节点以随机方式连
接，节点犻在其所在社区内的度值为（１－狌）×犽犻
（０＜狌＜０．５，犽犻为节点犻的度值）；节点犻的另外狌×犽犻
条边链接到其他社区上的节点（节点的度值选自幂
指数为狉２的幂律分布序列）；（３）节点的最小度值
犽ｍｉｎ和最大度值犽ｍａｘ满足犽ｍｉｎ＜犛ｍｉｎ、犽ｍａｘ＜犛ｍａｘ，其中
犛ｍｉｎ为社区中的最小边数，犛ｍａｘ为社区中最大的边
数．Ｌａｎｃｉｃｈｉｎｅｔｔｉ等人［３１］还扩展ＬＦＲ基准数据集为
带权重、具有重叠社区的有向社区无标度网络．

尽管以上的模型能生成令人满意的社区无标
度网络基准数据集，但是这些模型并不能模拟真
实的社区无标度网络的演化．为了模拟现实世界
中的社区无标度网络，一些组合法的变体模型被
提出［３２３４］．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等人［３２，３４］提出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Ｇｒａｐｈ模型（又称ＳＫＧ模型，最初被称
ＲＭＡＴ模型），该模型还被选作为Ｇｒａｐｈ５００基准
数据集的生成器之一．尽管该模型能生成多种类
型的网络（如社区网络、带权重且有向的二分图、
随机网络），但该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通常为对
数正态分布．近期，Ｓｅｓｈａｄｈｒｉ等人［３３］提出了ＢＴＥＲ
（Ｂｌｏｃｋ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ＥｒｄｏｓＲｅｎｙｉ）模型，Ｓｅｓｈａｄｈｒｉ等
人［３５３６］认为任何具有重尾分布的社区网络是由若
干致密的ＥＲ子图构成的无标度网络集合所组成，
并假设“度值近似的节点属于同一社区”．该模型的
构建分为３个步骤：（１）按照近似度值的节点在
同一社区的假设，将节点分别划分到不同社区中；
（２）每个社区内节点之间的边按ＥＲ模型生成；
（３）社区之间的边按ＣＬ模型（ＣｈｕｎｇＬｕｍｏｄｅｌ）的
链接规则产生．ＢＴＥＲ模型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世界
中同配性较强的社区无标度网络，但该模型因为假
设同一社区内的节点度值近似而不适用于建模异配
性较强的网络．

尽管上述基于组合法的模型可以生成令人满意
的数据集，但其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社区大小相等、
链接概率，社区与无标度属性之间的顺序／因果依赖
关系等诸多限制）在真实网络的演化中往往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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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Ｚｈｅｎｇ等人［８９］近期的研究表明社区特征和无标
度特征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特征，而且很多真实网络
的社区大小不相同［２０２１，２３２４］．本文的工作则是基于
优化理论建立了一个社区无标度网络演化模型，这
与当前的建模工作有显著区别．

３　基于优化理论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
的必要性

　　社区特征和无标度特征之间的顺序／因果关系
是组合法建模社区无标度网络的一个重要前提，即
先构建无标度特征再构建社区特征，或者先构建社
区特征再构建无标度特征．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属性
之间并不存在依赖关系，理由为社区网络是多样
的［８］，如度分布为随机分布的社区网络、具有小世界
性质的社区网络；无标度网络也是多样的［９］，如具有
分形特征的无标度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的无标度
网络［９］、具有洋葱结构的无标度网络［３７］等．由此可
知，网络不会因为具有无标度特征而演化出社区特
征，亦不会因为具有无标度特征而演化出社区特征．
因此社区特征和无标度特征之间并不存在因果、顺
序上的依赖关系．同理网络的其他特征如小世界特
征、分形特征等均相互独立．

由于网络的性质相互独立，则从演化理论的观
点，网络的特征（如无标度特征、小世界特征、分形特
征、社区特征等）均可以被视为优化目标，进而建立
一个给定优化目标的演化模型．在网络的演化过程
中，可以加入约束条件，如拓扑距离、聚集系数等．根
据加入的约束条件能验证加入的约束条件与最终演
化结果（网络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

