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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数据场提出了基于拓扑势的节点重要性评价算法，该算法能更为精细、真实地反映节点的重要

性。利用自然语言，建立了一个可以简练描述节点重要性“公理集”，基于拓扑势的节点重要性评价比其他重

要性评价方式更接近于该“公理集”的描述。最后运用基于数据场的层次聚类算法，对节点的重要性程度进行

了定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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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复杂网络的方式研究城市交通网络已经

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将交叉路口视为节

点、道路视为边，可以用复杂网络表示城市路网。

在交通网络的拓扑表示图中，根据节点的重要性

进行交通拥堵建模和研究，可有效地求解交通拥

堵问题的策略和相关方案等［１３］。

网络节点的重要性评价主要有社会网分析领

域内的节点重要性排序算法和系统科学领域的节

点重要性评价方法。前者基于“重要性等价于显

著性”，即节点重要性等价于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

连接而使其具有的显著性［４６］。典型的节点重要

性度量有节点度、介数和中心接近度等。后者基

于“破坏性等价于重要性”，即通过度量节点（集）

被删除后对网络连通的破坏程度来定义其重要

性，典型的算法有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和ＨＩＴＳ算法
［７１０］。

１　基于拓扑势的节点重要性排序

１．１　拓扑势的提出

节点拓扑势的概念是基于认知物理学中数据

场理论提出的［１１１２］。节点拓扑势的大小描述了网

络拓扑中的某个节点受自身和近邻节点共同影响

所具有的势值。在网络拓扑中，采用拓扑距离计

算节点通过网络拓扑传递所产生的势。

设网络拓扑为犌（犖，犞），节点犻处的势φ（犻）

为：

φ（狏犻）＝∑
狀

犼＝１

（犿犼×ｅ
－
犱
犼→犻
σ ） （１）

式中，犿犼 代表节点犼的质量，可映射为实际网络

中的某些属性，如路口容量等；犱犼→犻代表节点犼到

节点犻的最短路径长度；σ为影响因子，即节点影

响的范围，通常可根据网络中节点的势熵对其进

行优选。势墒的大小反映了不确定性的强弱。当

σ＝０时，φ（犼→犻）→０，所以φ（犻）＝犿犻＝犕，势熵趋

近于犎ｍａｘ＝ｌｇ犖。当σ→∞时，φ（犼→犻）→犿犼，即任

意两节点间的影响完全相同，φ（犻）＝犖犕，经犣归

一化后，势熵再次趋近犎ｍａｘ＝ｌｇ犖。因此，可知随

影响因子的单调递增，势熵犎 的变化曲线在两端

达到极大值，中间将存在一个极小值，此时节点的

势分布最不均匀，不确定性最小（图１）。

图１　基于势熵的影响因子优选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σｗｉｔ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ｔｒ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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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１　度较大的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更重要。

