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42464.3

(22)申请日 2019.04.26

(71)申请人 上海生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436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

1601-120室

(72)发明人 丁凯　徐杰　苏国辉　徐蓓芸　

吴丽娟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恒锐佳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1286

代理人 殷晓雪

(51)Int.Cl.

G06F 16/2458(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

包括：基于企业工商信息构建图；图中的节点和

边均分为两类。对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

个或多个连通子图。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

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

向连接，则为这两个节点之间新增第三类边。在

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

间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相连

接，则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

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

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第四类边，判定这两

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本申请采用图

计算的方式进行数据挖掘处理，处理效率高并且

可以应对复杂的股权投资和高管派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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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02：基于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和企业高管数据构建图；图中的节点

分为两类，第一类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图中的边也分为两

类，第一类边是从股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边属性为直接投资比例；第二类边连

接企业及其高管；

步骤104：对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多个连通子图；

步骤106：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

连接，则为这两个节点之间新增第三类边；第三类边的方向与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

的方向相同，边属性为实际投资比例；

步骤108：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二类

边和第二类节点相连接，则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边属性为高管相似度；

所述步骤106、步骤108的顺序或者互换，或者同时进行；

步骤110：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

第四类边，判定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每个集合仅包含两个第一类节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02中，先对企业

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企业高管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再对经过清洗后的数据通过

图计算的数据结构进行建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06中，所述实际

投资比例为第三类边所连接的两个节点之间由一条或多条第一类边构成的每一条路径所

表示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比例之和。

4.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06中，如果任意两

个节点之间既有第一类边直接连接，又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则将直接连接

的第一类边改为第三类边，同时将第一类边的直接投资比例的边属性改为第三类边的实际

投资比例的边属性。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08中，所述高

管相似度为max(COM_12/NUM_1,  COM_12/NUM_2)；

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为2×COM_12/(NUM_1+NUM_2)；

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为COM_12/  min(NUM_1,  NUM_2)；

其中，max函数表示取两者或多者中的最大者，min函数表示取两者或多者中的最小者，

COM_12表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所共同连接的第二类节点的数量，NUM_1表示其中一个第一

类节点直接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节点的数量，NUM_2表示其中另一个第二类节点直接连接的

全部第二类节点的数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10中，判定规则

一为：设定第一阈值，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如果存在第三类边、且第三类边的属性所记

载的实际投资比例大于或等于第一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合；

或者，判定规则二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该节点的所有第一类边中选

择直接投资比例最大的那个节点，将该第一类节点和所选取的节点判定为属于一个集合；

或者，判定规则三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该节点的所有第一类边和第

三类边中选择实际投资比例最大的节点、实际投资比例第二大的节点，并且最大的实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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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例≥k倍的第二大的实际投资比例时，将该第一类节点和实际投资比例最大的节点判

定为属于一个集合；

或者，判定规则四为：设定第二阈值，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如果存在第四类边、且

第四类边的属性所记载的高管相似度大于或等于第二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

合；

或者，满足判定规则一至三中任意一个，同时满足判定规则四，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

一个集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10之后新增步

骤112与步骤114；

步骤112：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类

边，边属性为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

步骤114：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的第一类

节点归属为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14中，如果任意

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则将连接这些第一类节点的

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改为相同的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14的具体实现

方式为：将一个连通子图中的所有节点放入数组一，每一轮对数组一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更

新；更新方法为对每个节点所连接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进行更新，更新后的第五类边

的边属性为该节点所连接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的最小者；每更新一个节点，将该节点

存入数组二；如果某个节点在更新前后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均无变化，则表示该节点

无更新，不放入数组二；每更新一轮后判断数组二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则清空数组二继续

对数组一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更新，直到数组二为空时停止更新。

10.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其特征是，包括顺序连接的图构建模块、连通子图切

分模块、第三类边扩展模块、第四类边扩展模块和判定模块；

所述图构建模块用来基于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和企业高管数据构建图；

图中的节点分为两类，第一类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图中的边

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边是从股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边属性为直接投资比例；第

二类边连接企业及其高管；

所述连通子图切分模块用来对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多个连通子图；

所述第三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的任意两个节点之

间新增第三类边；第三类边的方向与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的方向相同，边属性为实

际投资比例；

所述第四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连接的任意两

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边属性为高管相似度；

或者，所述第三类边扩展模块、第四类边扩展模块的连接顺序互换，或者合并为一个模

块；

所述判定模块用来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第四类边，判

定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每个集合仅包含两个第一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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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其特征是，在所述判定模块之后还

