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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因组时代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系统生物学的基础上对多种分子和基因相互作

用网络进行分析，理解生物系统是如何从单个构造模块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近几年，复杂网络
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理论方法在生物网络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学者运用该理论
方法研究了大量有关代谢网络的结构组成以及网络中子集团的层次组成关系，并获得了一些有
意义的结果。这些结果对生物功能的预测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近几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进展
作简要综述。
关键词

代谢网络

小世界网络

无尺度网络

一个多世纪以来，还原论一直在生物学研究中
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已经获得了大量有关细胞组
分和组分功能方面的知识。但是，经过大量的研究
人们发现大多数生物功能是由许多细胞分子相互

集聚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

分介绍应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代谢网络取得的进
展；第三部分为小结。

!

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知识

作用共同完成的。因此，"! 世纪生物学的一个重
要挑战就是从系统水平上对多种分子和基因相互

!"!

作用网络进行分析，理解细胞内复杂的相互作用网

用的系统［(］，可以用结点和结点之间作用关系构成

络的结构和动力学对生物功能的影响［!］。复杂网
络理论的发展为在系统水平上研究生物网络提供

的图 = >（?，@）来表示，其中 ? 代表顶点集合，@ 代
表边集合。按照图中的边是否有方向，可以把图分

了新的平台。

为有向图和无向图。描述网络拓扑性质的常用几

任何系统都可以用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
［"］

［#］

构成的网络来描述，如细胞代谢网络 、万维网 、

网络是一个包含大量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

何量包括度分布、平均集聚系数、平均路径长度、介
数等［( A B］。下面做简要说明。

科学引文网络［&］等。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人们发
现这些属于不同领域的网络遵循共同的普适规律。
［"］

自 "%%% 年 9.:12 等 在 ;0/6<. 上发表利用复
杂网络理论研究代谢网络的结构组成的论文以来，

描述网络的静态几何量

对于无向图，顶点的度是指与此顶点连接的边
的数量。网络的度分布是指随机地选择一个顶点
具有度为 ! 的概率 "（ ! ），它是度量网络属性的一
个重要几何量。

许多学者引用该文献并对代谢网络的拓扑结构进

集聚系数描述了顶点的邻接点之间连接的可

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提供了代谢网络

能性。在社会网络中描述为你的朋友，他们之间认

的结构组成信息，而且提出了生物体代谢网络的演

识的可能性。集聚系数描述了网络的集团化的程

化过程和生命进化的猜想。本文对近几年来这方

度。

面的研究进展做简要综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简要介绍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知识；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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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路径 # $% 定义为所有连通（ $ ，% ）的通路中，
所经过其它顶点最少的一条（或几条）路径，其长度
称为最短路径长。平均路径长是对网络中任意一
对顶点的最短路径长求平均，描述了网络中分离任
意两个顶点所需的平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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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数（ !"#$""%%"&&）包括顶点的介数和 边 的 介

分布，平均集聚系数小，平均路径长度小。规则网

数。顶点 ’ 的介数定义为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

络和随机网络模型是研究网络演化的基本模型，这

之中，经过 ’ 的数量，反映了顶点 ’ 的影响力。类
似地，边 ! 的介数是指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

两个模型代表了网络演化的两个极端情况。

经过 边 ! 的 数 量，反 映 了 边 ! 的 影 响 力。 ()*+,%
等［-］发现，利用边的介数可以对网络中的顶点进行

即网络的平均路径长 ! 很小，与网络的规模成对数
增长；网络的平均集聚系数远大于相同规模的随机

分类，获得网络的社区结构。

网络的集聚系数，如电影演员合作网络、电力网、万

!"#

基本的网络机制模型
网络的静态几何量的研究给出实际网络中存

在的一些普适规律，那么从理论上构造机制模型来
解释这些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研究网络上的动力
学模型的基础。目前最常用的网络演化模型有规
则网络模型、随机网络模型、小世界网络模型和无
尺度网络模型。
规则网络（ *".’/,* %"#$0*1）的特征是每一个顶
点的度都相等，集聚系数大，平均路径长较大；而随
机网络（ *,%203 %"#$0*1）的特征是度分布服从泊松

图!
$%&’ !

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网络都具有“小世界”特性，

维网和细胞代谢网络等［4］。 566- 年，7,##& 等［6］给
出了小世界网络的产生模型，简称 78 模型。其产
生过程是从一个 " 阶规则网络开始，以一定的概率
# 断开某一个端点，重新连接，连接的新的端点从
网络的其它顶点中随机地选择。当 # 9 : 和 # 9 5
分别对应着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两个极限情形。
当 : ; # ; 5 时，存在一个很大的 # 的区域，这时，网
络既具有规则网络的局部高集聚系数又具有随机
网络平均路径短的特性。规则网络、小世界网络、
随机网络之间的关系见图 5。

