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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网络研究的数学模型 ∗
——从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到语言网络
赵怿怡 1，刘海涛 2
（1.厦门大学，福建省 厦门市 361005；2. 浙江大学，浙江省 杭州市 310058）
摘要：复杂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大数据时代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网络方法应用到语言研究的重要目
的是探索语言网络的结构特征规律和功能演化规律。本文综述了以图论为基础的复杂网络发展及社会网络、
语言网络的主要数学模型，试图从复杂网络共性特征——小世界、无标度特征中进一步剥离出语言网络的
个性特征，为语言符号多层级网络结构、功能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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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s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linguis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twork method applied in language networks i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law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network function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network based on Graph Theory and the primary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social networks,
language networks, aiming to strip personality traits of language networks ou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networks, and giving more references for multi-level language
network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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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复杂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
“把语言视为网络”具备语言
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1]。目前可见语言网络的研究涉及语言符号的字单元、词
单元 [2]、句法 [3-6]、语义 [7][8]等多层级符号系统，网络构建与研究的目的除了探索各层级符
号对应语言网络之间的差异，
还包括探索各类语言网络构建的理据性与网络结构共性 [9][10]，
但鲜有关于复杂网络、社会网络、语言网络重要规律的综述。语言网络研究科学化的主要目
的是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模型的形式重复验证与预测事物的发展 [11]，以此为目标本文
综述了迄今从复杂网络到社会网络、语言网络领域的主要数学模型，尝试为语言网络提供普
适价值提供参考。

2 网络初步：图论
进入到语言网络研究的操作阶段，图论是打开语言复杂网络研究之门的第一把钥匙。[1214]
网络是节点的集合，所以定义[X]k 表示元素为 k 的集合 X。一个简单的无向图 G 表示为
G=(V, E)；V 表示图 G 节点集合，E 表示边的集合，E ⊆ |[V ]2|；定义 G = (X, Y )为图 G，则

∗

收稿日期：
定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计量语言学研究（NO.11&ZD18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同一文本的句法网络语义网络关系研究（NO.14CYY046）;本成果得到厦门大学哲
社科繁荣计划、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资助。

有 V (G) = X，E(G) = Y；若有边 e 2 ={v, w} ∈ E，则表示边 e 2 以节点 v, w 为顶点，同时 v, w 互
为相邻节点（adjacent neighbors），如果两条边 e 1 , e 2 有共享公共节点，也可以说两条边互为
相邻边。E(v)是以 v 为顶点的边的集合。N(v)是节点 v 的邻节点集合。 以上是图 2-1 所示无
向图 G 的组成元素的基本定义。

a
e1={a, v}

v

e3={w, a}

e2={v, w} w

图 2-1 无向图示例，G = (V,E)，V={a, v,w}, E={ e 1 , e 2 , e 3 }, G=(X, Y), X=3, Y=3, E(a)={ e1,
e3}, N (a)={ u, w }, d(G)=2
在一个拥有更多节点的网络 G 中，节点 v i 的节点度表示为 d(v i ) = k i ，k i 也反映图中节点
的连通性，反映节点邻里规模。节点 v i 节点度 k i 也等于节点 v i 的边集合|E(v i )|，|E(v i )|表示所
有以 v i 为顶点的边数。很明显，在图 2-1 所示无向图 G 中，|E(w)| = |N(w)|，|E(v)| = |N(v)| ，
|E(a)| = |N(a)|。这表明 E 是不包含多重边的集合。在包含多重边的网络中，多重边可以通过
赋予边值来表示，包含多重边的图通常被称为加权图或加权网络。
对于整个网络 G 来说，平均节点度（average node degree）可以表示为：
d(G) =

1
∑ dG(vi) =2 |E(G)|/|V (G)|
| V | vi∈V

(1)