包括第五类边扩展模块和合并模块；

所述第五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类边，属

性为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

所述合并模块用来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归属为

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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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图挖掘

（Graph  Mining）来获取企业集团关系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数据中通过算法发现和提取隐藏于其中的有用信息的过程。

图挖掘是指利用图论（graph  theory）中的图（graph）进行数据挖掘。图论是数学的一个分

支，它以图为研究对象。图论中的图是由若干给定的节点（也称顶点、点、vertice、node或

point）及连接节点的边（也称线、edge、arc或line）所构成的图形，这种图形通常用来描述

某些事物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用节点代表事物，用边表示两个事物间具有某种关系。

[0003] 企业在实际经营中，经常存在一家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和/或高管派驻等方式对另

外一家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行控制，这就使得这些企业之间存在一种企业集团关系。企业之

间的集团关系隐藏了很多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例如同属一个集团的两家企业之间的担保就

存在自保的风险，因此有效获取企业集团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0004] 目前国内有企业近2亿家，其数量还在快速增加。企业之间的股权投资关系有时非

常复杂，例如交叉持股、多层持股等。企业之间还存在派驻董事、监事等高管人员的情况。在

如此大量的数据中快速高效地获取企业集团关系尤为困难。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通过图计算来挖

掘企业之间存在的复杂的集团关系。为此，本申请还要提供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提供了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02：基于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和企业高管数据构建图；图中的节点分为

两类，第一类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图中的边也分为两类，第

一类边是从股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边属性为直接投资比例；第二类边连接企

业及其高管。步骤104：对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多个连通子图。步骤106：在每一

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则为这两个节

点之间新增第三类边；第三类边的方向与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的方向相同，边属性

为实际投资比例。步骤108：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个

或多个第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相连接，则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边属性

为高管相似度。所述步骤106、步骤108的顺序或者互换，或者同时进行。步骤110：在每一个

连通子图中，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第四类边，判定这两个

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每个集合仅包含两个第一类节点。

[0007] 上述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采用图计算的方式进行数据挖掘处理，处理效率高并

且可以应对较为复杂的股权投资关系和高管派驻关系。一个集合就是一个企业集团，一个

集合中的两个第一类节点就是一个企业集团中的两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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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02中，先对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企业高管数

据进行数据清洗，再对经过清洗后的数据通过图计算的数据结构进行建模。所述数据清洗

操作有利于提升构建图的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06中，所述实际投资比例为第三类边所连接的两个节点之间

由一条或多条第一类边构成的每一条路径所表示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比例之和。这是获取第

三类边的属性的优选实现形式。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06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既有第一类边直接连接，又通

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则将直接连接的第一类边改为第三类边，同时将第一类

边的直接投资比例的边属性改为第三类边的实际投资比例的边属性。这是将新增第三类边

改为将原本具有的第一类边修改为第三类边，从而构成了步骤106的可替换的实现形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08中，所述高管相似度为max(COM_12/NUM_1,  COM_12/NUM_

2)。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为2×COM_12/(NUM_1+NUM_2)。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为COM_12/ 

min(NUM_1,  NUM_2)。其中，max函数表示取两者或多者中的最大者，min函数表示取两者或

多者中的最小者，COM_12表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所共同连接的第二类节点的数量，NUM_1表

示其中一个第一类节点直接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节点的数量（即所直接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边

的数量），NUM_2表示其中另一个第二类节点直接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节点的数量（即所直接

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边的数量）。这是获取第四类边的边属性的优选实现形式。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10中，判定规则一为：设定第一阈值，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

间如果存在第三类边、且第三类边的属性所记载的实际投资比例大于或等于第一阈值，则

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合。或者，判定规则二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

该节点的所有第一类边中选择直接投资比例最大的那个节点，将该第一类节点和所选取的

节点判定为属于一个集合。或者，判定规则三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该节

点的所有第一类边和第三类边中选择实际投资比例最大的节点、实际投资比例第二大的节

点，并且最大的实际投资比例≥k倍的第二大的实际投资比例时，将该第一类节点和实际投

资比例最大的节点判定为属于一个集合。或者，判定规则四为：设定第二阈值，任意两个第

一类节点之间如果存在第四类边、且第四类边的属性所记载的高管相似度大于或等于第二

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合。或者，满足判定规则一至三中任意一个，同时满足

判定规则四，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合。这是判定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

