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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维基百科的基本现状，尤其是关于维基词条质量的统计分析结论，研究了维基百科中“基于相

关性分析”和“基于模型”这两种词条质量检测方法，讨论了其对群体智能研究的启示及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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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允许互联网上不同用户以浏览器作为客

户端直接修改网页、产生内容，是无集中控制下群

体协作的一种典型形态。采用维基机制的站点，

形成面向社区、大众参与的对等生产［１］，可视为人

类计算［２］和群体智能的重要形式。互联网上涌现

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维基站点，已引起不少研究者

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基本统计分析、在知识工程和

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应用等［３］。目前，作为维基

应用模式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维基百科在构建百

科全书类型知识库上取得了成功，是维基研究的

主要数据来源，本文所讨论的数据源主要也来源

于此。

由于词条质量在维基百科中的显著重要性，

对其进行研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

维基应用模式中，任何用户都可以对条目进行自

由的编辑，但每个用户在编辑中可能会出现错误、

甚至恶意篡改，那么在维基的大众参与机制下，错

误与恶意篡改的部分是否会被纠正过来？最终维

基条目是否会形成较高质量？本文分析了维基词

条质量方面的工作，包括统计分析和质量自动检

测两个方面。词条质量统计分析是利用维基数据

源的基础，而其质量的自动检测有助于进一步理

解无集中控制过程中群体智能涌现的基本原理。

１　词条质量统计分析

１）高质量词条的数量。目前，维基百科的编

辑者社区通过大众评选来标识高质量词条，如优

良词条、特色词条等。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８日，英文

维基百科共有特色词条３３７７个，约占所有英文

词条的０．０９０３％，优良词条共有１２７０９个，约占

所有英文词条的０．３４１％。社区评选采用了较严

格的评审机制，保证了优良词条与特色词条很高

的质量。这些高质量的条目既可作为评价维基百

科词条整体质量的参考，也可作为使用机器学习

方法来自动筛选其他高质量词条的训练集。

２）词条发生错误的概率。对于词条具体可

能出现的差错，目前主要通过抽样和专家评审相

结合的方法来检查。文献［４］显示，在重要错误

（如概念误解）的数量上，维基百科和《大不列颠百

科全书》几乎相等；而对于微小错误，如拼写或漏

词等，维基百科要稍高一些（４２个词条中，两者分

别出现了１６２和１２３个微小错误）。当然，在准确

度上，不能期望维基百科能够在所有领域超过专

业数据库。应当看到，作为规模最大的知识库，能

在大部分领域保证相对较高的准确度且可以实时

更新，这是任何传统专业数据库难以达到的。

３）破坏行为的纠正。破坏行为，如大规模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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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和恶意篡改等，是对词条质量的重要威胁。维

基机制下出现破坏行为在所难免，但是破坏行为

被置于大众审查之下，多数破坏活动在短期内即

可修复。例如，文献［５］等调查发现，恶意篡改的

最小修复时间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１．８ｄ和

１．７ｍｉｎ。文献［６］考察了词条的整个演化历史，

认为这种自发的、遵守一定规则的协作创作并不

会出现混乱。文献［７］提出了自动发现破环行为

的学习模型。此外，维基机制和编辑者社区中也

出现了一些防止破坏的措施，如更严格的编辑权

限控制、用户信誉控制、敏感和重要词条锁定等。

４）用语的规范性。作为百科全书，词条体裁

和用语风格需符合科学、客观、可读等规范，这可以

通过专家评审或通过计算语言学方法和基准语料

库对比等进行研究。文献［８］抽取３９篇词条和纸

质百科全书进行了比较，认为维基百科在用语风格

上与纸质百科全书具有相近的规范程度；文献［９］

和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行比较，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２　基于相关性分析的质量检测方法

自动评测词条质量的一个最自然的想法就是

根据特征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和质量有强相

关关系的统计量。相关性分析的基本思路为：首

先，从维基百科中根据编辑者标注区分出优质词

条和一般词条；然后，划分训练集，提取优质词条

的某项属性作为特征量来进行预测。表１示意了

目前已有的多种特征量。

表１　与词条质量相关的典型特征量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类别 特征值

词条特征
编辑（版本）数；词条长度；图片数；内部链接数（链入与链出）；外部链接数（链出）；内部空链接数；文章所存时间；

回退数；回退时间

编辑者特征
编辑者数目；匿名编辑者贡献的编辑数；注册编辑者贡献的编辑数；管理员贡献的编辑数；微小编辑数；每一作者

的平均编辑次数；讨论页的版本数；连接度（通过相同作者互联的相邻节点）；编辑者所贡献内容的存留时间

　　文献［１０］对相关性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研

究，提出了１９种定量指标（除表１外，还有一些需

复杂计算的特征量，如信息噪声等，此处从略），且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来确定不同特征值的权

重。

特征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更多的研究者倾

向使用较少特征量。如文献［１１］发现版本数和编

辑者数这两个特征量和文章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分析得到两者中位数分别为６１和３６．５，并以此