社区网络的表现形式一般为节点能够依据拓扑
距离聚类成簇，即社区结构与节点间拓扑距离相关．
因此，有学者认为“拓扑距离可能是社区网络的成
因”［２９，３８］．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在文献［８９］中
的优化模型中加入拓扑距离（用平均最短路径距离
作为拓扑距离的特征）作为约束，但演化结果显示所
得到的网络是同时满足给定拓扑距离和无标度属性
的其他网络，如同时满足给定拓扑距离和无标度属
性的分形网络［８９］．由于分形网络不一定是社区网
络，因此实验结果否定了拓扑距离与社区网络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基于优化理论可以验证约束条件与
优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在提出的优化
模型中加入了类别距离这一约束条件，从而确证了
“类别距离导致社区产生”的观点．

４　社区无标度网络优化模型
４１　类别距离的定义

节点间的兴趣爱好、业务背景或者地域的差别
（距离），在本文通称为类别距离．节点间的类别距离
需要根据节点所属的类别而定义．类别距离的定义
如式（１）所示：当两个节点犻和犼属于不同类别，则
节点犻和犼之间的类别距离犵（犻，犼）为常数犪；当犻和
犼属于相同的类别，则类别距离值为常数犫（犪＞犫）．
式（１）是一种简单的类别距离的定义形式，显然也可
以定义节点间的类别距离为复杂的函数形式．本文
只考虑类别距离为常数的形式，更复杂的形式将在
未来进一步研究．

犵犻，（）犼＝犪，犻和犼属于不同类别
犵犻，（）犼＝犫，犻和犼｛ 属于同一类别 （１）

　　本文将网络的类别距离犾犃定义为网络相邻节
点间的类别距离值之和，其形式化定义如式（２）所
示．其中犃表示网络邻接矩阵，犃（犻，犼）＝１表示节点
犻和犼之间有链边．

犾犃＝１２∑犻≠犼，犃（犻，犼）＝１
犵（犻，犼） （２）

　　如图１中的网络示意图所示，节点１～５属于类
别犓，节点６～９属于类别犙．图１中分别取距离值
犪＝５，犫＝１，即犓、犙类别中，节点间的类别距离值均
为１，而分别属于类别犓和犙的节点，这些节点间
的类别距离值为５，网络中链边上的值即为节点间
的类别距离值．由式（２）可知，图１中网络的类别距
离犾犃为２３．

图１　网络类别距离示意

４２　优化模型的表示
本文将无标度属性表示为优化目标，网络的类

别距离和拓扑距离分别表示为约束条件，建立的优
化模型如式（３）所示．其中犃为当前的演化网络；犖
为网络的节点数目；狋为目标网络度分布向量，狋犻为
目标网络中节点犻的度值；犱（犃）为网络犃的度分布
向量，犱犻（犃）为网络犃中节点犻的度值；犾（犃）表示网
络犃的类别距离；狕为目标网络的类别距离；狔为网
络犃的平均最短拓扑距离；犮为目标网络的平均最
短拓扑距离；犉（犃）是网络犃的无标度属性优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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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犾（犃）－狕）２＝０为类别距离约束；（狔－犮）２＝０为
拓扑距离约束．

若度分布向量狋满足幂律分布，当优化目标
犉（犃）在参数狕和犮下达到最小值（即犉（犃）＝０），则
网络犃的度分布此时也必定满足无标度特征．如果
类别距离是社区网络的成因，则当狕为某一给定值
时，网络必定会出现社区特征；反之，则不会出现社
区特征．同理，若拓扑距离是社区网络的成因，则当
犮为某一给定值时，网络必定会出现社区特征．

ｍｉｎ犉（犃）＝∑
犖

犻＝１
（犱犻（犃）－狋犻）２

ｓ．ｔ．（犾（犃）－狕）２＝０，（狔－犮）２＝０ （３）
　　依据最优化理论，可以使用拉格朗日松弛法将
式（３）转化成无约束的单目标优化问题［３９４１］，即式（３）
可以改写为如式（４）所示．式（４）中的θ，δ为拉格朗
日乘子，拉格朗日乘子的意义是目标函数对摄动的
敏感度．若θ＞δ＞０，目标函数犉′（犃）对约束条件
（犾（犃）－狕）２＝０更敏感，相对于约束条件（狔－犮）２＝
０，目标函数会优先满足约束条件（犾（犃）－狕）２＝０；若
δ＜θ＜０，犉′（犃）对约束条件（狔－犮）２＝０更敏感．但δ
和θ的取值并不影响最终的优化结果．本文无需区
分约束条件的敏感度，所以直接设置θ，δ均为１．因
此，式（４）可以改写为式（５）．式（５）最小值的求解可
以采用任何优化算法，本文我们采取最简单的贪婪
法求解式（５）．