平均节点度反映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通性。衡量此问题的标准化参数是网络密度
(density)D（0<D<1）
。密度为0的网络是一个无边相连、节点孤立的网络，相反，一个节点完
全连通的网络密度为1。孤立节点数提供了一个考察网络密度分布的视角。另一个反映密度
的相关参数是网络中心度(centralization)。一个星形状拓扑的网络中心度接近1，分散的网络
中心度接近0。
路径长度（path length）是形成节点间路径的边数。网络中指定两个节点可能有多条路
径相连。如图2-1示例，图G有节点v, w，它们可以通过两条路径L(v, w)=|e 2 |=1，L(v, w)=|
e 1+ e 3 |=2相连。其中，L(, w)=|e 2 |为两个节点间的距离，是两个节点最短的路径长度（shortest
path length），节点v和w(v≠w)的距离表示为（distance） δ (v, w)=1。
用P表示无向图中所有节点间距离的集合，无向图直径D(G)是任意两个节点间最大的最
短路径长度，即P中最大 δ 。平均最短路径通常被称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所有节点间路
径长度的均值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average path length）表示为L(G)：
L(G) =

1
∑ δ (v, w)
| V (G) | / 2 {v ,w}∈[V ]2

(2)

以语言网络为例来说明，如图2-2所示，G 1 是一个由词为节点根据句子“ROOT人体,是,
由,数以亿计,的,微小,而,有,生命,的,细胞,构成,的 ROOT,这,些,细胞,构成,各,个,不同,的,组织,
器官,保证,了,人体,的,正常,工作”中词的前后邻接的同现关系 1 构成的无向图，节点集合
V={这，些，各，个，……，细胞，构成}，边集合E={e 这些 ，e 些各 ，e 各个 ，……e 细胞 , e 构成 }，G 1
的值表示为| G 1 |=|V 1 |=23（节点数）,|E 1 |=29（边数）。N G1 (些) = {这，细胞}，d G1 (些) = |E(些)|
1

同现网络是根据词的上下文同现关系构造的网络，是语言工程领域最常见的构造语言网络方法。

= |N G1 (些)| = 2。 δ (这，些)=1。直径D(G 1 )=5。
有向图 G 2 相比无向图 G 1 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节点度分化为出度、入度。例如，d G2 (的)
= |E (的)| = |N G2 (的)| = k i n (的)+ k out (的)=9，k i n (的)=4，k out (的)=5。

图 2-2（同现网）无向图例 G1
图 2-3（同现网）有向图例 G2
表 2-1 G1 和 G2 的基本参数
|N|

|E|

L(G)

D(G)

k(G)

density

G1

23

29

2.85771

5

2.5217

0.1096

G2

23

29

4.74877

12

1.2608

0.0548

PAJEK2获得示例网络

通过
G 1 和 G 2 的基本参数，发现相同节点和边构成的无向网络和
有向网络在平均路径长度、直径、网络密度、节点度方面存在差异。以同现网络为例的概念
解释和参数比较说明，用语言材料不同颗粒的单位构建网络是可行的且有差别的 [15]。
网络科学是一门以物理学（图论）为基础的分支学科，但其发展受到社会学的重要影响。
网络科学的重要组成复杂网络和复杂科学的发展就是源于社会网络的研究。社会网络注重计
量角度考察网络特征 [16]。除了观察网络基本参数节点度、平均路径长度、聚集系数之外，
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凝聚度（cohesion）[17] 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焦点，社会网络借
此来考察更为局部的网络的组成（components）和网络中的次集团（cliques）现象。

