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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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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合作网络、引文网络、主题关联网络三个角度出发，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进行梳理，侧重对经典概念、方法和算法进行梳理，对新概念、新思路、新指标、新算法等进行分析与总结，并对其

功能与应用前景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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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usi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ollaboration network, citation network, and topic-associated network. This

paper emphasizes combining classic concepts, methods, and algorithms, as well as introducing new concepts, ideas,

indicators, and algorithm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and prospects of 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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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

方法，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元所构成的关系

的结构及其属性 [1]。社会网络与图论和复杂网络理

论一起称为网络研究三部曲 [2]。

2002年，Otte和Rousseau发表了一篇名为“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powerful strategy, also for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的论文 [3]，全面介绍了社会网

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发展状况及其在情报分析领域

的应用，并开展了基于作者合作、文献偶联等方面

的实证研究。该研究成为情报分析人员早期利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情报分析的重要参考资料。本

文通过调研近年来情报研究人员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开展情报分析的工作实践，对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包括

核心理论、关键方法和代表性应用等。

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应

用概况

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网络研究的爱好者主

要分布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在物理学领域，复

杂网络早期研究的目标是揭示非随机网络的全面特

征，如无标度特征、小世界现象等。近年来，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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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等 [4]指出，复杂网络研究正在转向深入挖掘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网络的特性上来，大量的研究开始关

注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络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网络的

独特性质，如科学家合作网的富者俱乐部 [5]现象。

同时，不同网络也因其在演化发展过程中会受到不

同因素 （如竞争、环境、学科领域、地理区域分布

等） 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 [6]。

然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对网络科学方

法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则知之甚少。在社会学领

域，研究者倾向于研究不同组织或上下文之间的结

构变化，并用这些变化解释其产出的不同，但两者

共同关注的研究目标则是解释网络链接的形成机

制，预测网络特征 [7]。不过，随着近年来图书情报

领域的研究人员对网络科学研究的持续增多，也引

起了物理学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他们也开展了不

少有关科学计量学研究，包括研究论文的审稿周期

与日后被引情况的相关性 [8]、研究引文数的对数正

态分布对影响因子与引用成功指数之间关系的影

响 [9]等。

在情报分析领域，针对文献引文网络、合作网

络、主题关联网络等的社团划分研究工作是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在情报分析中应用的重要方面，甚至已

成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方向之一，在科学结

构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算法包括 GN

算法 [10]、Newman 贪婪算法 [11]、Louvain 算法 [12]以及

SLM 算法 [13]，模块度函数 Q 常被用于测度社团划分

的质量 [14]。

下面章节主要从网络类型角度对合作网络、引

文网络、主题关联网络的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同时

对用于网络展示的可视化方法进行介绍。

2 合作网络

2.1 合作网络的类型

合作网络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宏观 （国家、城

市）、中观 （机构） 和微观 （个人） 三个层面。

国家合作网络呈现出世界各国在不同学科领域

的国际地位，由于国家间合作网络节点有限，且通

常以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发达国家处于网络的核心，

专门研究国家合作网络的工作并不多，通常仅是作

为一项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例如，笔者在 2013 年研

究了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国家合作网络，揭示出美

国、比利时和英格兰长期处于科学计量学国家合作

网络的中心 [15]；Khan 等 [16]在 2013 年利用社会网络

分析与三重螺旋指标进行混合的方法，研究了电子

政务领域国家间合作网络的协作模式；Han 等 [17]在

2014 年分析了图书与情报领域的国家合作网络，揭

示了美国和英国在合作网络中的显著地位。

近 年 来 出 现 了 空 间 科 学 计 量 学 （spatial

scientometrics） 的概念，即明确考虑空间维度的科

学计量学研究，研究引用的空间分布，合作、引用

和流动中的空间偏见，国际合作与国内合作的影响

等问题 [18]。例如，Wu[19]在 2013 年提出了一个基于

空间多样性 （SDCR） 的城市和国家的引文排名，

侧重于引文网络中“空间”方面的测量，以解决由

引文的不同地理位置引起的引用偏见。近期，许多

空间科学计量学的研究集中在利用各种科学计量指

标来分析城市的科学产出方面，以城市为节点的城

市间合作网络研究工作日益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例如，Csomos[20]在 2018 年以 Scopus 数据库索引的