规则网络、小世界网络、随机网络之间的演化

()* *+,-./%,0 ,1 2*&.-32 0*/4,25，673--84,2-9 0*/4,25 309 2309,7 0*/4,25

［5:］

5666 年，<,*,!=&) 等 在对万维网的网页之间
的超级链接关系做统计分析时发现，网络的度分布

的增加；
（D）偏好依附 新结点更倾向于和已有结点
中度较高的结点连接，即“富者越富”的原则。

并没有呈现预想中的随机网络的度分布，而是服从

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人们发现属于生命领

幂率分布，
即（
在双对数坐标系下是一条
# " ）> " ，
下降的直线。这意味着网络中大多数结点的度很

域、技术领域、社会领域的不同网络如代谢网络、蛋

小，
但存在少数结点的度远远高于网络的平均度，这

演员合作网络等都呈现了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

些连接度很大的结点称为集散结点（ @’! %02"）
。具
有这种幂率分布的网络称为无尺度网络（ &A,/"BC*""

无尺度网络，网络的度分布服从幂率分布，幂指数

?!

。无尺度网络的一个范例见图 D。
%"#$0*1）
<,*,!=&) 和 E/!"*# 根据万维网的特点，建立了
无尺度网络的演化模型，简称 <E 模型。该模型由
如下两个原则产生：
（5）网络规模的扩增，即新结点

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万维网、科学家合作网络、电影

［G］
! 介于 D 到 F 之间 。

#
#"!

代谢网络结构组成的研究进展
代谢网络的无尺度网络性质和“小世界”特性
复杂网络理论的迅速发展为在系统水平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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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演化过程做出了如下两个猜想：第一，代谢
网络的结构能否说明代谢网络演化的历史呢？按
照 >? 模型的产生机理，连接度高的结点是在网络
形成过程中较早出现的结点。类似地，对于代谢网
络，如果生命的代谢网络的演化是按照添加新的代
谢物而扩大规模的话，那么具有最大连接数的代谢
物应该是系统中最早出现的代谢物。文献［55］中
列出了大肠杆菌 # 3 $%&’ 代谢网络中高度连接的代
谢物，如被看作是 @A? 世界遗留的复合物：辅酶 ?
图!

无尺度网络

大的椭圆形黑圈代表网络的集散结点，集散结点控制整个网络

"#$% !

&’()*+,-** .*/01-2

（ *1#/BCD# ?），乙酰辅酶 ?
（ +*#)C’EF1?）；早期的氨基
酸如谷氨酸（ &’0)+D+)#）、谷氨酰胺酸（ &’0)+D%/#）、丝
氨酸（ .#-%/#）等；早期的代谢物如丙酮酸（ (C-0G+)#）

!"# $%& #’’%()%*+’ $’+*, *%-*’#. -#(-#.#/) "0$ /12#.3

等。糖酵解（ &’0*1’C.%.）和三羧酸循环（ !F?）被看作

!"#.# /12#. *1/)-1’ )"# 4"1’# /#)41-,

是最早出现的代谢途径。第二，代谢网络的“小世

究生物网络的结构组成和网络的功能提供了新的
平台。近几年，网络生物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
展［55 6 57］。网络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细胞网络同样遵
循一定的普适规律。
代谢网络是生物体内发生的多个化学反应的

界”特性优化了代谢功能的哪些方面呢？代谢物的
浓度或酶的浓度的变化通过网络的集散结点传播
到整个网络而对代谢网络产生影响，代谢网络需要
对这些扰动做出相应的反映。代谢网络的“小世
界”特性使得其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能够做出迅速的
反应［55］。

总和。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代谢网络可以表达成

无尺度网络的最大特性是其高度的容错能力，

三种不同形式的图：代谢物图、反应图、二分图。代

即随机地去除网络中的某些结点，网络半径变化不

谢物图是把代谢网络中的代谢物看成图中的结点，

明显［H 6 I］。这也是为什么代谢网络中编码某些酶

连接代谢物之间的反应看成是图的边；反应图是把

的基因发生突变，并不影响生物的正常代谢和生理

酶看成图中的结点，连接两个连续反应的中间复合

过程。但同时无尺度网络的致命弱点就是对网络

物看成是图的边；二分图（ $%(+-)%)# &-+("）是把代谢
物和酶看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结点。这样，代谢网络

中集散结点的蓄意攻击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

就描述为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图。

结点（"0$ /12#），这些结点控制着整个网络的结构。
当去除这些集散结点时，网络的拓扑结构会发生巨

［9］

8#1/& 等 对分别属于古细菌、细菌、真菌的共
:; 种生物的中央代谢网络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
随机地选择一个底物参加 ! 个反应的概率服从幂
率分布，即 "（ ! ）6 ! <!（!! 9=9）。这表明代谢网
络中存在少数参加多个反应的代谢物。同时，8#1/&
等比较了 :; 种生物的中央代谢网络的网络半径。
网络半径定义为所有最短路径长度中的最大值。

无尺度网络中存在一些高度连接的结点称为集散

大的改变。J+ 等［59］对 KL 种生物的代谢网络，按照
每种生物中连接度最高的 9L 种基本代谢物在 KL
种生物中出现的次数多少排序，列出了 9L 种基本
代谢物。这些代谢物包括糖酵解途径中的丙酮酸
（(C-0G+)#）、
;E磷酸甘油（ &’C*#-+)#E;E("1.("+)#）、乙酰

作者发现所有生物的网络半径都很小，呈现“小世

辅 酶 ? （ +*#)C’EF1? ）、ME磷 酸 果 糖（ NEO-0*)1.# ME
("1.("+)#）等。在不同生物体中，这些代谢物控制

界”特性，这意味着代谢网络中的大多数代谢物之

着整个代谢网络的结构。

间，只需三到四步反应二者就可以相互转化，代谢

!3!

