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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图的恐怖组织网络的结构模式挖掘方法

谷宁 1 郑印 1

摘 要 恐怖组织网络的结构模式发现有助于政府有效地采取反恐措施,针对一般图无法完整地刻画整个恐怖组织网络的缺
陷,采用超图对恐怖组织网络进行建模,并定义超边相似性的度量,提出一种基于超边相似性的层次聚类的结构模式发现方法,
并引入结构密度来度量划分结构的质量. 通过案例分析说明该方法能够同时有效地探测到恐怖组织网络结构的层次模式和重
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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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pattern detection i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networks helps the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take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In some cases the use of simple graphs does not provide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real-world target networks. After
introducing hypergraphs to describ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networks and defining hyper-edge similarity measurement, a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based on Hyper-edge Similarity is proposed to detect structure pattern, as well as using the newly introduced com-
munity density to evaluate the goodness of a community. Moreover, the method can also find both the overlapping and hierarchical
properties of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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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911事件” 发生以后,恐怖主义成为当今
世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网络被应用到国家安全
领域,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为发现恐怖组织网络结
构模式,查明和消灭恐怖组织的重要头目提供了一
种研究思路. 我们认为恐怖组织网络是由许多不同
的团体结构组成,团体内部节点之间的连接密度较
高,而团体之间的连接密度较低,而且大的团体可能
包含较小规模的团体,称为团体的层次性,而且可能
存在有些节点属于多个不同的团体结构,即团体具
有重叠性. 本文称这些团体为目标网络的 “结构”,
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这种结构也称为社区,并把对
目标网络中结构的划分,结构的层次性和重叠性的
发现称为结构模式的发现. 网络的抱团特性和团体
划分表明,如果要在打击恐怖主义作战中采取斩首
攻击,那么寻找 “首” 的过程就是在恐怖组织网络中
寻找结构的过程,掌握其层次和重叠关系,直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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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结构或节点. 采用网络方法应用到军事组织
的研究逐渐成为各国军事研究的热点[1] , 如国外的
Jeffrey R. Cares[2−3] 及 Dekker等[4] 的作战复杂网络

模型, Van Den Ende等结合社交媒体和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对恐怖组织进行建模分析[5] , Arie等采用多
层对比方法对恐怖组织网络的生产性和耐久性进行

研究[6]；国内的毕震坤等采用基于节点割集分层的

方法对恐怖网络中的组织结构进行识别[7] , 宣冬梅
等基于对恐怖组织的网络化建模,研究恐怖组织网
络中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识别与分析网络中的重
要人物和重要关系[8] ,等等. 而对于网络模式结构的
研究在军事领域中比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的
研究中,著名的有基于模块度指标的方法,如 GN方
法[9] ,之后针对模块度的优化出现了基于谱聚类、图
划分、智能优化等方法的社区发现方法[10] 等, CPM
方法[11] 是 Palla首次提出的能发现结构的重叠性的
方法,还有许多层次聚类算法[12−13]用于发现结构的

层次性. 除此之外, Infomap方法[14]、Combo方法[15]

和 HLC方法[16] 是著名的能够同时探测到结构的层

次性和重叠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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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有些真实复杂的目标网络并不能被一般
的图模型准确刻画,例如战场中的多方关系,如一个
编队的作战飞机每次都一起出动,它们是一个整体,
用简单图只能表示两个飞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但
不能准确描述 3个以上的飞机是否是一个飞行编队.
传统的可以采用二部图方法来描述这种关系,即采
用一组点集来表示飞行编队,然后用另一组节点集
来表示飞机,但是,采用二部图进行描述时,节点的
“同质性” 定义就无法表达,在进一步研究目标网络
的连通性、集聚性和其他拓扑性质时, 两组的点的
解释也完全不同.实际上,已有研究采用超图模型对
军事体系进行建模, 并且进行体系韧性评估[17]. 因
此,超图模型能更好地表示真实复杂的目标网络,故
本文引入超图模型对目标网络进行刻画,采用超图
对恐怖组织网络进行建模, 虽然有研究[18] 将超图

方法应用到超网络的社区发现,但是其计算复杂度
较高,本文受 HLC 方法的启示,提出一种在超图模
型基础上基于超边相似性的层次聚类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based Hyper-edge Similarity, HCHS)的结构
模式发现方法.

1 恐怖组织的超网络建模

定义 1.设 V = {v1, v2, · · · , vn}是一个有限集.若
1) ei , Φ (i = 1,2, · · · ,m)

2)
m⋃

i=1
ei = V

则称二元关系 H = (V,E)为一个超图,超图的节
点表示为 V 的元素 v1, v2, · · · , vn, E = {e1,e2, · · · ,em}
称为超图的边集合, ei = {vi1, vi2, · · · , vi j }(i =

1,2, · · · ,m) 是超图的边[19]. 如果 E 的每条边 e都

有 |e| = k,则称超图 H是一个 k-匀齐超图,如果 k=2,
即每条超边只包含 2个节点,则 H就是一个简单图.