3 小世界网络
欧拉(Eüler)开创图论学科促成了网络科学的兴起，网络科学接下来的重要发展始于20
世纪中叶由Solomonoff和Rapopor[18]以及Erdös和Rényi[19]引入的随机网络。网络是由节点和
连线组成的图，成分简单，但是却能呈现高度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的大量研究证明了随
机网络并不能描述真实网络的拓扑特性。而自然界的从技术到生物乃至人类社会中的各种
开放系统都表现为更为复杂的网络形式。20世纪末统计物理学出现的小世界网络[20]和无标
度网络[21]开启了网络科学中对于复杂网络特性的探索。
小世界特征（Small World）是区分随机网络和大规模复杂网络的可测特征。该研究开
始于Milgram[22]，Milgram最初关注人们和他们熟人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即在特定人群中，
两个人如何实现联系的最短连接。Wasserman和Faust[23]研究让一个人通过熟人传递的方式
把一封信寄给目标人，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结合度（和网络信息流动高效性、脆弱
性有关的参数）显现出来。在Milgram的模型(short-cut property)中，网络中两个随机节点间
的最短路径可以被视作小世界网络的指标。但这个单一指标并不能成为社会网络区别于随
机网络（也有最短路径特征）的特征。作为补充，Watts和Strogatz [20]提出了两个特征奠定
了小世界网络的基础：相比于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有更高的聚集系数；相比于随机网络，
小世界网络有近似的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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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Watts和Strogatz[20]引用了两个指标：聚类(clustering)和密度。在无
向网络中，聚类是节点v i ∈V (G)的聚集度（cluster value）C vi (G)的均值。更为准确地说，
节点的聚类等于节点v i 的实际边数adj(vi)与相应完全图|NG(vi)|中节点v i 边数的平均比值：
C vi (G) =

adj(vi)
adj(vi)
=
∈[0,1]
dG(v)/2 d(vi)(d(vi) - 1) / 2

(3)

那么整个图 G 的聚集度 C WS (G)可以定义为：
C WS (G) =

1
n

n

∑ Cvi(G) ∈[0,1]

(4)

i =1

所以C WS 描述一个网络中节点相互连接的程度。聚类和社会网络的传递性相关。C WS 的
缺陷是不能很好地在多重边的图中操作。原因是：两个节点间如果有多条边，边数只能计算
一次。因此，Bollobás和Riordan [23]提出了聚集系数(cluster coefficient)C BR (G)，用来表示网络
中三角关系数量(number of triangles)和相邻边数量(number of pairs of adjacent edges)的比值：
C BR (G) =

3× number of triangles of G
∈[0,1]
number of pairs of adjacent edges of G

(5)

高聚集系数C BR (G)和聚集度C WS (G)一样，表示图G的联结是可传递的，如果某节点
u∈V(G)和节点a, w∈V(G)相连接，那么节点a, w也可能是相连的。在一个好友网络中，高聚
集系数意味着一个人甲的朋友乙的朋友丙也可能是甲的朋友。很明显，聚集系数的概念并没
有与聚集度分析混淆，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测量。
Watts和Strogatz[19]考察的核心是规则网络具有高聚集度，随机网络有低聚集度，聚集度
的分布相反于平均路径长度，聚集系数越大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越小。Bollobás和Riordan[24]
指出尽管平均路径长度小于或等于网络直径，但是平均路径长度比起直径并非小很多。因此
平均路径长度可以作为小世界的测度之一。
从L(G)和C WS (G)的角度，Watts和Strogatz [20]细化了小世界的概念（此后小世界被称作WS
model）。小世界网络表现出类似规则网络较高的聚集度和类似随机网络较小平均路径长度：
CX(Gregular) ～CX(Gsw) » CX(Grandom)
L(Gregular) » L(Gsw) ～L(Grandom)
X∈{WS, BR} (6)
L(G)表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L(G)显示了“全局网络特征”，它聚合了网络所有成对
节点的相关性。相比之下，C WS (G)表示“局部网络特性”。按照这个标准，语言网络呈现
出小世界的特性。研究表明，汉语词同现网络与英语词同现网络一样，平均最短路径远小于
网络规模而聚集系数非常高，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效应[4]。汉语句法、语义网络和ER随机网络 3
的平均路径长度和直径大致相当，但句法网络的聚集系数要远远大于ER随机网络，汉语句
法、语义网具有小世界特征[8][25]。
但小世界的模型也存在缺陷，在于：L(G)和C WS (G)关注相应输入值的某一时刻（静态）
的分布，丢失了对这个分布更为细节的描述。而无标度模型可以用来弥补这个缺陷。