个集合的几种可能的实现形式。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10之后新增步骤112与步骤114。步骤112：在每一个连通子图

中，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类边，边属性为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

识。步骤114：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的第一类

节点归属为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新增加的步骤用来将任意

两个第一类节点所属的集合进行合并，从而获取任意多个第一类节点的集合。一个集合就

是一个企业集团，一个集合中的多个第一类节点就是一个企业集团中的多个企业。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14中，如果任意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条或多条

第五类边相连接，则将连接这些第一类节点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改为相同的企业集团

的名称或标识。这是合并集合的一种附加操作方式。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14的具体实现方式为：将一个连通子图中的所有节点放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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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一，每一轮对数组一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更新；更新方法为对每个节点所连接的所有第五

类边的边属性进行更新，更新后的第五类边的边属性为该节点所连接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

属性的最小者；每更新一个节点，将该节点存入数组二；如果某个节点在更新前后的所有第

五类边的边属性均无变化，则表示该节点无更新，不放入数组二；每更新一轮后判断数组二

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则清空数组二继续对数组一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更新，直到数组二为

空时停止更新。这是这是合并集合的一种优选实现形式。

[0016]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图构建模块、连通

子图切分模块、第三类边扩展模块、第四类边扩展模块和判定模块。所述图构建模块用来基

于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和企业高管数据构建图；图中的节点分为两类，第一

类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图中的边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边是从

股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边属性为直接投资比例；第二类边连接企业及其高管。

所述连通子图切分模块用来对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多个连通子图。所述第三

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新增第三类

边；第三类边的方向与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的方向相同，边属性为实际投资比例。所

述第四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连接的任意两个第一

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边属性为高管相似度。或者，所述第三类边扩展模块、第四类边

扩展模块的连接顺序互换，或者合并为一个模块。所述判定模块用来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

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第四类边，判定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每

个集合仅包含两个第一类节点。

[0017] 上述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采用图计算的方式进行数据挖掘处理，处理效率高并

且可以应对较为复杂的股权投资关系和高管派驻关系。

[0018] 进一步地，在所述判定模块之后还包括第五类边扩展模块和合并模块。所述第五

类边扩展模块用来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类边，边属性为企业集

团的名称或标识。所述合并模块用来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的第一类

节点归属为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新增加的模块用来将任意

两个第一类节点所属的集合进行合并，从而获取任意多个第一类节点的集合。

[0019] 本申请取得的技术效果是利用图计算的方式来获取企业集团关系，由于对每个企

业（第一类节点）的处理不影响其他企业，因此可以采用高并发的方式快速处理，处理效率

高，可以实现全国近2亿家企业的集团关系获取。此外，通过对实体之间的持股关系、高管关

系进行穿透性分析，可以深入挖掘出交叉持股、多层持股、派驻高管等复杂情形下所隐藏的

企业集团关系。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申请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一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的步骤102所构建的图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1中的步骤104所划分连通子图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

[0023] 图4至图6是图1中的步骤106新增或修改为第三类边的三个示例的示意图。

[0024] 图7是图1中的步骤108新增第四类边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申请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二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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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9是图8中的步骤112新增第五类边的一个示例的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申请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1是本申请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附图标记说明：82为图构建模块；84为连通子图切分模块；86为第三类边扩展

模块；88为第四类边扩展模块；810为判定模块；812为第五类边扩展模块；814为合并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请参阅图1，这是本申请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一，包括如下步骤。

[0031] 步骤102：基于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出资比例、和企业高管（高层

管理人员，例如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数据构建图（graph）。所述企业工商信息是指企

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名称、企业股东及出资比例、企业董事、

监事、法定代表人等高管信息、企业地址、企业注册资本等。

[0032] 图中的节点分为两类，第一类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

例如，每个节点包括节点名称、节点类型两个属性。节点名称是指该节点的企业名称或者自

然人姓名。节点类型是指该节点是企业还是自然人。

[0033] 图中的边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边是从股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其中边

的方向表示直接投资关系；第二类边连接企业及其高管，可以不具有方向。例如，第一类边

的边属性为直接投资比例，第二类边的边属性为自然人在企业中担任的职位。

[0034] 各个节点的节点名称和节点类型、各条边的方向和边属性都可以从企业工商信息

中直接获取得到。

[0035] 优选地，这一步先对企业工商信息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企业高管数据进行数据