图 1 恐怖组织网络的超图表示示例

应用超图描述恐怖组织网络时, 首先分析恐怖
组织成员特性和他们之间的交互关系,然后把恐怖
组织成员都抽象成节点,而目标之间的关系抽象为
超边,超边可以表示多方关系,如图 1 (a)是一个恐怖

组织网络的超图表示的示例,假设 v2,v3,v7是 3个成
员,在论坛上交流 ,e4表示他们在同一个社交平台上

交互；v5,v8是两个恐怖组织成员,他们在另外一个社
交平台上进行交互,用 e2表示,等等.
定义 2.关联矩阵[20]

一个图 H = (V,E)的关联矩阵 B满足下面的条

件:
1) B的每一行与 H的节点相关；

2) B的每一列与 H的边相关；

3) 如果第 j 个边与第 i 个节点相关联, 那么
bi j = 1.
有 n个节点的连通图 H的关联矩阵的秩是 n−1.

超图除了图形化表示外,可以采用关联矩阵表示,如
图 1 (b)是对图 1 (a)的关联矩阵表示.
其他关于超图特征的定义可见文献 [19−20].在

超图模型基础上,受 HCL中假设一条边为一个结构
的启发,本文假设一条超边为一个结构. 因为如果用
一般图来表示恐怖组织网络,那么一条超边对应图
中一个 k-团 (因为图只能表示两两之间的关系,其中
k为超边的度),而 CPM方法也是以 k-团为基础进行
结构模式挖掘的,所以本文假设一条超边为一个结
构模式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超边相
似性的层次聚类 (HCHS)的结构模式发现方法.

2 基于超边相似性的层次聚类方法

HCHS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假设每条超边为一
个原始结构,第 1步定义超边之间的相似性；第 2步
合并有最大相似性的超边对,形成新的超边,迭代进
行超边合并这个过程,直到形成一条新的超边,我们
称这条超边为结构,因此,这个超边合并的过程形成
了一个系统树图；最后,对这个系统树图进行划分,
能够形成多个结构,为了度量划分的结构的质量,定
义结构密度,采用最大结构密度值进行系统树图的
横切,横切之后能够得到的结构为最佳划分结构. 其
中关键的是超边相似性和结构密度的定义.

2.1 超边的相似性

首先,定义一对超边之间的相似性. 我们定义目
标网络中的两个节点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情况: 第
1种两个节点直接相连, 即存在一条超边连接两个
节点；第 2种称非直接相连, 即两个节点没有被任
何一条超边相连. 为简单处理,只考虑直接相连的关
系,因为直接相连的节点对之间的关系比非直接相
连节点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同非直接相连相比,
直接相连关系对网络的连接程度起主要作用,而且
计算更加有效. 因此,定义节点 vi 和 v j 直接相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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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ink(vi , v j) = 1,否则 dlink(vi , v j) = 0. 显然对于给定
的两条超边,它们之间越多的节点对是直接相连的,
那么它们的相似性也越大,这里我们采用余弦相似
性来度量超边对的相似性,对于每一对超边 ei 和 ej

相似性定义为 [19]

similarity(ei ,ej) = cos(θ) =
ei · ej

||ei ||||ej || , (1)

则 ||ei ||和 ||ej ||为 ei 和 ej 的长度,本文采用它们的度
来衡量,并且

ei · ej = {vi1, vi2, · · · , vip} · {v j1, v j2, · · · , v jq} =

q∑

k=1

dlink(vi1, v jk) +

q∑

k=1

dlink(vi2, v jk)+, · · · ,+
q∑

k=1

dlink(vip, v jk) =

p∑

l=1

q∑

k=1

dlink(vi l , v jk)

(i, j = 1,2, · · · ,m; p,q = 1,2, · · · ,n)

例如在图 1 (a)中超边 e2和 e3的相似性计算为

e2 · e3 = {v5, v8} · {v6, v7, v8} =
4
6
.