ｍｉｎ犉′（犃）＝∑
犖

犻＝１
（犱犻（犃）－狋犻）２＋

θ（犾（犃）－狕）２＋δ（狔－犮）２ （４）

ｍｉｎ犉′（犃）＝∑
犖

犻＝１
（犱犻（犃）－狋犻）２＋

（犾（犃）－狕）２＋（狔－犮）２ （５）
４３　优化模型中的参数

式（５）中模型的参数有狋、狕、犮，其中狕、犮可以指
定为任意大于０的常数值．目标网络节点度的幂律
分布向量狋可以利用Ｃｌａｕｓｅｔ等人［４２］提出的方法产

生，如式（６）所示．其中狆（犽）表示网络中节点的度值
为犽的概率，犽ｍｉｎ为网络中最小的度值，狉为幂律分
布的幂指数．由于实际网络的大小有限，犽不可能无
限大，因此需要对犽设置最大值．本文设置犽的最大
值为犽ｍａｘ．

狆（犽）＝狉－１犽ｍｉｎ
犽
犽（）ｍｉｎ

－狉 （６）
４４　优化模型的理论结果分析

由优化模型（式（３））可知，在满足狕和犮的约束
下，当犉（犃）越小时，网络犃的度分布向量犱（犃）越
接近目标网络的度分布向量狋，即网络犃的度分布
越趋向于幂律分布．当犉（犃）达到最小值０时，网络
必定具有无标度属性．

当网络中的节点链接到其他类别的节点上时，
犾（犃）的值会变大，而当链接到与自身相同类别的节
点上时，犾（犃）的值变小．因此，若给定的参数狕较小，
且当满足约束条件（犾（犃）－狕）２＝０时，则网络犃必
定倾向链接到自身类别相同的节点，进而网络表现
出的社区特征越明显，即社区内节点间的链边稠密，
社区间节点的链边稀疏．

参数拓扑距离值犮的变化，只导致网络在拓扑
距离上的变化，而与社区特征的出现没有因果关系．

５　仿真实验
实验分为两部分：（１）１０组不同参数下优化模

型生成的社区无标度网络；（２）优化模型模拟现实
世界中的４组社区无标度网络．仿真实验中，网络节
点数目最大为１８７７２．
５１　不同参数下的社区无标度网络

本部分仿真实验中，为了清晰展示模型生成的
网络图，选取较小的网络节点数目，实验均以３００个
节点为例．这里，我们假设节点分为３个类别（每一类
别下节点数目分别为５０、１００和１５０）．模型中的参数
如表１所示，其中犖为目标网络的节点数目，犈为

表１　参数设置表
Ｇｒｏｕｐ 犖 犈 犽ｍｉｎ 犽ｍａｘ 狉 狕 犮 犪 犫 狉′ 狕′ 犮′ 犿
（１） ３００ ４３２ ２ １８ ３ ８３０ ５ ２０ １ ３．０３ ８３１ ４．９８ ０．５１７
（２） ３００ ７６１ ２ ４３ ２ ８３０ ５ ２０ １ ２．０８ ８３７ ５．０３ ０．５７２
（３） ３００ ６７８ ３ ２５ ３ ８３０ ５ ２０ １ ３．０６ ８３０ ５．００ ０．５１９
（４） ３００ ６７８ ３ ２５ ３ ７５０ ５ ２０ １ ３．０６ ７５４ ５．０１ ０．５５９
（５） ３００ ６７８ ３ ２５ ３ ８３０ １０ ２０ １ ３．０６ ８３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１
（６） ３００ ６７８ ３ ２５ ３ ／ ５ ２０ １ ３．０６ ／ ５．００ ０．１９０
（７） ３００ ６７８ ３ ２５ ３ － ５ １０ １０ ３．０６ ６７８０ ５．００ ０．２１０
（８） ３００ ７６１ ２ ４３ ２ ８３０ ５ １０ １ ２．０８ ８３３ ５．００ ０．５２８
（９） ３００ ７６１ ２ ４３ ２ ８３０ ５ １０ ９ ２．０８ ６８５１ ５．００ ０．５５９
（１０） ３００ ７６１ ２ ４３ ２ ６８６１ ５ １０ ９ ２．０８ ６８６１ ５．００ ０．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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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网络的边数目，犽ｍｉｎ为最小的节点度值，犽ｍａｘ为最
大的节点度值，狉为目标网络的幂律指数，狕为目标
网络的类别距离．当犖、狉、犽ｍｉｎ和犽ｍａｘ值确定后，犈可
由式（６）相应地被确定．狉′、狕′、犮′为优化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相应属性值；犿为模型生成的网络的模块度
（通常认为犿０．３时表示网络具有社区特征［４３４４］）．
　　优化模型生成了表１中所有的理想网络，表１
中十组参数下的仿真网络如图２所示，网络的度分
布如图３所示．图２中网络的不同社区用不同大小
的节点表示，这也是由节点所属的３种不同的类别
决定的．图３中网络的累积度分布使用ｌｏｇｂｉｎｎｅｄ

