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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典型的群体合作编辑应用———维基百科作为分析对象，从词条、编辑者以及词条和编辑者之间的编

辑关系等三个方面入手，总结了近年来对维基百科的统计分析方法和主要结论，讨论了将统计分析结论应用

于信息服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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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类 Ｗｅｂ２．０应用的快速发展，人们可

以方便地实现基于互联网的协作，包括标签、评

阅、评论和维基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被普通用户添

加到互联网上，实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评注。

首个维基站点（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ｋｉｗｉｋｉｗｅｂ．

ｏｒｇ）出现于１９９４年。目前用于协作创建内容的

维基模式在百科全书（如维基百科）和结构化知识

库（如Ｆｒｅｅｂａｓｅ）等应用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本

文主要关注目前互联网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之

一———维基百科。截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维基

百科已有用２８０余种语言编写的１９００余万词条

（其中数量最多的为英文，已超过３７３万条），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类知识库之一，且其数

据源完全开放，任何用户均可下载 （ｈｔｔｐ：／／

ｄｕｍｐ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通过维基模式所创建

的百科全书在规模上和实时性上是单纯依赖于专

家来创建知识库模式难以具备的。目前，维基百科

已逐渐在信息检索、文本挖掘、机器翻译和自动问

答等领域中得到了应用。研究维基百科中的基本

统计规律，对于维基百科的领域应用、群体合作行

为与群体智能等研究课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基本机制

在维基基本机制中，一个针对特定概念的词

条犐存在各个不同时间的版本｛狏１，狏２，…，狏犿｝，且

均会被系统保存下来并提供给浏览者。其中，版

本狏１是词条犐的初始版本，狏犻是由编辑者狌犼通过

编辑动作犲犻所形成的版本，用户的贡献程度可以

采用修改单词数等方法来进行定量的衡量［１］。以

英文维基百科中“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词条为例，其

创建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

共经历了２２３１位编辑者的５５３２次编辑。在此

过程中，词条就相当于针对特定的主题（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的“黑板”，任何编辑者通过浏览器均

可对词条文字进行增、删、改、词条链接、分类等。

具体地，编辑动作犲犻的类型包括创建词条、修改词

条文字、修改链接、对词条进行分类等。编辑者的

具体权限也有区分，包括注册编辑者、匿名编辑者

（通过ＩＰ地址标识）和各类管理员（有更多权限的

注册编辑者，如删除、封冻词条和封禁不良用户）

等。除基础的词条页面之外，在维基百科中还有

讨论页、消歧义页（同名异义词条）和重定向页（异

名同义词条）等不同类型的页面，这些不同的页面

围绕着编辑词条这一任务构成了支撑环境。在此

合作编辑机制下，经过一定时期的摸索、交互和修

正之后，词条一般会演化到相对完善的版本。如

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词条，从最开始的“只言片语”到

目前逐渐形成了相对全面、富有条理性、准确的解

释，其单月浏览量也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的１１０３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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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２０１１年９月的４１３０９８次。

２　词　条

词条是维基百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数量规

模、内容覆盖程度、浏览特征、链接特征以及词条

质量等是目前统计分析的重点。

２．１　词条内容覆盖、数量规模及浏览特征

词条的内容覆盖程度和数量规模是衡量维基

百科是否全面的重要标准。文献［２］使用美国国

会图书馆３０００篇随机文章与维基百科的覆盖程

度进行了对比，发现除了在法律和医学领域稍有

逊色之外，其他方面几乎都很好地覆盖了相关内

容。文献［３］统计了不同领域的词条数目的分布

情况，与传统的知识库相比，维基百科在专有名

词、新词、流行词、俚语、技术术语和新近事件等方

面具有极大的覆盖优势。在内容覆盖的实时性方

面，维基百科中的词条每天都有新增文章，近年

来，英文版维基百科始终保持在１０００左右，对于

新出现的概念或事件具有很强的覆盖度。

各语种维基百科词条的数量及其随时间演化

的具体统计特征是一个基础的统计量。维基百科

站点监测词条数量规模的页面为 ｈｔｔｐ：／／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Ｓｉｚｅ＿ｏｆ＿Ｗｉｋｉｐｅ