期刊文章为基础，分析了 1986—2015 年世界范围内

城市的科学产出情况，以及城市间的合作网络，挖

掘了每个城市的优势学科。

在机构合作网络研究方面，主要研究工作包括

挖 掘 网 络 的 演 化 机 制 、 影 响 因 素 等 。 例 如 ，

Roesler[21]在 2017 年研究了德国生物技术产业内由公

共机构资助的研发项目下形成的合作网络的演化情

况，发现了大学在网络演化中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

用。Luo 等 [22]在 2018 年通过研究澳大利亚人文社科

领域大学间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发现，虽然地

理空间对大学间的合作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通

过加强大学内部研究人员的合作，可以有效提升大

学间的合作水平。此外，在专利分析领域，专利权

人合作网络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度。例如，笔者早在

2011 年就提出了适用于专利权人关联网络分析的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体系，对其分析理论、方法进行了

系统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块就是专利权人

合作网络 [23]；随后笔者利用该方法体系研究了工业

生物技术领域专利权人合作网络的演化特征 [24]，研

究了生物经济领域引擎技术与非引擎技术专利权人

合作网络演化特征的差异，发现了引擎技术拥有更

高的专利合作程度的规律 [25]。2017 年，Choe 等 [26]

研究了韩国专利权人合作网络的演化特征，发现了

专利权人合作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政府资助的研

发机构在专利权人合作网络中扮演着核心节点和中

间点的角色，对网络演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个人合作网络研究方面，早在 2002 年 Girvan

和 Newman[10]首次提出“社团”概念的研究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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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

开展个人合作网络的社团划分研究，用于验证 GN

算法的效果。Börner 等 [27]在 2005 年开展了加权作者

合作网络，通过论文数及被引频次对网络进行加

权，进而基于作者在网络中的位置来评价作者的影

响力。笔者在 2013 年基于 Scientometrics 期刊 1978—

2010 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的作者合作演化网络挖掘出

了科学计量学领域的重要学者 [15]。

合作网络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是社团划分研

究。例如，Girvan 和 Newman[10]利用 GN 算法对圣塔

菲研究所 1999—2000 年的 271 位科学家的合作网络

开展了社团划分研究，将 271 位科学家形成的合作

网中由 118 位科学家构成的最大主成分划分为 4 个

社团，分别是 RNA 结构、统计物理、生态学数学

模型、基于代理的模型。随后，有关合作网络的社

团研究大量涌现。有代表性的工作以及科学计量学

领域最新的研究包括：Palla 等 [28]在 2007 年对科学

家及其手机通讯对象所构建的合作网络的演化开展

了定量研究，Guimera 等 [29]在 2005 年研究了团队组

建机制对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合作网络结构和团队绩

效的影响，Lambiotte 等 [30]在 2009 年通过合作网络

的社团结构研究了科学合作模式是如何促进知识创

造和扩散的，Moliner 等 [31]在 2017 年研究了人才管

理领域科学家合作网络的社团结构，Zheng 等 [32]在

2017 年基于单本期刊的作者共著网络开展了社团的

演化研究，Mao 等 [33]提出了一种利用机器学习技术

和网络理论来检测同时具有拓扑和主题特征的主题

科学社团的方法等。笔者也利用科学家合作网络的

社团结构研究了中科院量子卓越创新中心的科研组

织模式。

2.2 合作网络的应用

合作网络研究的首要应用是用于科研表现评价，

已有研究证明了科学家合作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 可 以 反 映 科 学 家 科 研 表 现 的 强 弱 [34]。 例 如 ，