方法［３３］绘制，横坐标犇表示节点度值，纵坐标犉狉表
示度值犇的节点数目．图３中网络的度分布均为
幂律分布，而且生成的网络的幂律指数狉′分别分别
与表１中的狉值近似相同．表１中生成的网络的拓
扑距离值犮′与对应的参数值犮均近似相同，参数（６）
组中参数狕的值为“／”表示没有设置网络的类别距
离值，而（７）组中的狕值为“－”表示狕为任意值．犿
为生成的网络的模块度值，且表１中的犿值显示只
有（６）和（７）组参数下的网络没有社区特征，其他组
的网络均有社区特征，这与参数（６）和（７）下生成的
理想网络相符（具体解释见下一段）．

图２　表１中Ｇｒｏｕｐ（１）～（１０）参数下生成的网络

图３　Ｇｒｏｕｐ（１）～（１０）参数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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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中的对照实验说明了表１中各个参数对网
络特征的影响．图２（ｄ）和（ｆ）表明类别距离导致社
区特征，图２（ｄ）和（ｆ）中除网络类别距离参数狕外其
他参数均一致，图２（ｄ）中的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社区
特征（犿＝０．５５９），但图２（ｆ）中的网络没有出现社区
特征（模块度犿只有０．１９），这是因为图２（ｆ）没有考
虑类别距离．图２（ｃ）和（ｄ）表明参数狕影响社区效
果的强弱，图２（ｃ）和（ｄ）中只有狕不同，当图２（ｄ）中
网络的类别距离参数狕减小时，社区间的链边减少、
模块度增大，因此图２（ｄ）比图２（ｃ）中网络的社区特
征更显著．图２（ｃ）和（ｅ）表明拓扑距离犮并不影响社
区特征，图２（ｃ）和（ｅ）中的两个网络只有拓扑距离犮
不同，当犮增大时图２（ｅ）中的网络形成长长的链条
形状，但网络仍具有社区特征．图２（ａ）和（ｂ）表明幂
律指数狉对边数目犈、节点最大度值犽ｍａｘ和社区特
征的影响，图２（ａ）中狉增大时犈和犽ｍａｘ变小，社区之
间的边增多以满足相对较大的狕值，因此社区特征
变弱．图２（ａ）和（ｃ）实验组表明犽ｍｉｎ的变化对参数
犈、犽ｍａｘ和社区特征的影响，当图２（ｃ）中的犽ｍｉｎ变大
时犈和犽ｍａｘ增大，社区之间的链边数目减少以满足
相对较小的狕值，因此社区特征变强．图２（ｇ）～（ｊ）
反映了类别距离值犪和犫对网络特征的影响，当
犪＝犫＝１０时图２（ｇ）中的网络没有出现社区特征（其
模块度犿＝０．２１），这种情况等价于图２（ｆ）中不考虑
网络的类别距离，即设置狕为任意值均不会影响网
络的特征，且狕′总为６７８６（该参数组下网络类别距
离最小为６７８６）．图２（ｈ）和（ｂ）反映了参数犪对网络
特征的影响，尽管两个网络的狕′近似，但当图２（ｈ）