物浓度的变化会很快传播到整个网络。

代谢网络中反应物和可逆反应的处理
代谢网络自身具有不同于其它网络的一些特

代谢网络同其它技术领域、社会领域的网络一

点，
因此研究代谢网络时需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样遵循共同的普适规律，即都是无尺度网络。生物

第一，对于代谢网络中处处存在的反应物的处理。

代谢网络是随着其代谢和生物合成能力的不断增

这些反应物包括 ?!P、?NP、A?NQ 等参加多个生化

强而发展到现在的状态的。因此，一些学者对代谢

反应的反应物。为了建立更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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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连接，这些反应物不能作为反应之间的有效中间

是计算所有顶点的度，设定一个度阈值 !" 。如果 !

物。因此，应该去除这些结点所参加的反应的连

: !" ，则顶点作为外部代谢物，否则将该顶点看作

接，否则将得到从葡萄糖到丙酮酸只需 ! 步反应的

内部代谢物，是子集团的一部分。

错误结论。第二，对于可逆反应的处理。根据研究
目的的不同，对待可逆反应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如

;’<=& 等［">］利用几何量———介数对生物库中
9, 种微生物的代谢网络、全细胞网络（信号转导网

为了研究酶浓度变化（如变异）或底物浓度变化（如

络、膜运输网络、电子运输网络等）进行分解，获得

消耗）对整个网络产生的影响，就不能把代谢网络

了网络的自然分类，构建了层次树，清晰地再现了

看成是有向图，因为有向图无法反映顶点的变化在

子集团之间的层次组成关系。

网络中的传播。因此应把代谢网络看作无向图，即

代谢网络极其庞大而复杂。#$ 等［"?］研究发现

生化反应均看成是可逆反应。相反，为了研究不同

代谢网络并不是一个充分连接的网络，但存在高度

生物的代谢网络之间的组成关系，用静态几何量描

连接的连通子网络。通过 寻 找 强 连 通 组 分（ )@$(7

述代谢网络的拓扑组成，则应按照代谢网络内发生
的真实 生 化 反 应 将 代 谢 网 络 表 达 成 有 向 图 的 形

/78’() 6’=A’(&(7），比较其和 全 网 络 的 平 均 路 径 长
度，发现强连通组分的平均路径长度略小于整个网

式［""，"!］。基于这两点假设，#$ 等［"!］从更具有生物

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二者呈线性关系。因此，整个

学意义的角度改进了 %&’() 等的工作。作者利用基

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主要由其强连通组分的平均

因组信息重建了 *+ 种生物的代谢网络，并得到了
古细菌、细菌、真菌这 , 类生物具有不同的代谢网

路径长度决定。这样，分析复杂代谢网络的结构就

络结构，即细菌的平均路径长度要小于古细菌和真

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菌的平均路径长度，而不是 , 类物种具有相同的平
均路径长度的结论。
!"#

代谢网络的子集团及其功能

可以简化为分析其强连通组分的拓扑结构，极大地

#

结束语
复杂网络的理论方法已经在代谢网络的研究

用网络的几何量描述代谢网络的结构不是目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表明代谢网络和其它不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掘和预测网络的潜在

同领域的网络如万维网、科学引文网络、电影演员

功能。-$.$/0 等［",］发现代谢网络除具有“小世界”

合作网络等具有共同的普适性质，如它们都是无尺

和无尺度特性之外，代谢网络的平均集聚系数大于
同规模的无尺度网络的平均集聚系数，表现出潜在
的模块化特征，但是模块化网络的度分布一般不服
从幂率分布，而且不存在无尺度网络中的集散结点
（123 (’4&）。为了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作者提
出了代谢网络是嵌入模块的层次网络结构模型。
该模型既具有高的集聚系数，同时度分布服从幂率
分布。作者研究了该模型与代谢网络功能组成之
间的关系，发现属于同一模块内的代谢物更有可能
是功能相似的代谢物。小的模块不断组成较大的

度网络，都具有“小世界”特性。对这些网络的结构
性质进行研究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这些网络的形
成机理和功能。代谢网络极其复杂，用网络分析的
方法将代谢网络分解成若干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
子网络，不仅能够简化问题的复杂度，同时有助于
网络功能的预测。
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代谢网络还只停留于
利用网络的静态几何量来描述代谢网络的结构性
质，而利用网络的动力学性质研究代谢网络内部复
杂的动力学将带来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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