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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知識與相關技術

本章將較深入的介紹社會網路分析的模型與性質，以及在不同的模型下會對網

路性質計算造成如何的影響與可能的修正方式。

2.1 模型

常見的網路模型大致可以節點種類或連結種類作為區分；以節點做為分類時，

一般分為 1-mode 與 2-mode 網路[2] ，1-mode 網路即代表內部僅存在一種類型的節點，

節點間彼此雖不相同，但所有的節點僅為屬性不同本質上是相同的，最常見的人與人

所構成的網路即為此類，而 2-mode 網路則為內部同時有兩種類的節點，舉例來說，一

個由學生與課程組成的網路即為 2-mode 網路，一般 2-mode 網路僅在不同類型的節點

間有連結，這樣的設定是為了簡化網路分析時的困難，當然也有在同類型節點間存在

連結的網路模型，但很多性質的計算與定義便會成為在分析上的難題，基於同樣的原

因，兩種類以上節點的網路模型則更為少見。

另一方面，原始的社會網路分析只考慮節點間的連結存在與否，意即在連結上

並沒有權重的概念，以小世界網路為例，六度分隔僅敘述世界上任兩個人之間，可由

最多六個連結建立彼此間的連結，而並無考慮此六個連結的強度[10] ，同樣的在這樣

的網路裡，也沒有考慮連結的方向性，以現實的狀況而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然有

親疏之分，也應考慮單方向的關係，甚至在某些關係可能存在有正負向的差異，這些

對於關係的概念，反應在網路之中，即為連結的屬性；另外在一個網路之中，亦可同

時對應多種關係，即不同種類的連結；然而由於社會網路架構在圖論（graph theory）

之上，且包含大量的節點與連結，計算上的複雜度考量，通常以簡化的模型來實作。

簡化的模型固然在網路的分析與性質計算上有較佳的效率，但亦可能發生在簡

化的過程中由於資訊的流失而導致分析的結果偏離甚至是錯誤，在簡化的模型上的網

路性質要如何對應到原先複雜的現實情形中亦是一個問題。

2.2 網路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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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介紹一些對應到網路本身或節點的性質，在網路中所對應的意義與其

計算的方式：

2.2.1 Density (of Network)

Density 即一個網路的密度，一個網路在所有的節點彼此間皆有連接時的密度為

一，而所有節點互不相連時密度為零，在 1-mode 無權重的網路模型下，一個網路的密

度為其連結數除以同節點數在密度為為一（最大）時的連結數，即：

Density N =
∣EdgeN ∣

Max∣EdgeN ∣
(1)

2.2.2 Centrality (of Node)

Centrality 為一節點在網路中所居位置的指標，一節點若位居網路中心，其值應

相對於其他節點為低，相反的，若 centrality 的值較其他節點為低，則代表該節點對於

此網路而言在較邊緣的位置，也就是說若將該節點從此網路中移除，應對於此網路整

體結構的影響較小；centrality 亦可視作該節點在網路中重要性的指標之一。centrality

有各式各樣的定義，較常見且被多數人使用的有 degree centrality、closeness 

centrality、betweenness centrality；degree centrality 為該節點與其鄰點的所有連結數的總

合，在有向圖中連入的連結數（in-degree）與連出的連結數（out-degree）需分開計算：

Centrality Degree n i=degree¿ni degreeout ni  (2)

Closeness centrality 則以該節點與其餘所有在同一網路中的節點的距離來做計算，

由於網路中僅定義了部分節點與節點間的關係（距離），故 closeness centrality 中的節

點距離指的是兩節點間的最短路徑的長度（連結數），一個節點若與所有的節點的距

離皆近，則加總後的值會小，此計算方式有違 centrality 在靠近中心的節點其值較大的

想法，故應對其值做些微調整，如取倒數或以網路中最大的 closeness centrality 的值減

去目前節點的值：

CentralityCloseness n i=∑ j ≠ i
distance ni , n j (3)

7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計算除了該節點外的所有節點中，任兩節點之間的路徑中，

通過該節點的路徑數除以此兩節點所有路徑數比值的總合，當一節點在網路中伴演著

連結兩個原先互不相連的集團的角色時，該節點的 betweenness centrality值則會較高：

Centrality Betweennessni =∑ j ,k ≠ i

∣pathvia n i n j ,nk∣
∣pathtotal n j ,nk∣

(4)

2.2.3 Centralization (of Network)

Centralization 是一網路整體是否為中央集權的指標，一網路若能在移除某單一

節點後導致該網路結構上的重大變化，則稱之為中央集權式的網路，反之，若不論移

除任何節點皆不致影響結構，則為離散式的網路，centralization 的值越高，則代表越可

能在移除某節點改變該網路的結構；centralization 的計算是基於 centrality，故不同的

centrality 定義下可計算出不同的 centralization：

Centralization=
∑ [Centrality n∗−Centrality ni ]

max∑ [Centrality n∗−Centrality ni ]
(5)