中参数犪减小时，社区间的链边将增加以满足相对
较大的狕．图２（ｈ）和（ｉ）反映了参数犫对网络特征的
影响，当图２（ｉ）中参数犫增大时，相应地网络的类别
距离值也必然增大，尽管狕被设置为８３０，但演化出
的网络的狕′仍为６８５１（该参数组下最小的网络类别
距离值为６８５１）．图２（ｉ）和（ｊ）表明参数犪和犫的相
对大小不影响社区特征的出现，参数狕决定社区的
效果．
５２　现实世界中社区无标度网络的仿真

本文选择近期由Ｓｅｓｈａｄｈｒｉ等人提出的社区无
标度网络建模模型ＢＴＥＲ和影响较大的ＳＫＧ模
型，并在本部分实验中分别比较优化模型与ＢＴＥＲ、
ＳＫＧ模型模拟现实中网络的近似程度．我们以４个
社区无标度网络为仿真案例，其中包括两个常用的
小型社区无标度网络：（１）美国政治书网络———
Ｐｏｌｂｏｏｋｓ（Ｂｏｏｋ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①；（２）科学家合
作网络———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②；（３）还包括由斯坦福大学网络分析平台提供
的一个中等规模和一个大规模文献合作网络：广义相
对论和量子宇宙学文献合作网络———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４５］；
（４）天体物理学合作网络———Ａｒｘｉｖ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６］．４个网络的基本属性值如表２
所示，其中Ｐｏｌｂｏｏｋｓ和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为异配网络，而
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和Ａｒｘｉｖ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为同配网络（网
络的同配／异配性质根据表２中的β值的正负性来
判定）．

表２　网络属性表
Ｇｒｏｕｐ 犖 犈 犽ｍｉｎ 犽ｍａｘ 狉 狕 犮 β 狉′ 狕′ 犮′ Δ
Ｐｏｌｂｏｏｋｓ 　１０５ 　４４１ ２ ２５ ２．６２ 　１９２６ ３．０８ －０．００８ ２．６２ 　１９２６３．０８ ０
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７９ ９１４ １ ３４ ３．３６ １０４９ ６．０４ －０．０８２ ３．３７ １０７６６．０４ ２７
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 ５２４２ １４４９６ １ ８１ ２．０７ ３５８２９ ５．８３ ０．６５３ ２．０７ ３５８３２５．７９ ３
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 １８７７２ ３９６１００ １ ５０４ ３．４７ ３００５９７ ４．１９ ０．２０１ ３．４６３００５９７４．１６ ０

　　表２中参数犖、犈、犽ｍｉｎ、犽ｍａｘ、犮可以根据网络的
邻接矩阵统计而得出；狉由Ｃｌａｕｓｅｔ提出的幂律指数
拟合方法计算得出［４２］；β根据文献［４７］中的同配性
计算公式得出，若β为正表示网络同配，负值表示异
配［４７］．节点间的类别距离参数分别设置为犪＝１０和
犫＝１．参数狕由式（１）和式（２）计算而得出，其中节点
所属的类别根据Ｂｌｏｎｄｅｌ社区划分算法［４３４４］得出．
４个网络的划分结果如图４所示，而且不同的社区
用不同大小的节点区分．其中Ｐｏｌｂｏｏｋｓ划分出３个
社区（即３种类别），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划分出６种类别，

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划分出４种类别，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划分出
２３种类别．表２中的狉′、狕′、犮′分别为优化模型生成
的网络的属性值，其中狕′为模拟出的网络在原类别
下的网络类别值．Δ表示真实网络的社区结构与生
成的网络的社区结构之间的差异（Δ＝｜狕′－狕｜），Δ
越接近０说明优化模型生成的网络的社区特征与真
实网络的社区特征越接近．
　　优化模型、ＢＴＥＲ模型和ＳＫＧ模型仿真出的网
络与真实网络间的近似程度分别如图５～图８所示．
本文采用５种常用的评估指标评估任意两个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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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４个真实网络的社区划分

近似程度［３２，４８５０］，图５～图８中的图（ａ）是度分布拟
合的近似程度，横坐标犇表示节点度值，纵坐标犉狉
为节点的累计度分布；图（ｂ）是聚集系数拟合的近
似程度，其纵坐标犆表示度值为犇的节点的平均聚
集系数；图（ｃ）是节点间可达性拟合的近似程度，横

图５　３个模型生成的网络与Ｐｏｌｂｏｏｋｓ网络的近似度

坐标犖犺表示跳数，纵坐标犚犖为在犖犺跳数相互可达
的节点数目；图（ｄ）是网络特征值拟合的近似程度，
横坐标犈狏表示网络的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纵坐标
犚为排序值；图（ｅ）是网络值拟合的近似程度，横坐