清洗（data  cleaning），再对经过清洗后的数据通过图计算的数据结构进行建模。所述数据

清洗例如包括股权比例合法性检测清洗、高管合法性清洗、检查数据一致性、消除无效数

据、填充缺失数据中的一项或多项。所述建模例如是先将企业、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分别

作为第一类节点、第二类节点，为各节点赋予节点名称和节点类型；再将节点之间的直接投

资关系和高管任职关系作为连接各节点的边，为各条边赋予边属性，其中第一类边还通过

方向指示直接投资关系。

[0036] 请参阅图2，这是步骤102所构建的图的一个示例。图中的第一类节点为圆形并用

大写英文字母A、B、C等表示，第二类节点为方形并用P1、P2、P3等表示。图中的第一类边是有

箭头的边并用k1、k2、k3等表示，第二类边是无箭头的边并用q1、q2、q3等表示。例如，某企业

有三个企业股东和一个自然人股东，就可用第一类节点B表示该企业，用三个第一类节点A、

E、F分别表示三个企业股东，用第二类节点P4表示自然人股东，用第一类边k1、k6、k7、k8的

箭头方向表示直接投资关系，用第一类边k1、k6、k7、k8的边属性表示直接投资比例。又如，

某人同时在两家企业担任高管，就可用第二类节点P1表示该自然人，用两个第一类节点A、E

分别表示该自然人担任高管的两家企业，用两条第二类边q1、q2的边属性表示该自然人在

每家企业担任的高管职位。

[0037] 步骤104：对步骤102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多个连通子图（connected 

subgraph）。在步骤102所构建的图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如果能通过一条或多条边相连接，

则在一个连通子图内；否则就分别属于不同的连通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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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请参阅图3，图2所示的图在分割后可以得到三个连通子图。对图进行分割以划分

连通子图可通过多种现有算法实现，本申请对此不再赘述。

[0039] 步骤106：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

方向连接，则为这两个节点之间新增第三类边。第三类边是有方向的，与连接这两个节点的

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的方向相同。第三类边的边属性为实际投资比例，由所述两个

节点之间由一条或多条第一类边构成的所有路径通过计算得到。第三类边的边属性反映的

是两个实体之间计算股权穿透后的实际投资比例。

[0040] 请参阅图4，图3中的连通子图一中，两个节点A、D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

向连接。首先，节点A通过第一类边k1指向并连接节点B，节点B又通过第一类边k3指向并连

接节点D，这是从节点A指向并连接到节点D的由两条第一类边k1、k3所组成的第一路径。第

一路径表示企业A通过企业B间接投资企业D，该条路径的间接投资比例是第一类边k1、k3的

边属性所记载的直接投资比例的乘积即k1×k3。其次，节点A通过第一类边k2指向并连接节

点C，节点C又通过第一类边k4指向并连接节点D，这是从节点A指向并连接到节点D的由两条

第一类边k2、k4所组成的第二路径。第二路径表示企业A通过企业C间接投资企业D，该条路

径的间接投资比例是第一类边k2、k4的边属性所记载的直接投资比例的乘积即k2×k4。那

么，企业A对企业D虽然没有直接投资，但通过企业B和企业C均有间接投资，企业A对企业D的

实际投资比例可由两条路径分别表示的间接投资比例相加得到。为企业A到企业D之间增加

一条第三类边s1，第三类边s1的方向是从企业A指向企业D表示实际投资关系，第三类边s1

的边属性是企业A对企业D的实际投资比例即k1×k3＋k2×k4。

[0041] 请参阅图5，图3中的连通子图二中，两个节点I、L之间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