上式中 n∗ 為其中 centrality 最大的節點， max∑ [Centrality n∗−Centrality ni ] 則

為與該網路同樣的節點數下最大可能的值。

2.2.4 Clustering Coefficient (of Node)

Clustering coefficient主為目的在表示一節點與其鄰點間的緊密情形，當一節點

與其所有鄰點形成一 clique，即所有節點間皆互有連結時，則該節點的 clustering 

coefficient 為 1，相反的，若一節點鄰點間彼此互不相連，則該節點的 clustering 為 0：

CC 1ni =
2∣E G1ni ∣

degree n idegree n i−1
(6)

上式中 ∣E G 1ni∣ 為與節點 n i 相鄰節點其間的邊數；將 clustering coefficient加以

延伸：

CC 2ni=
∣E G1ni∣

∣E G2n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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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G2ni∣ 為節點 n i 鄰點的鄰點，不包含 n i 及其鄰點。

2.2.5 Structural Cohesion (of Node Set)

 Structural cohesion[9] 用以描述節點間的緊密程度， 與 clustering coefficient 同樣

為一節點集合的性質，一個集合的 structural cohesion 若為 n，則代表最少需要將 n 個節

點從該集合中移除，方能使該集合變為不連通。

2.2.6 Structural Equivalence (of Node Set)

Structural equivalence 並非單一節點的性質，若兩節點有相同的相同的鄰點，則

稱該兩個節點互為 structural equivalence，在此定義下，若兩節點皆為孤立點

（isolated），亦可稱其為 structural equivalence。

2.2.7 Structural Holes (of Network)

Structural holes 為網路內部的空隙，網路中可能形成大大小小的集團

（community），集團內節點連結較為緊密，集團間的連結較為鬆散，若兩集團間存在

極少或根本不存在連結，則可視其間的空隙為整體網路在結構上的空洞（structural 

holes），這樣的空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位在其間的少數節點，因作為兩個集團間的

連結，該節點的 centrality（尤其是 betweenness centrality）可以想見會非常的高，在資

本主義的模型中，往往是控制著大量利益的位置。

Structural holes 最常見的計算方式是利用 Burt's measure of constraint[3] ，這個由

Burt 在 1992年所提出的計算，概念上是考慮一個節點與其鄰點的相互關係，若一節點

有較少的鄰點且鄰點間的相互連結又強，則可以合理的認定如此的節點對於其附近的

節點可能代表重要的意義：

C=∑ j
cij=∑ j

[ pij∑q
piq pqj ]

2
, i , j≠q (8)

其中 pij 為由節點 i 連至節點 j 的連結在節點 i 的所有連結中所佔的比例。

2.2.8 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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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可視為一群在網路中彼此關係較為密切的節點所組成的集合，一個

網路可能由數個 communities 所組成，位於同一 community的節點間的連結較強，而

communities 間的連結則較弱，以人際關係網路而言，community就是一個個不同的社

交圈子，同一圈子內的人彼此熟悉，而不同圈子間的人交集自然較少。

由於 community 可說是社會網路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性質，要找出網路中的

communities 的方法有很多人提出，在各種不同的方法中，目前最常被使用的方法是以

M.E.J Newman 在 2004年所提出的 modularity及其延伸[8][11][12] ，modularity 的概念

很簡單，一個 community內的 edge 數和與其等大的 random network 內的 edge 數相比，

前者應較大，且越大代表 community的強度越大，當我們將一個 network切為數個

communities後，若每一個 community的強度皆大於 random network，則可稱其為一個

好的分割，反之則非好的分割；modularity則是基於上述性質的量化指標，我們可以利

用最大化一個網路的 modularity而得到一個好的 communities 分割。

Q=
1

4m
∑
ij

Aij−
k i k j
2m

 si s j=
1

2m
sT B s (9)

上式中，Q 為 modularity，matrix A 為網路的接連矩陣（adjacency matrix），

k i 為節點 i 的所有連結數（degree），m 為全網路的連結數， si 為節點 i 所屬的

community （+1 或-1），藉由調整每一個節點的 si ，可得到不同一 modularity值，如

此一來將網路分為兩個 community的問題便成為一個最佳化的問題。

2.2.9 Graph Entropy (Important Nodes)

由於 Centrality 在節點數較大或 communities 數多等包含過複雜子結構的網路中

往往會對其所代表的意義產生影響，造成 centrality 值大者不見得是直觀上重要的節點，

J. Shetty以及 J. Adibi 在 2005年提出了另一個計算節點重要度的方法[15] ，他們首先定

義了一個整體網路的屬性為 graph entropy 如下：

H G , P=∑
i

p ni  log1/ p ni  (10)

並對網路中所有節點計算將其移除後對 graph entropy 所造成的影響，而將這個

影響的值視為該節點的重要度的指標，每個節點的影響度的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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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算節點 i 所貢獻之 entropy Ei

2. 計算將節點 i 所移除後的網路之 entropy EN i

3. 計算節點 i 之重要度為 Effecti=
EN i

log EN i /E 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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