标犖狏为网络值（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ａｌｕｅｓ），犚为排序值．
在图５～图８中，正方形的曲线是真实网络相

应的指标值，圆形曲线犗狆狋犖犲狋是优化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指标值，上三角形曲线是ＢＴＥＲ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指标值，下三角的曲线是ＳＫＧ模型生成的网
络的指标值．由于生成的网络的指标值间差异较大，
一些曲线在同一坐标系下无法清晰显示，因此我们
在一些图的右上方加入子图．总体分析图５～图８
可知，圆形曲线（优化模型）与正方形曲线（真实网络
的属性值）最接近；其次是上三角形曲线（ＢＴＥＲ模
型）；下三角形曲线（ＳＫＧ模型）与正方形曲线偏差
最大．因此，相对ＢＴＥＲ和ＳＫＧ模型，优化模型能
更准确地模拟真实网络．

由图５可知，优化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与
Ｐｏｌｂｏｏｋｓ网络完全相同（如图５（ａ）所示），因为带正
方形的曲线与带圆形的曲线完全重合；聚集系数
（图５（ｂ））、网络特征值（图５（ｄ））和网络值的指标
（图５（ｅ））与Ｐｏｌｂｏｏｋｓ近似一致，但节点间可达性
（图５（ｃ））与真实网络存在差异；ＢＴＥＲ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网络特征值与Ｐｏｌｂｏｏｋｓ接近，度分布、聚集
系数、节点间的可达性、网络值均与Ｐｏｌｂｏｏｋｓ相差
很大；ＳＫＧ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为为对数正态
分布，而且其他４个指标均与真实网络偏差很大．图６
中优化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聚集系数、网络特
征值、网络值与真实网络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近似一致；Ｂ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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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个模型生成的网络与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网络的近似度

图７　３个模型生成的网络与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网络的近似度

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网络特征值与真实网络
的网络值近似一致，但其网络值与真实网络相差较
大；与图５（ｃ）相似，ＢＴＥＲ模型和优化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节点间可达性与真实网络有偏差，但ＢＴＥＲ
模型与真实网络的偏差更大；ＳＫＧ模型生成的网络
的度分布、网络值、网络特征值与真实网络的指标值

的变化趋势近似，但指标值之间相差很大，但其他两
个指标值（聚集系数、节点间的可达性）与真实网络
相差非常大．图７中优化模型和ＢＴＥＲ模型生成的
网络的度分布、网络特征值和网络值、聚集系数均与
真实网络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的指标值近似完全一致，但
优化模型生成的网络的聚集系数和节点间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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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３个模型生成的网络与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网络的近似度

指标比ＢＴＥＲ模型更接近真实网络；ＳＫＧ模型生成
的网络的网络特征值与真实网络的变化趋势相似，
其他的指标值均与真实网络相差非常大．图８中
ＢＴＥＲ模型和优化模型生成的网络的度分布、聚集系
数、网络特征值和网络值都与真实网络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
的指标值几乎完全一致，但优化模型的节点间可达
性指标比ＢＴＥＲ模型更接近真实网络；ＳＫＧ模型生
成的网络的５个度量指标中，只有网络值与真实网络
相接近，其他４个指标值均与真实网络相差很大．从
图５～图８我们可以看到ＢＴＥＲ模型模拟Ｐｏｌｂｏｏｋｓ
和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网络的准确度比模拟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
和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的准确度低，这是因为ＢＴＥＲ模型不
适合于建模同配性较弱的社区无标度网络．

６　结　论
由于组合法的诸多限制条件和网络特征间的依

赖关系使得基于组合法的模型无法反应真实网络的
演化；而且社区特征与类别距离间的关系尚未得到
澄清．本文从优化的角度出发，建立了社区无标度网
络的优化模型，该模型以无标度属性建模为优化目
标，类别距离和拓扑距离建模为约束条件．我们在该
模型下设置了十组对照实验，实验结果不仅确证了
社区特征起源于类别距离，而且实验结果均为每组
参数下的理想网络并且社区的数目、社区的大小和