Abbasi 等 [35]在 2011 年发现，科学家的科研表现与度

数中心度、效率和平均合作强度成正比。在此基础

上，笔者构建了一个用于评价科学家科研表现的复

合合作强度指数 （compound collaboration strength,

CCS），综合了作者数量、合作机构数量、篇均合

作作者数量、篇均合作机构数量、以样本 STDEV.S

标准差表征的每篇论文合作机构分布的异质性以及

拥有合作机构论文所占比例共 6 个参数 [34]。

合作网络还被用于研究学科结构与演化。例如，

Bettencourt 等 [36]在 2009 年指出，作者合作网络会随

着学科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稠密，作者 （nodes） 及

合作边 （edges） 的关系符合简单的标度律 edges=

A(nodes)α，其中标度指数 α>1；作者合作网络的直

径在经历领域发展初期的快速增长后，会在领域进

入成熟期后稳定在 12~14。

合作网络也可被用于评价技术的重要性。例

如，笔者基于专利权人合作网络演化特征的研究，

提出了生物经济引擎技术预见模型，比较分析了两

种引擎技术和两种非引擎技术的专利权人合作网络

演化特征的差异 [25]，为开展技术预见研究提供支

撑，为科学家、政策和规划制定者以及利益相关者

提供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参考。

3 引文网络

引文网络分析是科学计量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

容，引文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一种信任网

络 [37]。引文网络分析的内涵和方法也随着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的发展得以不断丰富 [38]，吴海峰等 [39]将引

文网络研究划分为引文网络演化、学科知识和主题

识别、学术评价指标优化、引文网络的社团等几个

方面。

引文网络的社团划分是引文网络领域的研究热

点之一，为了便于研究人员分析引文网络的社团结

构，荷兰莱顿大学 Waltman 和 VanEck 在 2013 年开发

了 CitNetExplorer 软件，集成了 SLM 社团划分算法

用于引文网络的社团划分研究 [13]。通过引文网络社

团分析能够更准确地揭示科学结构和发展过程 [40]，

例如，Wanjantuk[41]等运用复杂网络随机游走方法，

利用拓扑图结构的特征对引文网络进行社团结构分

析；Kajikawa 等 [42]利用 FN 算法研究引文网络社团

随时间的演化情况来识别新兴研究方向；Ren 等 [43]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引文网络的高度聚类及包含三角

结构的新社团划分算法；陈卫玲 [44]提出了引文语义

链网络中基于语义相似度的社团划分算法；笔者也

开展了综合考虑节点内容及结构属性的加权引文网

络社团划分的尝试性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样本加

权的引文网络社团划分方法 [45-46]。引文网络社团研

究不仅仅是引文网络研究领域的热点，也是科学计

量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研究工作不断增

加 [47]，在领域的学科结构 [41,48-49]、追踪研究成果 [42]、

发现科研范式 [50]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科

学家评价、科学思想传播和技术发展脉络研究等方

面也日益引起重视 [47]。引文网络社团结构是科研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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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外在表现，基于网络类型的不同，引文网络社

团结构的差异则可用于分析特定学科、特定国家以

及特定机构的科研范式。

引文网络的演化研究是引文网络分析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可用于分析知识扩散规律，挖掘知识流

与主路径，揭示科学结构与探测学科交叉主题，在

历史角度和宏观层面揭示或呈现科学或学科演化的

特征与规律等 [38]。例如，Batagel 等 [51]在 2003 年提

出了用于在引文网络中搜寻主路径的搜索路径数

（search path count, SPC） 算法 [51]，其核心思想是以

引文网络中遍历权重最高的路径作为主路径，该算

法成为当前开展主路径研究的最经典的算法之一。

然而已有的引文网络经典主路径分析方法 （如

SPC） 没有区分引文网络节点之间的差异，也没有

考虑引用边可能代表不同的引用行为或引用目的。

为此，Wei 等 [52]基于 SPC 算法，利用元路径来描述

和量化在基于文献关联属性的相关性，然后将这种

相关性与原始链接的遍历权重进行整合，获得新的

指数，通过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实证分析，证明了

这种改良方法可以成为主要路径分析的有效补充。

此外，论文和专利之间的引用关系，特别是论

文被专利的引用近年来日益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其基本的假设是专利对论文的引用隐含着科学向技