公理２　介数较大的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更

重要。

公理３　靠近网络中心的节点在网络中的地

位较网络边缘节点更重要。

公理４　重要节点之间的边比较重要。

公理５　重要边两端的节点比较重要。

公理６　反映不出拓扑位置差异性的节点的

重要性相同。

公理７　边缘节点的重要性受其父节点的重

要性的影响。

公理８　失效后对网络影响较大的节点在网

络中的地位更重要。

该公理集具有不完备性、相关性、互补性和递

归性，通过该公理集可以大致描述出节点重要程

度，其综合了节点的各种属性，更接近实际。

１．２　两种典型网络的节点拓扑势排序分析

１）Ａ．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９］蛋白质新陈代谢网络模块

（图２）。拓扑势排序的方法对该网络的节点重要

性进行评估，可以得到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排序：

９＞２１＞２２＞７＞１９＞２６＞２５＞１６＝１０＞１７＝８＞５

＞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２９＝２７＞２４＞３＞６＞１４＝１２

＞１８＞１３＞２＞４＞３０＝２８＞１。

对比度、介数、中心接近度、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对网络

中节点的排序结果（图２），各种方法对网络的前

１０位节点排序大致相同但略有差异。例如，介数

法认为节点狏７ 更重要，其他方法认为节点狏２１更

重要。从网络的拓扑结构分析，节点狏２１的度为６

而节点狏７ 的度为３，节点狏２１的度较大，而从节点

狏２１和狏７ 的邻居来看，除去它们共有的节点狏９，节

点狏２１与更多重要的节点连接，如邻居节点狏２２、

狏２５、狏２３、狏１９、狏２０等，除节点狏２０是１度的节点外，其

他邻居节点均具有较大的度，这些邻居节点在网

络中的重要性程度明显大于节点狏７ 的邻居节点

狏５ 和狏６，且狏２１所在的局部区域比节点狏７ 所在的

局部区域更密集，所以应当认为节点狏２１较重要。

度排序和介数排序均存在数值相等的情况，无法

精细地对网络中节点进行重要性排序，而接近度、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和拓扑势排序算法能够为网络中的节

点更精细地排序。接近度算法过于强调节点靠近

网络中心的程度，如接近度算法认为节点狏８、狏１７

比较重要，但这两个节点度只有１，是边缘节点，

虽然与网络中心相连，但是其重要性程度应低于

狏２６等这种度、介数均较大的节点。对比ＰａｇｅＲ

ａｎｋ和拓扑势排序，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认为节点狏２

比较重要，拓扑势算法认为节点狏１６／狏１０比较重

要，这三个节点的度同为２，狏１６／狏１０与网络中心节

点狏９ 相连，更靠近网络的中心，且具有较大的介

数，而节点狏２ 的两个邻居狏１ 和狏３ 均是靠近网络

边缘的节点，桥接特性较弱，所以应认为节点狏１６／

狏１０比节点狏２ 更为重要。

２）海豚关系网络。海豚关系网也是社会网

分析中常用的一个真实网络［１０］。海豚关系网如

图２所示。图中节点代表一个海豚，边表示两个

海豚之间接触频繁，共有６２个节点１５９条边。采

用度、介数、接近度、ＰａｇｅＲａｎｋ与拓扑势排序方法

对海豚关系网进行节点重要性排序（图３）。可以

看出，关于海豚关系网，ＰａｇｅＲａｎｋ与度排序结果

比较相近，前１３个重要节点只相差一个节点，而

拓扑势的排序结果与之相差较大，拓扑势排序方

法认为狏３７、狏４１等节点是比较重要的节点
［１０］。根

据Ｌｕｓｓｅａｕ等的观察，狏３７是一个重要的枢纽节

点。因为３７号海豚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导致两

个家族之间的接触迅速减少，当３７号海豚再次出

现时，两个家族又恢复了往日的联系。狏３７的介数

与接近度是最大的，但并不属于前１３个度最大的

节点，其度值为７，也不属于前１３个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

最大的节点，其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排序为第１７位。但

在拓扑势排序中该节点是前１０个拓扑势最大的

节点，这表明拓扑势排序方法在强调节点度的重

要性同时，能更好地反映节点网络位置的差异性。

通过对上述两个典型网络的节点重要性进行

分析，可以说明基于拓扑势的节点重要性排序能

综合考虑节点在网络拓扑中的各种属性及拓扑位

置的差异性，能够更精细、准确地对网络中不同重

要程度的节点进行排序。

图２　Ａ．ｔｈａｌｉａｎａ模块网络节点的排序结果

Ｆｉｇ．２　Ｎｏｄ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Ａ．ｔｈａｌｉａｎａＭｏｄｕ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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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海豚关系网络中节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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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对节点拓扑势排序算法的进一步讨论