2.2 结构密度

最大相似性的超边对不断合并, 整个过程构成
系统树图, 从系统树的何处横切而产生结构, 是确
定探测结构的质量的关键, 本文引入一个结构密
度的概念来衡量结构的质量. 假设划分的结构为
P = {P1,P2, · · · ,Pc},那么在结构 Pc中的超边数记为

mc,结构 Pc中的点数为 nc. 那么如果每个点都被这
个结构中的所有的超边连接,则结构内的连接程度
最高,密度最大.由于超图模型中不存在孤立点和孤
立超边的情况,所以每个节点至少被一条超边所连
接,即平均节点度为 1,所以当 mc ≤ nc时,平均节点
度为 1,整个社区内连接程度最低;当 mc > nc时,如
果每条超边只包含一个节点,则社区内连接程度最
低,即平均节点度为 mc/nc,因此结构 Pc的结构密度

定义为 [21]

Dc =



0 mc = 1或 nc = 1
mp − 1

mc − 1
mc > 1且 mc ≤ nc

mp −mc/nc

mc −mc/nc
mc > 1且 mc > nc

, (2)

其中, mp表示结构 Pc中节点的平均度.例如:一个结
构中有 3个恐怖组织成员 (表示为 3个节点),和恐怖
组织有 3个活动发生 (如电话通信活动,社区集会、
游行示威),如图 2,如果这 3个人员都一起参加了这
3个活动,那么认为他们的关系最为紧密,即密度最
大,如图 2 (b),而现实情况有可能有 2个人员参加了
社区集会活动,而有 2个人员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等,如图 2 (c).

图 2 3个节点和 3条超边的关系

那么一个结构的结构密度计算如图 3所示.

图 3 Dc的计算过程

整个聚类的平均结构密度称为整体结构密度

(简称结构密度 D)

D =

c∑
i=1

Dci

c
(3)

其中, c表示结构的数目, Dci 表示第 i 个结构的结构

密度.

2.3 算法过程

定义 4个基本数据结构—关联矩阵 B (描述初
始超图),关联矩阵 Bn (记录合并过程中的超图),超
边相似性矩阵和隶属数组.
关联矩阵 B,表示初始超图.
关联矩阵 Bn, Bn 的行表示节点,列表示聚类超

边,一般聚类超边在本文中认为是一个结构,即它包
含一条或者多条初始超边.
隶属数组 L, L的下标值记录 B中的第几条超边,

数组值记录 Bn中的聚类超边,例如: L(i) = j 表示 Bn

中第 j 条超边包含 B中的第 i 条超边,通过它记录聚
类的过程.

隶属数组 L, L的下标值表示 B中的第几条超边,
数组值表示 Bn中的聚类超边,例如: L(i) = j 表示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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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j 条超边包含 B中的第 i 条超边,通过它记录聚
类的过程.
超边相似性矩阵 Sn,是一个 M × M 矩阵, M 为

Bn中的聚类超边数,例如 Sn(i, j) = s表示第 i条聚类

超边和第 j 条聚类超边的相似度为 s,可见 Sn 是一

个对称矩阵. 根据 HCHS方法的基本思想,随着聚类
操作的进行, Bn, L和 Sn随着更新, HCHS方法的具
体流程如下:

FunctionHierarchicalCluster(B)
1 Input: B

2 Output:Bn, L,D

3 Bn← B//初始化融合关联矩阵.
4 [n,m] ← size(B)
5 For eachi ∈ m //初始化隶属数组

6 L(i)← i

7 For eachj ∈ m //计算超边相似性

8 Sn(i, j)← S imilarity(i, j, B)
9 End for
10 End for
11 Whilem> 1
12 [i, j] ← max(Sn)
13 {Bn, L,Sn} ← Merge(i, j, Bn, L)//最大相似性

的超边对合并.
14 If Density(Bn, L) > δ
15 Print(Bn, L,D)
16 End if
17 [n,m] ← size(Bn)
18 End while

3 实验分析

本文首先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恐怖组织袭击为

背景,结合公开的数据资源,构建目标网络进行实验
(具体数据参见文献 [22]).

图 4 HCHS方法的结果

从图 4和图 5可以看出HCHS方法同HCL方法
的结果几乎一样,主要差别在HCHS方法中Abdullan

为重叠结构的点,而在 HCL中 Mustafa为重叠结构
的点. 而根据情报掌握,实际上 Abudallah是指挥者,
是他组织了整个恐怖袭击,在他之下分别组织了 2
个团体,一个团体是内罗毕的恐怖团体,由 Fazul指
挥,一个是累斯萨拉姆的恐怖组织,由 Abudallah指
挥. 根据实验分析,可知采用 HCHS方法时,如图 4,
左边的结构恰好是包含了累斯萨拉姆恐怖袭击的主

要参与者,右上的结构表示内罗毕恐怖袭击的主要
参与者,而右下的结构表示恐怖袭击的辅助参加者.
将 HCHS方法同 HCL方法进行对比可知, HCL方法
并没有把 Abudallah划分到累斯萨拉姆恐怖袭击的
结构中. 可见 HCHS方法在本数据集中比 HCL方法
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能有效地发现结构模式. 而且可
以看出 Abudallah, Fazul位于结构的重叠模式中,可
见其桥接着两个结构,可见其重要性,应该成为我们
打击恐怖组织的首选目标,而实际情况中这两者恰
好是指挥者.