向连接。首先，节点I通过第一类边k10指向并连接节点J，节点J又通过第一类边k12指向并

连接节点L，这是从节点I指向并连接到节点L的由两条第一类边k10、k12所组成的第一路

径。第一路径表示企业I通过企业J间接投资企业L，该条路径的间接投资比例是第一类边

k10、k12的边属性所记载的直接投资比例的乘积即k10×k12。除此之外，节点I还通过第一

类边k11指向并连接节点L，这是从节点I指向并连接到节点L的由第一类边k11构成的第二

路径。第二路径表示企业I直接投资企业L，该条路径的直接投资比例是第一类边k11的边属

性所记载的即k11。那么，企业I对企业L既有直接投资，又通过企业J有间接投资，企业I对企

业L的实际投资比例可由两条路径分别表示的直接投资比例和间接投资比例相加得到。为

企业I到企业L之间增加一条第三类边s2，第三类边s2的方向是从企业I指向企业L表示实际

投资关系，第三类边s2的边属性是企业I对企业L的实际投资比例即k10×k12＋k11。

[0042] 可替换地，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既有第一类边直接连接，

又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则将直接连接的第一类边改为第三类边，同时将第

一类边的直接投资比例的边属性改为第三类边的实际投资比例的边属性。在图5所示场景

下，节点I通过第一类边k11指向并连接节点L。节点I还通过第一类边k10、k12的结合指向并

连接节点L。那么，将第一类边k11改为第三类边s2，第一类边k11的边属性原本为直接投资

比例k11，一并改为第三类边s2的实际投资比例s2＝k10×k12＋k11，如图6所示。

[0043] 步骤108：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个或多个第

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相连接，则为这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第四类边可以不

具有方向。第四类边的边属性为高管相似度，所述高管相似度例如是max(COM_12/NUM_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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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_12/NUM_2)，其中max函数表示取两者或多者中的最大者。其中，COM_12表示这两个第一

类节点所共同连接的第二类节点的数量，NUM_1表示其中一个第一类节点所连接的全部第

二类边的数量，NUM_2表示其中另一个第二类节点所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边的数量。

[0044] 请参阅图7，图3中的连通子图三中，第一类节点M、N之间既通过第二类边q5、第二

类节点P3、第二类边q6相连接，又通过第二类边q8、第二类节点P6、第二类边q9相连接。这表

明自然人P3既作为企业M的高管，又作为企业N的高管；同时这表明自然人P6既作为企业M的

高管，又作为企业N的高管。那么为第一类节点M、N之间新增第四类边t1，第四类边t1可以没

有方向，第四类边t1的边属性是两个第一类节点M、N之间的高管相似度。所述高管相似度的

计算规则例如是：将第一类节点M、N所共同连接的第二类节点的数量称为COM_MN，这表示企

业M和企业N所具有的共同的高管人员数量。将第一类节点M所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边的数量

称为NUM_M，这表示企业M所具有的高管人员总数。将第一类节点N所连接的全部第二类边的

数量称为NUM_N，这表示企业N所具有的高管人员总数。将COM_MN/NUM_M与COM_MN/NUM_N中

的较大值作为企业M与企业N之间的高管相似度。

[0045] 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也可以是2×COM_12/(NUM_1+NUM_2)。

[0046] 或者，所述高管相似度也可以是COM_12/  min(NUM_1,  NUM_2)，其中min函数表示

取两者或多者中的最小者。

[0047] 所述步骤106、步骤108的顺序可以互换，或者同时进行。

[0048] 步骤110：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

类边、第四类边，判定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一个集合中的所有第一类节点

就属于一个企业集团，相互之间存在企业集团关系。这一步中，每个集合仅包含两个第一类

节点。

[0049] 例如判定规则一为，设定第一阈值，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如果存在第三类边、

且第三类边的边属性所记载的实际投资比例大于或等于第一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

一个集合。

[0050] 或者判定规则二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该节点的所有第一类边

中选择直接投资比例最大的那个节点，将该第一类节点和所选取的节点判定为属于一个集

合。

[0051] 或者判定规则三为，对任意一个第一类节点而言，从指向该节点的所有第一类边

和第三类边中选择实际投资比例最大的节点、实际投资比例第二大的节点，并且最大的实

际投资比例≥k倍的第二大的实际投资比例时，将该第一类节点和实际投资比例最大的节

点判定为属于一个集合。优选地，k取2。

[0052] 又如判定规则四为，设定第二阈值，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如果存在第四类边、

且第四类边的边属性所记载的高管相似度大于或等于第二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节点属于一

个集合。

[0053] 再如，满足上述判定规则一至三中任意一个，同时满足上述判定规则四，则判定这

两个节点属于一个集合。

[0054] 请参阅图8，这是本申请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二。与图1所示的实施例