4 无标度网络
小 世 界 模 型 描 述 网 络 静态 特 征 ， 而 小 世 界 网 络动 态 增 长 特 征 被 描 述 为择 优 模 型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model）[21]，后来也被称为BA模型（Barabási-Albert model, BA model）。
Barabási和Albert观察到：复杂网络节点连通根据无标度规律分布，这些网络中的节点连接到
网路中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和局部聚类具有共同特性。更确切地说，Barabási和Albert确认了
许多社会网络中节点连接方式区别于随机网络中节点的连接方式，即每个节点的连接数符合
3

Erdös 和 Rényi(1961)引入的随机网络模型。

幂律分布。节点连接的概率P(k)（随机选定节点与其他k个节点相互作用的概率）近似于：
P(k) ～ k

−r

, γ [1.5, 3.5] [26] [27]

(7)

如果一个无向图节点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则表示这个网络的连通性是无标度的。很多
社会现象（social-semiotic phenomena） [28]服从Zipf定律[29]，比如语言单位的频率分布，它们
也因此被称作无标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21]。无标度意味着没有代表其他节点的典型
节点[30] [31]。
节点度的幂律分布可以反映节点度的“等级”分布（等级由节点连通性降序决定），也
可以反映节点度的“大小”分布（从2度的节点到网络中最高度的节点的数量排序），还可
以描述有向图节点出入度的分布。度分布的幂律说明大部分节点是不连接的，仅有少数具有
高连接性的中枢节点（hubs） [32]。这些中心节点主要任务是提供结合能力，它们把多数节
点整合到网络中[33]。因此，对于固定数量的连接来说，幂指数越小，曲线的斜面越窄，存在
高连接的中枢节点的概率越高。相比之下，如果一定度的节点数量随着度增长呈指数衰退，
高连接节点可能会逐渐靠不住或消失。
为了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幂律涌现（emergence）的模型，Barabási和Albert不再考察节点
数，而是统一考察概率。Barabási和Albert的基本思想是：无标度分布的结果是网络增长择优
行为导致的。动态网络中的节点集合通过连接到高连接的节点实现增长。这种“择优”行为
也被称作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34]，它表示已有节点通过连接新节点实现“富有”[32]。
文献引用就是一个“富有”的例子，新文献往往趋向于连接高频引用的文献。用公式表示为：
假设有概率P(k v )，它表示新节点将要连接到连通性为k v 的节点v上的概率，则存在k v 的函数
如下所示，w表示已经连接到网络的节点。
P(k v ) =

kv
∑ w kw

(8)

在一些试验中，Barabási 和 Albert[21]展示了一些根据此模型演变的网络发展为“标度不
变”，其中的节点度分布符合幂律分布（幂指数通常为 2.9±0.1）。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无标
度模型产生的网络并不一定是小世界模型。
尽管无标度模型克服了小世界模型静态表述，但无标度模型也忽略了网络动态增长的其
他因素。比如，网络可能通过节点新增和消亡的一定比例实现增长，或者是有些高度节点不
一定直接连接到网络新节点。但是无论如何，无标度网络模型促进了对于网络及特征进一步
的研究，它从纯粹随机网络中更精确的分离了复杂网络特征。在语言网络研究中，刘海涛
[5][6][8][24]
对汉语依存句法网络、语义网络的无标度特性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它们的节点度
分布均服从幂律分布，幂指数在 2. 18-2.439 之间。汉语句法、语义、同现词网络均符合复杂
网络小世界和无标度特征。小世界、无标度模型的出现成为复杂网络研究的里程碑。但是我
们不难想象，以语言网络为代表的各类复杂网络仍可能包含了更多具有特殊性的拓扑结构特
点和演化规律值得更深入的研究。而网络的相关性匹配和社团结构特征的发现可以称为社会
网络特殊性研究的最好例证。