ｄｉａ。已有相关学者对其数量增长的趋势进行了

研究，并且给出了多个拟合预测模型［４，５］。维基

百科对应于现实世界的知识，词条的数目可能会

最终放慢到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在此过程中，英

文版规模最大，现有的监测表明，其规模增速放缓

的趋势似乎开始逐渐出现，而其他多数语种的规模

相对较小，可能还会继续经历快速增长的过程。

维基百科最大的用户群是匿名的浏览者，此

类用户往往通过搜索引擎、维基百科搜索页或其

他链接进入，浏览行为反映了浏览者的具体兴趣

特征。维基百科以及相关的第三方监测站点（ｈｔ

ｔｐ：／／ｓｔａｔｓ．ｇｒｏｋ．ｓｅ／和ｈｔｔｐ：／／ｔｏｏｌｓｅｒｖｅｒ．ｏｒｇ／～

ｅｍｗ／Ｗｉｋｉｓｔａｔｓ／）等给出了浏览量的详细统计信

息与特征分析，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词条、不同时

段的统计结果、分布模型（是否符合幂律特征）、异

常流量（急剧增加或减少）以及兴趣的局域性等。

２．２　维基链接

维基链接是维基百科内部各词条之间的超级

链接，是组织数量庞大的词条集合的一种有效方

式。维基链接可被编辑者增加或取消，也存在一

些指向并不存在的词条的空链接（用来引导编辑

者发现空词条，从而将其创建起来）。站点ｈｔ

ｔｐ：／／ｓｔａｔ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中给出了部分维基链

接的统计信息，统计分析结果揭示其具有典型的

度分布幂律和密度稠化等特征。

１）维基链接网络的度分布呈幂律。在

１６８６９６０个英文维基百科词条中（剔除了重定

向、图片和分类页面），有１９６个词条拥有超过

１００００个出链，超过１００万的词条少于１００个维

基链接［６］。在德文维基百科中，链接网络出度的

幂指数约为３，大部分语种具有类似特征
［６，７］。

２）链接密度随时间逐渐变得稠密。链接密度

的定义为平均维基链接网中每个节点的度。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间，英文维基链接的平均出度从７增长

到１６，相当于每１００天平均出度加１。文献［６］统

计指出，２００８年的平均出度更达到了２９．６２。

此外，与 Ｗｅｂ网络相类似的蝴蝶结特征、链

接增长的偏好依附性等统计规律近年来也被陆续

提出［７９］。

２．３　词条质量

２００５年，Ｎａｔｕｒｅ发表的调研报告指出，维基

百科的词条质量在某些领域基本和大不列颠百科

全书的词条持平［１０］，由于词条质量的显著重要

性，对各词条的质量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一直是

维基百科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１１］。

３　编辑者

编辑者是维基百科特殊的用户，其不仅浏览

词条，而且贡献了词条内容。在词条编辑过程中，

众多编辑者之间的交互形成了维基百科中群体智

能形态的基础。

３．１　编辑者数量和社区聚集

维基百科在创建头两年就迅速形成了庞大的

编辑者社团（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ｋ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ｅｔ／），

文献［１２１４］分析了编辑者随着词条内容的不同

而出现分裂的社区聚类现象，发现编辑者和浏览

者具有类似的兴趣局域性特征。

３．２　编辑次数、频率等行为特征

站 点 ｈｔｔｐ：／／ｍｅｔａ．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

Ｌｉｓｔ＿ｏｆ＿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ｎｓ＿ｂ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ｄｉｔｓ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Ｗｉｋｉｒａｇｅ．ｃｏｍ／等给出了与编辑行为

相关的基础数据。从编辑者编辑次数的角度，文

献［７，１２，１５，１６］等指出编辑者所贡献的编辑次数

呈幂律特征。如文献［１５］指出，日文维基百科中

只有一位用户的编辑次数达到近１００万次，而大

量用户的编辑次数在１～５之间，４０％的匿名用户

只贡献了１次编辑。英文维基百科也有着相似的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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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特性［１７］，与浏览的词条量相比，编辑者的编

辑兴趣通常只在一个或数个词条上。文献［７，１６，

１８］等进一步指出，不同类型的编辑者（如匿名和

注册用户等）具有显著不同的统计特征，如匿名编

辑者的编辑次数在分布上相对更广。从词条被编

辑次数的角度，文献［１２］发现词条编辑的次数和

频率等在时间尺度上呈自相似特征；文献［１９，２０］

等报告了词条的编辑次数也存在幂律分布；文献

［２１］进一步限定了相同“年龄”词条这一前提，发

现这种情况下词条所经历的编辑次数的分布应为

Ｌｏｇｎｏｍａｌ形态，而非幂律分布。

３．３　编辑者的工作量分配

编辑者的工作量分配在直接工作（直接参与

词条编辑）与间接工作上（讨论、格式清理等维护

行为）。文献［２１，２２］对工作量的具体分配进行了

统计分析。前者指出，随着词条数量的增加，用户

投放在讨论和维护等间接工作的精力所占的比例

由５％增长到３５％，而直接编辑词条的精力则由

９５％降到了６５％。后者指出了类似趋势，并以用

户讨论页为数据源进行了分析，认为维基机制随

着规模的增加，协调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除此

类宏观分析外，Ｗ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和 Ｖｉéｇａｓ等相继提

出了Ｃｈｒｏｍｏｇｒａｍ
［２３］和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ｌｏｗ

［２４］等工具，

用可视化方法对编辑者所贡献的内容（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ｌｏｗ）和工作量（Ｃｈｒｏｍｏｇｒａｍ）等随时间变化的