为阈值来标识较高质量的词条。更典型的工作是

文献［１２］提出的，只使用词条长度这一个特征量

就可很高精度地标识出质量，其在１１０６７个词条

（其中推荐词条１５５４个，随机非推荐的词条

９５１４个）的数据集上，以１８３０个单词作为分类

标准预测推荐条目的精确度达到９６．４６％。但文献

［１２］并没有将词条长度用于推断哪些词条可能会

成长为推荐词条。文献［１３］则进一步指出仅依靠

长度等单指标可能会不太可靠，因为算法很容易

被作弊等行为欺骗。文献［１４］将词条中作者贡献

内容存留时间分为长期存留内容和短暂存留内容

两大类，进一步验证了编辑密度增加与词条质量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需指出的是，要进一步提高质量预测效果，应

将词条创建时间、流行度（如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可见

度（不同语言、不同分类下的编辑者和浏览者数

目）等客观条件考虑进来［１５］。在相似客观条件的

前提下，文献［１５］指出由更多的编辑者所参与的

词条具有相对更高的质量，且每一作者的编辑次

数、讨论页面的活跃程度等也和文章的质量成正

相关关系；和具有同样“年龄”的词条相比，质量较

高的词条往往经历了一个编辑次数、编辑者人数

和合作编辑频度的突增过程。

除直接预测词条质量外，还可从判断词条是

否存在冲突和破坏行为等角度来间接预测质

量［７，１６］。文献［１６］提出了版本数、词条长度和回

退数等１０个冲突特征，以ＣＲＣ（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ｕｎｔ，词条在编辑历史中被人工标记为冲

突的次数）值检验，使用支持向量机预测算法对

１０个特征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排序。文献［７］手工

分析了编辑者的编辑数、版本数目、评论条数和匿

名编辑数等１６种特征量，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预测

模型对存在破环行为的词条进行分类，在测试集

上得到了８３％和７７％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３　基于模型的质量检测方法

质量评测建模方法主要从抽象、量化合作编

辑的物理过程入手，通过在编辑者和词条等要素

之间建立起关联，利用关联体现出来的交互性、聚

集性、演化性等特征来建立质量预测与演化模型。

８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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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刚刚展开，本文列举出具有

代表性的３类模型。

３．１　同行评审模型

维基机制实现了词条经由大量用户评审并仍

然保持较高质量的机制。文献［１３，１７，１８］等相继

提出了这种类似于同行评审的理论抽象模型，其

建模的基本机制有：① 双向关联，优质词条常常

由较高信誉度的作者贡献，较高信誉度的作者也

会编写出较优质的词条；② 审查机制，未被修改

的部分说明被大众审查认可，高信誉度作者审查

的内容常常具有较高的质量；③ 选择性阅读，文

本的内容以一定的概率被编辑者们选择阅读；④

就近原则，与编辑者贡献的内容越靠近，被他阅读

的概率越大。

文献［１３］在２００６１１０５英文维基百科数据

集中选择了２４２个介绍国家的词条作为测试集

（包括１４个推荐词条和１１个优良词条），采用

ＮＤＣＧ＠ｋ指标
［１９］评价，与各类基准算法相比得

到了更好的表现。

此外，文献［２０］提出了类似模型，通过版本演

化中的内容存留等来评判词条质量，抽象了审查

机制、选择性阅读和就近原则等基本机制，不同的

是在词条质量和作者信誉度的相互影响关系上，

考虑了插入、删除、回退等多种情况下两者之间的

关联性，采用了比双向关联更复杂的推理机制。

３．２　质量演化模型

文献［２１，２２］根据词条编辑的历史记录来预

测词条质量，通过动态贝叶斯网络（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ＢＮ）建立不同版本下词条质