节点拓扑势模型没有考虑节点连边的属性，

可以对节点的拓扑势模型进行改进。

１）已知网络犌＝（犞，犈），利用拓扑势的方法

计算网络犌中各节点的势犘；

２）将网络犌中的边视为节点，边的连接关系

视为边，则通过这种映射方式可以将网络犌转化

为网络犌′，即犳∶犌→犌′；

３）再次利用拓扑势的方法计算网络犌′各个

节点的势值犘′，其中犌′的影响因子为σ′；

４）将网络犌中节点与边的势叠加，即

犘犌（犻）＝α×犘（犻）＋β×∑
犼∈犛

犘′（犼） （２）

令ρ＝
α

β
，则犘犌（犻）＝犘（犻）＋ρ×∑

犼∈犛

犘′（犼），其中ρ

为比例系数，ρ∈［０，∞］，当ρ＝０时即为拓扑势排

序算法；当ρ犓 时，犓 为常数，为边重要性拓扑

势排序算法，犛为节点狏犻连边的集合。

利用势熵的方法对引进的两个参数σ′和ρ进

行分析。当ρ一定时，网络中节点的势熵随σ′的

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呈抛物线趋势，存在一个使势

熵最小的σ′。而当σ′一定时，网络中节点的势熵随

着ρ的增大迅速降低，当ρ降低至某一值时，节点

的势熵变化缓慢，这说明虽不存在一个ρ使网络中

节点的势熵最小，但当ρ增加到某一阈值时，其对

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排序影响已经不大（图４）。

进一步对ρ对节点重要性的影响进行分析，以Ａ．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蛋白质新陈代谢网络模块为例，ρ不断增

大时，有以下现象：

１）随着ρ的增加，节点２６的地位不断提高，

而节点７的地位下降；

２）节点５、２３、２４、１３的地位有所上升；

３）边缘节点的地位下降，其中节点２０、６下

降最为明显。

由此分析，节点的重要性仍是改进的拓扑势

图４　参数σ′和ρ对势熵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σ′，ρ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ｔｒ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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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算法的基础；改进的拓扑势排序算法兼顾了

节点的连接特性，即通过调节ρ的值，可以调节边

对节点重要性排序的影响、节点抱团特性在重要

性排序中的影响和节点桥接特性在重要性排序中

的影响。

２　基于拓扑势定性评价节点重要性

通常在研究网络节点重要性的时候，需要定性

评价节点的重要性程度，即将节点视为重要节点、

次重要节点等。通常，人们根据其节点的某一属性

（度、介数、中心接近度等），定义其大于某一阈值的

节点为重要节点，这种划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人为

划分，没有考虑网络中节点属性的分布规律。抱团

特性是自然中广泛存在着的一种性质，本文从聚类

的角度，采用基于势场拓扑的层次聚类的方法［１１］，

对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定性的划分。

划分过程首先计算节点的拓扑势值，并将节

点的拓扑势作为二维坐标系的横坐标，然后根据

势函数计算公式φ（狓）＝∑
狀

犻＝１

（犿犻×ｅ
－
‖狓－狓犻‖（ ）
σ

２

，

计算二维空间中每点的势值，并利用势熵公式

犎 ＝－∑
狀

犻＝１

Ψ犻
犣
ｌｇ
Ψ犻（ ）犣 搜索最优的影响因子，最终

根据最优的影响因子绘制数据场，实现层次聚类。

以Ａ．ｔｈａｌｉａｎａ蛋白质新陈代谢网络模块为

例，对其中３０个节点进行节点重要性程度分类，

可将３０个节点重要性程度分为三类：节点犪为一

类；节点犫、犮、犱、犲、犳、犵、犺１、犺２ 为一类，其余的节点

为第三类，依次可将网络中节点分为最重要（犃）、

相对重要（犅）、边缘节点（犆）（图５）。网络犌１ 的

结构，中央节点犪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是星型

结构的中央节点，其程度远远大于网络中的其他

节点，因此在基于节点拓扑势进行聚类时，节点犪

由于具有远大于其他节点的拓扑势自成一类。若

采用通常的方法，取拓扑势前１０％的节点为最重

要的节点，则节点犪、犫、犮可视为网络中最重要的

节点，而节点犫、犮的拓扑势远小于节点犪，不能与

节点犪视为网络中同等重要的节点。

图５　基于拓扑势对３０个节点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分类

Ｆｉｇ．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３０

Ｎｏｄｅｓｂｙ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若网络是一个标准的星型网络，网络中节点

的重要性程度应分为两类，即中央节点为一类，其

他边缘节点为一类；若网络是一个网格型结构，网

络中节点分布差异性不大，没有明确的网络中心，

网络节点应分为一类，即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程

度大致相同。通过节点拓扑势聚类的方式能够很

好地体现网络结构的差异引起节点重要性程度的

变化。这种评价节点重要性的方式是一种自底向

上由网络结构所导致的节点拓扑势的内在分布规

律而呈现出的节点重要性程度的等级差异，能够

体现网络的整体特性，对比人为划分节点的重要

性更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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