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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吾等所言，
难免主观，
或许片面，
还请见谅，
敬颂纠偏！

Our standpoint largely depends 
on seniors' innovation.
在此,正方同学谨向
Barabasi和Albert致敬！
向Aaron Clauset 和
Anna Broido致敬！！!



质疑

2018年辽宁省理科高考成绩的统计性质
正态分布



质疑

正态分布的真正原因，是“中心极限
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 (CLT)”

——当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的数目足够大

时，不管他们服从何种分布，他们的统计
平均(或总和)服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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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现实生活中，很难有完美符合正态分布的情况。具体到个人收入上，每个人的收入受多

重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眼界思维、起点积累等。我们知
道，这些因素都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



质疑

如果各变量之间不独立且存在乘积关系，那么分布就会
出现长尾形式。
对数正态分布（LND）——

当我们把数值取对数后会发现，它的分布依然是正态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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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Clauset Anna Bro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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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很难理解进行超弱，最弱，最强和超强分类的要求，那么，你要知
道你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花了几天才明白，所以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

假设我们想要在以下字符串中找到“love”这个词：“Love”。当然，你可以简单
地匹配字符串，并称其完成了任务。然而，这无法给你的匹配提供统计意义。
BC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使用严格的算法来判断“Love”是否存在于“Love”里。然后他

们就提出一个算法，算法是这样工作的：取原始字符串，并将其分解成所有可能
的子字符串：
{L,o,v,e,Lo,Lv,Le,ov,oe,ve,Lov,Loe,ove,Love}.

如果这些子串中至少90％与Love相匹配，他们称该匹配为超强。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确实在列表中有Love，但它只是14个可能子字符串中的一个，所以Love
不是超强的。

如果至少有50％的字符串与搜索字符串匹配，他们称该匹配超弱。 Love显然
不是超弱的。

最后，Clauset的算法达到了不可避免的结论：Love里没有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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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all you need?

LND&MP are both you should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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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论证“无标度网络是非普遍的”方法是错误的！

所有论证“无标度网络是非普遍的”方法是
错误的？
“无标度网络”是普遍的？

显然指数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能够更好地描述一些网络——
对数正态分布在45%的网络中，匹配程度超越了幂律分布，
并且在其他43%的网络中与幂律分布打成平手。只有4%的网
络通过严格的统计检验（幂律指数落在2-3的范围内），并
且比另外两种分布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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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参数下的指数分布 不同参数下的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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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无标度机制生成的网络，

它们的度分布无法用一个万能公
式来解释。单纯的幂律只出现在
简单的理想化的模型中，仅仅由
生长机制和偏好依附驱动，并且
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在真实网络中如果出现了无标度

性质，那么幂律往往会和一些修
正方程同时出现，比如幂律会带
有高度截断、指数拉伸或者幂律
的对数修正等等。” ——Barabasi



质疑

退一步讲——

How many is rare?
Is the topic we are debating certain?

卡尔波普尔：

以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
的分界

他说了什么？认真听后边辩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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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ale-free networks are 
rare》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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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degree ⟨k⟩⟨k⟩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nodes n. The 928 

network data sets in the corpus studied here vary broadly size and 

density. For data sets with more than one degree sequence (see text), 

we plot the median of the corresponding set of mean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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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仅具有一个度分布的简单图，无标度假设被最明确的定义。

而对于复杂的网络，例如定向加权的多路复用网络，可以
具有多度分布，这使得测试是否无标度变得复杂。我们必
须确定哪些度分布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哪些不能。

分析网络的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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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的解决办法是：

首先，我们应用一系列图形转换，将给定的网络数据集（定义为
具有多个图形属性的网络）转换为一组简单的图形，每个图形都
可以直接测试无标度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舍弃在预先指定
的阈值下过于密集或过于稀疏的任何结果简单图形，再分析剩余
可能为无标度分布的图形。

对每个简单图应用标准统计方法来识别尾（k大于阈值的部分）
的最佳拟合幂率，使用拟合优度检验其统计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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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a scale-fre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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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无标度证据类别划分的网络比例。条形图将Super-Weak类别与嵌套定
义以及Not Scale Free类别分开，定义为既不弱也不超弱的网络



验证

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给出了另外两种分布作对照，一种是指数分布，一种是对数正态分布，重点观察
分布尾部即大度节点的分布情况。

不同参数下的指数分布 不同参数下的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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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2/3网络的度分布，完全不能用幂律分布来解
释，而在剩下的1/3的网络中，虽然并非完全服从幂律，只
是不能排除服从幂律分布的可能。

值得惊讶的是对数正态分布在45%的网络中，匹配程
度超越了幂律分布，并且在其他43%的网络中与幂律分布打
成平手。只有4%的网络通过严格的统计检验（幂律指数落
在2-3的范围内），并且比另外两种分布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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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n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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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n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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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文中考察了928种网络，对这些网络进行
处理分析，只有4%是真正符合幂律分布的
无标度网络，这对幂律分布的普遍性提出
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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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Academic Perspectives



结果

Some Academic Perspectives

美国东北大学的网络科学家Alessandro Vespignani 认为，这些争论体现了物理学
家和统计学家心态的不同，他肯定了双方的观点都是有价值的，并且提到物理学的
艺术就在与近似，在于找到通用的规则，无标度属性的提出就是一个例子，在这套
框架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去解释多种现象。但是他认为，无标度属性的重
点在于这个度分布是否是重尾分布，因为这种重尾分布才导致了先前提到的一系列
现象，比如网络的鲁棒性和脆弱性。

微软研究院的网络科学家 Duncan Watts 则认为 Vespignani 的观点偷换了概念，
“重尾分布”是一个含义甚广的词语，并且它和无标度的定义有重合的地方，因此
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无标度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现象，但其适
用范围并不广。让科学家们重新把精力放在更正自己的观点、收回先前的评论上，
并不是好事，毕竟无标度性质的提出也具有跨世纪的价值。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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