一相比，实施例二在步骤110之后新增了步骤112与步骤114。

[0055] 步骤112：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

说　明　书 6/8 页

10

CN 110232078 A

10



类边。第五类边可以没有方向。第五类边的边属性为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

[0056] 请参阅图9，图3中的连通子图一中，假设通过步骤110判定第一类节点A、B属于一

个集合，则为第一类节点A、B之间新增第五类边u1，第五类边u1的边属性例如为企业集团

一。假设通过步骤110判定第一类节点A、E也属于一个集合，则为第一类节点A、E之间新增第

五类边u2，第五类边u2的边属性例如为企业集团二。假设通过步骤110判定第一类节点B、E

属于一个集合，则为第一类节点B、E之间新增第五类边u3，第五类边u3的边属性例如为企业

集团三。

[0057] 步骤114：在每一个连通子图中，如果任意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之间通过一条或

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则将连接这些第一类节点之间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改为相同的

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换而言之，这一步是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

的第一类节点归属为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

[0058] 仍以图9为例，由于第一类节点A、B、E之间两两通过第五类边相连接，因此将相应

的第五类边u1、u2、u3的边属性改为相同，例如将边属性均改为企业集团一。

[0059] 例如，所述步骤114可由一种新的基于最小HASH值的标签传播算法实现。对于某个

节点A，假设其连接有K条第五类边，每条第五类边都有一个边属性Si，i＝1,  2,…,K。将一

个连通子图中的所有节点放入一个数组L1，每一轮对数组L1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更新。以节

点A为例，更新方法为对节点A所连接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进行更新，更新后的第五类

边的边属性Si’＝min(Si) ,  i＝1,  2,…,K。每更新一个节点，将该节点存入数组L2。如果某

个节点在更新前后的所有第五类边的边属性均无变化，则表示该节点无更新，不放入数组

L2。每更新一轮后判断数组L2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则清空数组L2继续对数组L1中的所有

节点进行更新，直到数组L2为空时停止更新。

[0060] 图1所示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一用来判定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

属于一个集合，可用来判定任意两个企业是否属于一个企业集团。图8所示的企业集团关系

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二用来对实施例一所判定的集合进行合并，以用来判定任意多个第一类

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可用来判定任意多个企业是否属于一个企业集团。

[0061] 请参阅图10，这是本申请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一，与图1所示的企业集

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一相对应。所述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一包括顺序连接

的图构建模块82、连通子图切分模块84、第三类边扩展模块86、第四类边扩展模块88和判定

模块810。

[0062] 所述图构建模块82用来基于企业工商信息构建图。图中的节点分为两类，第一类

节点是企业，第二类节点是担任企业高管的自然人。图中的边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边是从股

东指向所投资企业的有方向的边，其中边的方向表示直接投资关系，边属性表示直接投资

比例；第二类边连接企业及其高管，可以不具有方向，边属性表示高管职位。

[0063] 所述连通子图切分模块84用来对图构建模块82所构建的图进行分割，得到一个或

多个连通子图。

[0064] 所述第三类边扩展模块86用来为通过多条第一类边以相同方向连接的任意两个

节点之间新增第三类边。第三类边是有方向的，与多条第一类边的结合所指向的方向相同。

第三类边的边属性为实际投资比例，由所述两个节点之间由一条或多条第一类边构成的所

有路径通过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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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所述第四类边扩展模块88用来为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二类边和第二类节点连接的

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四类边。第四类边可以不具有方向，边属性为高管相似度。

[0066] 可替换地，所述第三类边扩展模块86、第四类边扩展模块88的连接顺序可以互换，

或者合并为一个模块。

[0067] 所述判定模块810用来根据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的第一类边、第三类边、第四

类边，判定这两个第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一个集合中的所有第一类节点就属于一

个企业集团，相互之间存在企业集团关系。

[0068] 请参阅图11，这是本申请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二，与图8所示的企业集

团关系获取方法的实施例二相对应。所述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

基础上在所述判定模块810之后新增了第五类边扩展模块812和合并模块814。

[0069] 所述第五类边扩展模块812用来为属于一个集合的两个第一类节点之间新增第五

类边。第五类边可以没有方向，边属性为企业集团的名称或标识。

[0070] 所述合并模块814用来将由一条或多条第五类边相连接的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

归属为同一个集合，每个集合包括两个以上的第一类节点。

[0071] 图10所示的企业集团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一用来判定任意两个第一类节点是

否属于一个集合，可用来判定任意两个企业是否属于一个企业集团。图11所示的企业集团

关系获取系统的实施例二用来对实施例一所判定的集合进行合并，以用来判定任意多个第

一类节点是否属于一个集合，可用来判定任意多个企业是否属于一个企业集团。

[0072] 以上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定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

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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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5

CN 110232078 A

15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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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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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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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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