量演化模型。文献［２１］在英文维基百科２００６年

１月地理学分类下的词条（共８６８个词条４０４５０

个版本，包含５０个推荐词条和５０个被社区标记

为需提高质量的词条）上进行实验，针对每一个词

条绘制了随时间演化的质量曲线，且得到了质量

随时间变化的相对程度。

３．３　冲突排序模型

文献［２３］通过量化版本演化中的“争论”行

为，提出冲突排序模型得到词条的冲突程度。基

于词条编辑者二模网，冲突排序基本模型仅考虑

在一个词条不同版本中的争论次数（争论定义为

编辑者修改了同一块内容）。词条某版本狏犽 的冲

突程度犆狉犽 和编辑者狌犻可能表现出来的冲突程度

犆狌犻 为：

犆狉犽 ＝
∑犻，犼

犱犻犼犽

∑犻
狅犻犽

犆狌犻 ＝
∑犼，犽

（犱犻犼犽＋犱犻犼犽）

∑犼，犽
狅犼犽×犐（犻，犼，犽）＋∑犽

狅犻犽

式中，犱犻犼犽表示编辑者狌犼 贡献到版本狏犽 中的内容

被编辑者狌犻所删除的单词数，用来量化两位编辑

者之间的“不同意”程度；狅犻犽表示编辑者狌犻在词条

版本犽中所贡献的单词总数；犐（犻，犼，犽）为一个布

尔函数，当犱犻犼犽＞０时为１，犱犻犼犽＝０时为０。

在基本模型基础上，文献［２３］进一步提出了

扩展的冲突排序模型：加入编辑者与词条之间的

关系和词条时间的因素（如果词条本身的冲突次

数较多，但是参与的编辑者具有较少冲突历史，则

词条的冲突程度更高；同样，如果一个编辑者在少

量冲突的词条中引发了更多与其他编辑者的冲

突，则其冲突程度更高）：

犆狉犽 ＝
∑犻，犼

ａｇｇ［（１－犆
狌
犻），（１－犆

狌
犼）］×犱犻犼犽

∑犻
狅犻犽

犆狌犻 ＝
∑犼，犽

（１－犆
狉
犽）×（犱犻犼犽＋犱犼犻犽）

∑犼，犽
狅犼犽×犐（犻，犼，犽）＋∑犽

狅犻犽

　　和基本模型相比，扩展的冲突排序模型引入

了两个因子ａｇｇ［（１－犆
狌
犻），（１－犆

狌
犼）］和（１－犆

狉
犽）用

来体现编辑者信誉和词条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

系，ａｇｇ函数可以是两者的平均值，也可以是两者

的乘积。与同行评审模型类似，冲突排序模型将

编辑者的冲突程度（信誉度）和词条的冲突程度

（质量）结合起来考虑，构成了一种迭代式算法。

文献［２３］证明了二模网中每一个节点都将收敛到

一个冲突程度，据此得到冲突排序靠前的节点。

在１９４５６个词条上进行实验，通过冲突排序模型

得到的结果与单纯依靠版本数目、编辑者数目等

特征量相关性分析结果相比，具有更高的查准率。

４　讨　论

基于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可归为分类或者聚类

问题，即发现和词条客观、中立、全面等优质特性

相关联的特征量，并据此进行词条分类或聚类。

但是，如何在海量词条的基础上发现相关的特征

量从而提高预测精度，如何保证某特征量及其相

关性预测算法能够在不同领域、不同社区的层次

上调整适应等问题，是目前各类特征量提取与分

析方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基于相关性分析的方法相比，质量及其演

化模型通过分析词条在内容、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来确定质量，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和深入，但也面

临着更多的挑战。如同行评审模型方面，目前主

９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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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从语法和结构上来分析编辑内容的增删

改等变化，还难以从语义上来进一步考虑交互关

系；质量演化模型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个个离

散的时间切片上，而贝叶斯网络中的概率转移函

数还是通过指定某特定形态的函数得到，难以解

释演化的过程、条件及其结果等相互之间的因果

关系；冲突排序模型方面，目前只考虑了单纯的竞

争关系而没有考虑合作和承认关系，没有明确得

到合作、竞争关系和词条稳定性（收敛性）之间的

因果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质量预测，也涉

及到人类群体合作行为的建模和评价问题，总体

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可能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

建立更符合实际、更精确、更本质的模型。

针对前述研究与问题，以下两方面可能是维

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向。

首先，在实验分析方面进行不同尺度上的可

扩展性验证。维基数据通常是海量的，维基百科

还包括多种语言版本、多个不同领域和地区的局

域性组织等。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文、日文

和德文等语言版本上，其他语种、其他维基网站的

分析和研究还不深入。

其次，随着维基规模的不断增加，大众参与的

有效性、词条的准确性等如何进一步提高，目前还

缺乏明确的研究结论。进一步研究群体行为，尤

其是群体智能在无集中控制的条件下随着规模扩

大的变化情况，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维基

词条的质量分析与预测等，也可强化群体智能产

生过程等演化机理的研究。

从智能科学和知识工程基础研究的角度看，

大众用户在网络上不断交互与沟通的过程中所自

发涌现出的智能，通过有意识和恰当的收集、分析

与统计等，能够吸收和利用参与者所贡献出来的

认知能力。以某种特定载体（如维基百科及用户

合作编辑所得词条的质量等）研究对参与者思维

的反复交互、提升、抽象的方法，与传统人机交互

等互为补充，完善互联网上由交互等群体行为形

成的智能方法，是新涌现出来的有重要应用前景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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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新地理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测绘 　　　　　　　　　　　　　　　李德仁，等

 一种异步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融合算法 林雪原

 利用剖面测线磁场数据反演三度磁性体空间位置及磁性参数 卞光浪，等

 坡度随水平分辨率变化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刘红艳，等

 一种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遥感图像分割新方法 马彩虹，等

 一种顾及障碍约束的空间聚类方法 石　岩，等

 一种改进的ＳＩＦＴ描述子及其性能分析 唐朝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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