术的转移，然而，对这种假设还缺乏广泛而深入的

讨论和论证。现有研究大多数停留在计量和统计水

平，而缺少在网络结构和演化动力学水平考察科学

向技术的知识转移的研究，这将是社会网络分析在

专利分析中的重要潜在应用领域之一。此外，高被

引专利可以用来评价专利丛林，引文网络中关系强

度较高的节点之间的技术相关强度高，通过分析不

同专利权人在引用网络与合作网络中的关系，可以

用于分析专利权人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甚至作为

制定联合开展新技术研发计划的依据。

引文网络还可用于识别科学结构和学科范式。

例如，Boyack 等 [53]基于论文的引用关系，构建了

ISI-WoS 数据库的 212 个学科间的引用关系，以可视

化的形式呈现了科学的骨架结构。笔者也在 2016 年

利用引用网络的社团结构来比较世界上有代表性的

几家量子信息科研单元的科研范式，揭示了各科研

单元的学科结构、发展脉络与知识传承问题 [50]。

4 主题关联网络

共词网络分析是研究主题关联网络最简单、最

常见的方法，通常利用文章关键词或摘要、标题中

的词或短语的共现关系 [54]而构造无向网络，利用共

词网络可揭示学科领域的科学结构与演化趋势，揭

示特定主题的热点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沿等。例如，

早在 1991 年，Callon 等 [55]就指出共词分析是研究基

础研究和技术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有用工具，他们

以聚合物化学领域 15 年的数据为例，讨论了不同

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及其相互作用模式、技术“生

命周期”、研究轨迹、研究领域的相互作用动力学

等问题；Ding 等 [56]在 2001 年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分

析了 1987—1997 年信息检索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

模式和新趋势；Su 等 [57]在 2010 年利用期刊论文关

键词，创建了一个三维的“聚焦研究的并行网络”、

一个“关键词共现网络”和一个二维的知识地图，

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技术预见领域的知识结构。最

近，Ji 等 [58]在 2017 年利用共词聚类分析来发现社会

经济行为的新趋势，发现了影响其成功的因素，包

括市场指导、持续创新和盈利能力；Wu 等 [59] 在

2018 年利用共词网络分析了与中国环境损失相关的

化学事故的特点及成因问题，发现了化学事故的环

境成本巨大；Zhao 等 [60]在 2018 年利用定量和共词

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脉络膜新生血管的主题趋势

和知识结构，等等。此类共词网络的应用研究工作

很多，也在揭示学科结构、热点、趋势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最近也有研究关注以共词网络为基

础的对相关主题关联分析指标的拓展研究。例如，

Feng 等 [61]在 2017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距离对共

词分析进行改进的方法，他们将语义距离与基于本

体的概念映射生成的概念矩阵相结合，得到了更好

的效果；Wang 等 [62]在 2018 年基于关键词分析延伸

出 3 类指标，包括基于某学科的平均唯一关键词数

与平均关键词频率的比率所得出的指标 K，在 K 核

过滤之后主题之间的相关矩阵，利用指标 I （节点

中介中心性与其度数的比值） 和 C （簇系数） 来预

测潜在增长的关键词。

基于主题或技术分类体系的主题关联网络研

究，由于其采用被科学家广泛使用和认可的通用的

分类标准体系，因而更具可比较性。特别是对专利

而言，专利文献因具有系统的分类体系，如国际专

利分类号 （IPC）、美国专利分类号 （USPC）、德温

特专利分类号 （DPC） 等，成为开展专利技术主题

关联分析的主要切入点。通过基于专利分类号的分

布，可以计算不同经济体、不同地区和不同专利权

人的技术相似度。例如，杨璧嘉等 [63]在 2008 年通过

基于专利的 IPC 计算专利之间的相关性，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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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研究；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开展的专利权人主