幂律指数均可通过实验参数控制．本文还设置另外
四组现实世界中的社区无标度网络（Ｐｏｌｂｏｏｋｓ、Ｎｅ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ｒｘｉｖＧＲＱＣ和ｃａＡｓｔｒｏＰｈ）检测优化模
型模拟真实网络的能力，实验结果表明优化模型比
ＢＴＥＲ模型、ＳＫＧ模型能更准确地模拟真实网络．
而且优化模型可以模拟任何同配或异配性质的社区
无标度网络，因为该模型不存在ＢＴＥＲ模型中的
“相同／相似度的节点在同一社区”的假设．与优化模
型不同，ＢＴＥＲ模型因为该假设无法模拟异配性质
较强的社区无标度网络．

该模型的提出对网络上的一些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如实验样本的提供，为网络上病毒／信息的传播
算法、网络的抗攻击性等提供社区无标度网络样本；
网络存储的压缩，只需要存储若干网络参数，根据模
型演化即可近似还原真实网络；网络的隐私保护，当
一些网络涉及隐私保护时，可以根据提供的参数由
模型生成近似真实网络的仿真网络，以通过研究仿
真网络以保护网络的隐私信息．该模型的提出也带
来相关的思考．如何定义类别距离为更复杂的函数
形式以更符合真实情况；能否基于优化理论和类别
距离挖掘社区特征；该优化模型能否改进，进而模拟
具有重叠社区特征的网络．这些问题也是未来待研
究的课题．
致　谢　匡立博士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马于涛博士
和强小利博士参加了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６４３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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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１１，８４（２）：０２６１０６

［３８］ＬａｎｃｉｃｈｉｎｅｔｔｉＡ，ＫｉｖｅｌＭ，ＳａｒａｍｋｉＪ，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０，５（８）：ｅ１１９７６

［３９］ＳａｗａｒａｇｉＹ，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Ｈ，Ｔａｎｉｎｏ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４０］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ａｂａｒ：Ｋｒｉｅｇｅｒ，１９８９

［４１］ＷａｎｇＪ，ＺｈｏｎｇＣ，ＺｈｏｕＹ．Ｓｉｎｇ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ｄｍｕｌｔｉ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ｄ
Ｗｅ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１７８１８３

［４２］ＣｌａｕｓｅｔＡ，ＳｈａｌｉｚｉＣＲ，ＮｅｗｍａｎＭＥＪ．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ＩＡＭ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５１（４）：６６１
７０３

［４３］ＢｌｏｎｄｅｌＶＤ，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Ｌ，ＬａｍｂｉｏｔｔｅＲ，ｅｔａｌ．Ｆａｓｔ
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１０）：

Ｐ１０００８
［４４］ＬａｍｂｉｏｔｔｅＲ，ＤｅｌｖｅｎｎｅＪＣ，ＢａｒａｈｏｎａＭ．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２００８：０８１２．１７７０

［４５］ＫｏｌｄａＴＧ，ＰｉｎａｒＡ，ＰｌａｎｔｅｎｇａＴ，ｅｔａｌ．Ａ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ｖｅｇｒａｐｈ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２０１３：１３０２．６６３６

［４６］ＬｅｓｋｏｖｅｃＪ，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Ｊ，ＦａｌｏｕｔｓｏｓＣ．Ｇｒａｐｈ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２００７，１（１）：２

［４７］ＮｅｗｍａｎＭＥＪ．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ｍｉｘｉｎｇ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８９（２０）：２０８７０１

［４８］ＰａｌｍｅｒＣＲ，ＧｉｂｂｏｎｓＰＢ，ＦａｌｏｕｔｓｏｓＣ．ＡＮＦ：Ａｆａｓｔａｎｄ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ｔｏｏｌｆｏｒ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ｍａｓｓｉｖｅｇｒａｐｈ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ＫＤ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０２：８１９０

［４９］ＴａｕｒｏＳＬ，ＰａｌｍｅｒＣ，ＳｉｇａｎｏｓＧ，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Ａｎｔｏｎｉｏ，ＵＳＡ，２００１：
１６６７１６７１

［５０］ＧｋａｎｔｓｉｄｉｓＣ，ＭｉｈａｉｌＭ，Ｚｅｇｕｒａ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３：３６４３７４

犠犝犎狅狀犵犚狌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９，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犙犐犖犑狌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８，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犢犐犢狌狀犉犲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１，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犔犐犇犲犢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４４，Ｐｈ．Ｄ．，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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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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