5 相关性匹配
在演化网络中，由于网络下一步的演化依赖于当前每一个节点的度，因此新、旧节点度
之间存在相关性。Newman [35][36]提出一个模型，其基本假设就是：两个节点连接的概率依赖
于这两个节点的连通性(connectivity)，连通性即节点度。这个模型用来统计社会网络中节点
倾向于和有相似特征的节点发生连接的程度，这种网络演化的趋势叫做节点的正相关性匹配
（assortative mixing）。根据Newman和Park[37]的研究，这个标准可以区分都同属于小世界模
型中的社会网络（如人工网络）和非社会网络(如生物、技术网络)。社会事件节点相互连接

多为正相关连接；技术网络（比如因特网）节点相互连接多为负相关匹配（disassortative
mixing）。Newman始创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测量无向网的节点的连接情况，
如公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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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表示以节点j、k为顶点的边，j i 和k i 表示节点j、k的节点度，m = |E|，G =(V，E)。正
相关连接发生条件是r(G)＞＞0, 相反r(G)＜＜0的情况为负相关匹配。刘海涛利用相关系数
对语义网和句法网节点连接情况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汉语的句法、语义网和大多数生物网络、
技术网络一样均为负相关的网络。但其更有益的发现在于：语义网相关系数显示出弱于句法
网的特点。据此，刘海涛认为句法网络中虚词的存在和句法连接增强了语言网络的相关性，
而语义网因为缺少虚词导致其相关性差是可以被合理解释的[8]。
尽管相关系数从复杂网络中区分了社会网络，但它仍不能解释复杂网络节点相关匹配的
涌现（emergence of mixing）。因为所有系数仅仅停留于图指数的表示，复杂网络更高层的
结构次序被忽视。为了弥补对网络结构层次忽视，Newman和Park [37]又提出一个观点，即社
团结构（community structure）。

6 社团结构和模体
社团结构源于社会网络中成员相互影响的概率依赖于社团（比如家庭，联盟等）和前后
关系（contexts）
。这个关系通常是分享性的[32]。共享社团或前后成员关系建立了相互影响的
概率。这意味着，一个行动者（agents）进入一个社会网络并不一定具有与网络高连接成员
接触的互动机会，这和无标度网络的节点增加方式刚好相反。所以社团构建模型并不适合来
考量网络连接上的无标度层级限制。但是 Newman [35]利用社团结构模型来研究从属网络
（affiliation networks）。从属网络的最佳实例是科学家合作网，其中同一个社团或前后关系
被定义为合作者。从属网络是双向图建模，节点行动者（actor）是连接到社团中的行动元。
双向模型转换为不可分图（unipartite graph）
，图中节点表示至少被连接到一个社团的行动
者。不可分图被输入来计算聚集度和平均路径。Newman[35] 的讨论核心是相比于随机图
（Erdös-Rényi model），这种从属网络中聚类是更高级的，原因是社团成员数量越多，网络中
会存在更多的三角关系。相互作用的节点 a、w 也和同社团节点 v 相连。社团结构的另一个
发现是节点的正相关连接可以出现在具有社团结构的网络中也会出现在没有社团结构的社
会网络中。因此网络的社团结构可以代替节点连接相关系数成为更精确的判断网络类型的标
准。
与社团结构相似的另一个反映网络局部形式的概念是再生子网络 （ recurrent subnetworks）[27][38]。再生子网络的研究发现图 G 的子图 G’相比于相同边数和节点的随机网络，
能够表现出超预期的特征。这类子图被称为模体（Motif）。不同网络的模体反映网络的局部
连接模式，复杂网络模体表示的子网络数量明显高于随机形成的网络。特定的几个模体聚集
在一起可以形成大的模体簇，这有助于理解网络的增长机制[39]。模体可以很好地区分生物网
络、技术网络和信息网络。Ravasz et al.[33]展示了一个包含模体结构的无标度分布模型，发现
该类模型有内在的等级结构，节点围绕高聚集度的节点构建网络，而越来越多的节点逐渐减
小聚集度形成外围的连接。所以此类模型表现出明显的网络层级性（hierarchical networks），
可用于区分无标度网络中的层级网络和非层级网络。Ravasz et al.观察到该层级网络模型的
节点度 k 和聚集系数 C 的函数 C(k)随着节点度 k 幂律衰减，表示如下：
C(k) ～k