题关联网络研究中也通过基于 IPC 的相似性来研究

专利权人之间的主题关联关系。

基于语义相似度的主题关联研究是当前的热点，

研究焦点在于不断丰富主题关联网络的链接基础，深

入研究主题相似计算算法，如利用 VSM 模型、SAO

模型和 LDA 主体模型等开展语义层面上的相似度计

算。例如，Salton 等[64]提出向量空间模型 VSM 来计

算文献之间的本文相似度，Yoon 等[65]利用基于文本

“主-谓-宾 （SAO） ”结构的专利语义分析来揭示特

定领域专利之间的相似性，进而研究技术演化，Blei

等[66]在 2003 年提出的 LDA （三层贝叶斯图文档生成

模型，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主题模型掀起了主

题模型研究的热潮。主题模型的特点在于可快速发现

文献的主题，包括主体聚类（如 k-means）和概率模

型（如 LDA） 两类。然而，传统的诸如 LDA 等主题

模型因其基本原理是基于词共现频率、忽略了词之间

的顺序以及语义关联而导致其在分析短文本时存在效

力下降的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也开始尝

试将不同主题关联方法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例如，

蔡永明等[67]为了解决共词网络分析不能产生新主题的

问题以及克服传统 LDA 模型的不足，他们将传统的

LDA 模型与共词网络整合在一起，提出了 CA-LDA

模型，提高了具有相同搭配关系词汇划分在同一主题

下的概率，进而提高了短文本主题分析的效果。

5 网络可视化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进步，越来越

多的可视化算法和工具得以开发，为网络可视化分

析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工具，大量静态和动态可视

化的科学地图被展现出来。在引文网络可视化方

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是利用引文网络来分析

科学结构。例如，Boyack 等 [53]在 2005 年把 WoS 数

据库中的 7121 种期刊分成了 212 个簇，然后根据引

用关系绘制了共引和互引二维地图，并采用互引地

图对学科之间的链接关系进行了呈现，描绘了科学

的骨架结构。2009 年，他们又基于文章引用关系，

对 WoS 数据库中 14 个与化学研究相关的学科的科

学结构变化与知识交换进行了研究，发现了生物化

学和生物工程稳步地进入化学领域、并对化学领域

的知识基础产生影响的现象 [68]。除基于论文的分析

外，专利引用网络可视化也为挖掘信息流的发展方

向、发现核心专利、发明人或申请人等提供新的手

段，例如，Gress[69]通过分析美国专利引用网络随时

间流的变化，探讨了信息流的发展方向。

合作网络可视化的研究工作非常多，其中近年

来最具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一项研究是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 Börner 团队制作的作者加权合作演化网络，

该成果被 Nature 杂志引用报道 [70]。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可视化并不能代替对研究

对象的分析，可视化作图是对研究结果进行表达和

呈现的手段 [71]。可视化的科学地图在描述科学结构

与技术结构、分析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提升学科情报研究以及科技咨

询工作效率颇具益处。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如果现在仍旧停留在欣赏精美科学地图的层面，那

么很难真正发挥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情报分析领域的

价值。增加科学地图的可读性、可解释性即表达功

能是在开展可视化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6 讨论与展望

通过近年来的发展，图书情报领域对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的认知越来越深刻，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

情报分析中的应用已经成为该方法的重要应用领域

之一。同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应用极大地拓宽

了情报分析工作的视角，为情报分析工作带来了新

的思路和新的解决方案。基于本文的归纳和评述可

见，未来社会网络分析在情报分析领域的应用至少

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探索的空间。

首先，社会网络分析为情报分析领域开展合

作、引文、主题关联等相互关系提供了数学的和可

视化的分析，然而，当前情报分析人员通常更注重

可视化呈现，对数学分析这一核心功能的研究则相

对较少。事实上，数学的分析是深度利用与提升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功效的必要手段，用好社会网络分

析所提供的数学分析功能，有助于提升学术团体和

学科结构挖掘、主路径识别、科技评价、甚至技术

预见的水平。

其次，当前多数研究工作关注的是截至某一时

间节点的静态网络的结构特征，往往忽略了网络沿

着时间轴演化过程中的变化情况。网络的演化过程

蕴含着大量的、不断更新的信息。建议在未来研究

中，应提高对演化现象的关注和探讨。例如，合作

关系是存在产生和消失现象的，而当前的研究普遍

重视合作关系的建立，却忽视了合作关系也是会消

失的现实。当前的研究通常是利用逐年累积的数据

来构建网络，合作关系只存在增强或不变的情况。

如果不考虑网络随时间的累积效应，仅以特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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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 （如逐年） 的数据构建网络，那么网络演化的

变化则更加多样，网络的结构和演化也将呈现出更

丰富的特征，此时则可以分析合作网络的建立、解

散或再合作的演化特征，网络社团结构的变化也会

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三，重视改良和优化更符合情报分析需要的

网络分析新方法。情报分析领域的研究对象 （论

文、专利等） 与生物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对象

不同，直接借用复杂网络领域的共性分析方法仅能

揭示出情报分析领域研究对象的部分特征，还需要

基于节点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或节点的不同属性来

对链接进行赋权，进而优化和改良相关的网络分析

算法。例如，虽然有些合作网络的研究考虑了基于

合作论文数量权重，但并未考虑合作机构对论文贡

献度的差异，也没有考虑单篇论文中合作机构数量

对合作边权重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深入研究探索

的空间，实现对相应网络边进行加权来优化和改

良。对引文网络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必要考

虑文本相似度、论文节点属性、引用动机等对引文

网络社团结构的影响，开展加权的引文网络的社团

划分，提高引文网络社团划分的精准性，更加真实

地反映学科结构和演化脉络，这将对分析学科结构

及其相关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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