特征进行了更加微观的分析。

４　复杂网络建模

复杂网络可以对节点及其属性、表示节点之

间关联性的边及其属性进行统一建模。使用复杂

网络对维基百科建模的本质就是把编辑者和词条

集合用某种关联性联系起来形成网络。若考虑版

本的演化过程，则可形成带有时序的演化网络，从

而得到更多的网络特性。从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

交互出发，通过复杂网络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很

多宏观层次上的结论［１５，２５，２６］。表１总结了目前对

维基百科所建立的部分复杂网络模型。

文献［２５］详细分析了维基百科中编辑者修改

关系网的统计特征，并给出了不同的网络模型参数

及算法用于评估的合作行为。文献［１５］根据编辑

者版本关系网从数百万的活跃编辑者中寻找数千

名最具“创造性”的编辑者，通过动态时变网络的统

计参数考察了活跃的编辑者之间的交互行为。文

献［２６］构建了词条演化网和词条编辑者二模网，

通过确定节点和边的相似度分析了词条版本的演

化规律，指出如一旦与某词条相关的新闻出现，那

么就会触发此词条在一段时间内的大量编辑。文

献［２７］通过挖掘词条编辑者二模网发现合作者之

间的合作程度以及针对特定话题的专家团。文献

［２８］利用经典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和ＨＩＴＳ算法对维基链

接网络进行了节点排序，从整体结构上分析了词条

所反映的文化热点。文献［２９］较全面地列举了对

维基百科中复杂网络模型的统计参数的计算方法。

从网络演化的角度对维基百科的动态性质进

行研究，除文献 ［２６］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结

论［３０３２］，如文献［８］对维基链接网络的偏好依附增

长机制解释提出了质疑，文献［３０，３１］等提出了使

用时间独立的增长机制来解释词条数量增长规律

的方法。

除表１中总结的外，还可从抽取更丰富的节

点、边属性等角度来建立更多的复杂网络模型。

不同模型在分析性质和发现规律时起着不同的作

用，与单纯的数值统计相比，网络模型能够利用节

点间的关联关系，从而更清晰地说明整体结构与

演化等问题。

表１　对维基百科建立的复杂网络模型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网络模型 节点 边

编辑者修改关系网［２５］ 编辑者（贡献的单词数） 编辑者间的修改关系（编辑者之间删除、回退、修改等涉及的单词数）

编辑者版本关系网［１５］ 编辑者 编辑者之间有共同修改的词条版本

编辑者回退关系网 编辑者 编辑者之间有回退编辑的行为

Ｗｉｋｉ链接网（创建时间）［７］ 词条（词条创建时间） 词条间的 Ｗｉｋｉ链接（链接创建时间）

Ｗｉｋｉ链接网（合作编辑） 词条 词条间的 Ｗｉｋｉ链接（词条之间共同作者的数目）

词条演化网［２６］ 词条 版本间的相似度高于设定阈值（相似度值：词条间编辑频度的协方差）

词条编辑者二模网［２６，２７］ 词条和编辑者 词条与编辑者间有编辑关系

Ｗｉｋｉ分类网 类别 类别间的包含关系

５　讨　论

进一步完善统计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发现其

背后的物理解释是目前对维基百科进行统计分

析，并且将结果推广到实际应用中的重要基础。

例如，偏好依附性是统计挖掘出的一个典型特征。

从物理机制上说，深刻而恰当的见解会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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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参与者的认同，形成偏好依附的“核心”，并作

为合作编辑过程的逻辑起点，后来的参与者只有

在发表了更加独到与深刻的见解后才可能赢得大

量认同。但是，偏好依附又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时间、社团、词条涉及的领域等，可以

从此角度来进一步解释文献［１０］等所发现的偏移

偏好依附的问题。事实上，完美地服从某一特定

分布的实际数据是较少的，影响群体智能的大量

因素有可能相互独立，也有可能是偏好依附增长，

所以往往形成不太规则的分布，从中找出相对的

规律性是统计方法的优势。

总体上，群体合作编辑可以体现出稳定的统

计特性或涌现结构。对于此过程中的用户交互手

段、数量和最终智能的表现形式等，都可以从不同

侧面进行研究。例如，对于维基百科上的词条质

量与参与编辑的用户数、编辑次数之间的关系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词条被编辑的次数越多，其质量

往往越高，此类规律将对拣拾出更好的合作结果

有所帮助。

将从群体编辑或者群体合作行为中所发现的

统计规律及其物理机制应用于信息服务，是维基

百科等群体合作应用统计分析的最终目标。互联

网环境下信息服务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客户数量和

点击率。在带有主动推荐的信息服务中，用户行

为通常较为复杂，并被各种因素所影响。例如，在

搜索日志中，就记录了用户同搜索引擎交互的历

史信息，包括用户查询、点击率、点击间隔时间、网

页停留时间，甚至还有用户位置信息等。从日志

中能否断定存不存在和每次搜索的关键词不强相

关的用户交互行为的统计特性？如何智能地抽取

用户的行为知识，从而变被动搜索为主动推送？

进一步研究合作编辑中的统计特征，包括用户身

份、兴趣领域、相关的行为习惯、时序行为规律、用

户对返回结果的详略程度（信息粒度）偏好、用户

兴趣点转移特征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通过类比等

方法可以更好地支持更加个性化、更加精准的信

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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