图 5 HCL方法的结果

4 结论

针对简单图模型不能完全刻画恐怖组织网络的

缺陷,特别是不能准确描述 3个以上目标的关系,本
文采用超图对恐怖组织网络进行建模. 以节点表示
恐怖组织成员,超边表示恐怖组织活动.基于超边对
中直接相连点的数目,定义了超边的相似性,进一步
提出 HCHS方法进行恐怖组织网络的结构检测研究,
并引入结构密度来度量结构检测过程中的最佳结构

划分,最后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恐怖组织袭击为背
景构建恐怖组织网络,并以此网络进行实验,实现对
恐怖组织网络结构模式的挖掘,实验显示本文提出
的方法对恐怖组织网络结构层次性和重叠性探测的

有效性,并且能够识别主要的恐怖组织的重要人员,
即重要人员桥接着两个结构. 但是本文考虑的是不
加权的无向超图,下一步研究主要将此方法扩展到
加权超图和有向超图的结构发现研究中.

ww
w.
jc2
.or
g.c
n



348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References

1 曾宪钊.国外军事网络科学研究新进展 [J].指挥与控制学报, 2016,
2(2): 93−97.

2 CARES J R. An information age combat model[C]// 9th International
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ymposium, 2004.

3 CARES J R.分布式网络化作战 [M]. 于全,译.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
版社, 2006: 22−28.

4 DEKKER A H. Network topology and military performance[C]// 2005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Modelling and Sim-
ulation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2005: 2174−2180.

5 VAN DEN ENDE B.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ting terrorist networks:
coupling social media mining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C]// The Pro-
ceedings of 14th Australia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Confer-
ence, 2016: 48−51.

6 PERLIGER A. Terrorist networks’ productivity and durability: a com-
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J].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2014, 8(4):
36−52.

7 毕震坤,张伟,余浩淼,等.恐怖网络中基于节点割集分层的组织结构
发现方法 [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34(5): 111−118.

8 宣冬梅.恐怖组织网络中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的研究 [D]. 北京: 中国
科学院大学, 2015.

9 GIRVAN M, NEWMAN M E.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ocial and biolog-
ical networks[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99(12): 7821−7826.

10 ZHAO Y. A survey on theoretical advances of community detection in
networks[J]. WIRE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017, 9(5): e1403.

11 PALLA G, DERENYI I, FARKAS I J, et al. Uncovering the overlapping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mplex networks in nature and society[J]. Na-
ture, 2005, 435: 814−818.

12 ASHOURVAN A, TELESFORD Q K, VERSTYNEN T, et al. Multi-scale
detection of hierarchical community architecture in structural and func-
tional brain networks[J]. PLoS ONE, 2019, 14(5): e0215520.

13 HAMID I, WU Y, NAWAZ Q, et al. A fast heuristic detection algorithm
for visualizing structure of large community[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8, 25: 280−288.

14 EDLER D, BOHLIN L, ROSVALL M. Mapping higher-order network
flows in memory and multilayer networks with infomap[J]. Algorithms,
2017, 10(4): 112.

15 GRAUWIN S, SZELL M, SOBOLEVSKY S, et al. Identifying and mod-
eling the structural discontinuities of human interactions[J]. Scientific Re-
ports, 2017, 7: 46677. DOI: 10.1038/srep46677.

16 AHN Y Y, BAGROW J P, LEHMANN S. Link communities reveal mul-
tiscale complexity in networks[J]. Nature, 2010, 466: 761.

17 石建伟,刘俊先,姜志平,等.基于超网络的军事体系韧性评估 [J].指
挥与控制学报, 2017, 3(3): 213−217.

18 CHENG Q, LIU Z, HUANG J C, et al. Community detection in
hypernetwork via density-ordered tree partition[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6, 276: 384−393.

19 贝尔热 C.超图—有限集的组合学 [M]. 卜月华,张克民,译.南京: 东
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0 GAZDIK I. Modeling systems by hypergraphs[J]. Kybernetes, 2006,
35(9): 1369−1381.

21 成清.社会网络的节点重要性评估和社区发现 [D]. 长沙: 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 2012: 45−53.

22 曾宪钊.网络科学第二卷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134−156.

谷 宁 (1988−),男,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特
种作战、公共管理.本文通信作者.
E-mail: guningguning@sina.com
郑 印 (1984−),男,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特
种作战、特战狙击.

ww
w.
jc2
.or
g.c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