−θ

(10)

这一模型把复杂网络模体测量简化为节点度与聚集系数的幂律测定。符合该模型的层级
网络更具中心模块性，作为应用于语言网络层级性测定的一个模块化的模型，Ferrer i Cancho
et al.[3]测得句法网络的 θ ≈1，因为句法网络来源于层级结构的句法树所以也具有明显的层
级性。刘海涛[8]对汉语语义网络的 C(k)测定显示其不服从幂律分布。由此可见，就汉语句法
网与语义网的比较，汉语虚词在语言网络的节点负相关匹配和网络层级性中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

7 以时间为变量的网络演化
目前除了BA模型关注网络增长外，几乎所有的网络特征都集中反映一定时间点上的网
络静态图。BA模型源于“假设有一个节点集合，它随时间演化，表现为不断有一定节点度
的一定数量的节点连接到该集合中”的推导[24]。尽管这个随时间增长的优先连接模型可以表
示为当前网络的度分布指标。但仍有脱离了最初的网络随时间演化的实证研究的嫌疑。
Leskovec et al.[40]通过实证研究把网络随时间变化成为网络的“稠化和收缩”（densification
and shrinking）。他们首先观察到复杂网络，以文献引用网为例，随时间变化越来越密集，
这意味着节点的平均度在随时间增长。Leskovec et al.得到了此类网络以进程指数1 < α < 2
正相关于时间的幂律分布。其中，e(t)是时间为t时边的数量，n(t)表示时间t的节点数量。
e(t) ～ n(t)

α

(11)

接着，他们还发现有效直径（effective diameter）随时间缩减。有效直径表示为网络中相
连节点间距离的累积分布。实际上网络增长过程中可能只具备上述特征之一，但研究经验显
示有必要将其分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Leskovec的网络依赖时间模型的演变并非要求网络属
于小世界模型的前提，这为重新考虑和进一步发展复杂网络中依赖时间的模型 （ timedependent models）提供了参考。目前依赖时间的模型可利用于研究网络文件的变化，例如，
研究维基网站中文本节点和链接变化。这种网络时间历时演变的考察方法也是复杂文本网络
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的现实做法。
前面六小节讨论了从复杂网络的静态特征小世界模型到网络动态增长的无标度模型，从
网络增长中节点连接的相关性到比节点更高层次的网络模体和社团结构，最后谈到网络演化
的时间模型。这一个个模型渐进地限制了不同类复杂网络的节点连通性和网络结构形式。目
的都是为了层层剥离出隐藏在系统复杂性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当今复杂性科学的研
究也不再满足于把复杂网络简单描述为“一个由较短的平均路径，较高的聚集系数，度分布
符合幂律的多节点网络” [7]，而是要发现更有效的适合大规模节点的网络模型 [26][41]来预测社
会网络、生物网络、技术网络和语言网络的行为，同时也要发现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的模型来
区别广泛的复杂系统类型。这一目的也将是语言网络研究的任务。语言网络研究是否能像语
言计量研究发现齐夫定律一样，从语言网络中探索出普适的规律和模型来辅助复杂网络分
析。在网络结构这一共同的基础上，语言网络的分析是否能为计算机模拟大脑语言能力提供
更可行的和可靠的依据？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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