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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传播中群体态度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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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网络谣言传播的控制实验, 研究不同话题网络谣言传播中网民群体的态度
演变动因和规律。【方法】采用问卷调查, 记录不同谣言传播过程中实验对象的态度与行为数据, 使用数据挖掘
分类算法分析网民态度演变的共性与差异。【结果】研究结果表明, 网民传播谣言具有验证特性, 谣言的内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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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网民传播的媒介, 网民观点交互随群体一致性动态变化。影响网民态度及其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初始认知、
群体行为、信息获取和交流渠道, 网民的态度演变率与网络谣言的内容等相关指标关联度较低。
【局限】研究对
象局限于大学生群体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结论】将实验研究和数据挖掘技术结合对网络谣言进行研究,
为网络谣言的模型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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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前者将网民个体抽象为网络节点, 将个体行为抽
象为接收、转发和编辑, 使用 SIR 等传染病模型研究

在快速阅读、转载和评论的新媒体时代, 互联网

网络谣言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2-3], 较少考虑网民个体

信息的生成、蔓延与放大往往不在于事实和逻辑的传

态度和行为的动态变化; 后者关注网民群体态度的倾

递, 而在于态度和情感的分享。借助夸张的情感词汇

向, 引入物理学中的自旋(Ising)模型模拟个体态度的

激起公众情绪已成为互联网信息快速传播的捷径, 部

形成机制 [4], 通过数值化的微观个体态度交互分析群

分网民和媒体为了表达自身态度甚至虚构事实以引发

体态度演化的规律, 对个体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进行

网民群体的关注与共鸣, 导致网络谣言频发, 如近期

简化处理。为了研究个体态度对网络信息传播中群体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谣言刷爆朋友圈, 起因是发

态度演变的影响, 相关学者进行了有益尝试, 如赵卫

帖者因夫妻吵架, 春节独自留守家中的情感宣泄。

东等研究突发事件中网民群体的情绪传播机制, 建立

Mackie 等提出的“群际情绪理论(IET)”认为个体行为

网民情绪传播的仿真模型[5], 然而仿真模型研究往往

是由认知和情感偏好决定的, 表现为模仿和反馈机制,

基于定性假设, 缺乏实例数据的支撑, 规则和参数的

网民的群体态度是网民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宏观涌现[1]。

设置具有主观性。

可见, 深入研究网民个体在谣言信息传播中的微观态
度和行为是研究网民群体态度演变的基础。

针对网络谣言传播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取, 无法深
入研究网民个体在谣言传播中的态度演变与行为的问

当前关于网络谣言传播中态度的演化过程研究主

题, 本文设计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谣言, 在学生志

要集中在网络传播模型和意见交互系统动力学两方

愿者中进行控制传播, 记录实验中的衍生话题, 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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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问卷调查获取实验对象的态度与行为数据, 使用数

网民间的信息与态度交互活动, 有必要从态度和交互

据挖掘技术分析个体态度和行为对群体态度演变的影

两方面研究网络谣言传播中网民的群体行为, 揭示网

响, 以期从谣言话题类型和个体心理认知层面剖析网

络谣言传播中的微观现象。

络谣言传播中网民群体态度的演化过程。

2.2

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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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研究法
实验研究法通过实验条件的控制模拟真实的场

景, 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 找出实验现象发生的原因,

在网络谣言传播研究中 , 基于方程 (Equation-

研究具有客观性。实验可以分为前实验、准实验和真

Based, EB) 的研究和基于主体 (Agent-Based, AB) 的

实验三类, 前实验设计实验对象、变量和环境没有具

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 国内外学者构建了各类网

体要求, 主要进行因素相关的探索性研究; 准实验设

络谣言传播的网络结构模型、网民意见交互模型和话

计不按照随机原则选取实验对象, 但可以控制变量;

题传播模型, 对网民群体态度的特征和演变也进行了

真实验设计则是随机选择实验对象, 并对无关变量控

探索研究, 但缺乏个体情感认知过程的深度分析。实

制比较严格。实验研究法可以用于研究信息传播领域

验研究法提供了打开网络谣言传播中个体态度演变及

个体与群体的行为。王知津等系统论述了实验研究法等

行为决策过程的可能, 数据挖掘则为分析个体态度

心理学研究方法在信息分析中的应用[9], 国外学者也

与行为与群体态度演变规律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

尝试将实验研究法应用于互联网信息研究, Jung 等使

析手段, 相关理论的整合为网络谣言的研究提供了

用实验研究法分析团队协作环境对用户信息系统使用

新的思路。

感知和反馈的影响[10], Deng 等使用实验研究法研究网

网络谣言群体态度研究
社会心理学家 DiFonzo 从过程和功能视角对谣言

页的复杂性和功能排列对用户访问行为的影响[11], 相

进行界定, 认为谣言是公众对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风险

乏信息传播相关的实验研究, 国内将实验法应用于互

2.1

关研究主要局限在用户体验与信息系统设计方面, 缺

与威胁的反映, 是广泛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 。谣言

联网信息分析并不广泛, 正如王知津等认为“心理学

本质是一种社会化的信息, 与传统的新闻、公告不同,

可以弥补信息分析中认知、非智力、社会因素的研

谣言具有信息与社交的双重属性, 从信息角度来看,

究”[9]。网络谣言传播具有互联网信息传播系统的特征,

它具备模糊性和重要性的特征; 从社交角度来看, 它

因而可以从态度、感知和行为的视角进行实验研究。

必须在特定群体中传播来表达某种心理诉求。本文认

2.3

[6]

为网络谣言是谣言在互联网环境下衍生的特殊形态,

网民态度挖掘方法研究
数据挖掘方法常用于对网民关于品牌、企业、公

是指通过互联网媒介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 表达了

共事件甚至个人相关的态度、意见和情感的分析 [12],

特定网民的态度与诉求。

与之相关的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信息检索技术已

在网络谣言传播中, 网民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受群

成体系, 网民态度挖掘成为 Web2.0 时代的研究热点[13]。

体影响并最终反映为群体态度, 包括心理层面的网民

社交网络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为网民态度挖掘提供充

群体态度交互和社会层面网民群体传播行为。与传统

足的素材[14], 但网络谣言对态度挖掘方法提出新挑战:

谣言口口相传相比, 网民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参与

(1) 依靠网络爬虫获取数据的难度和质量递增,

更直接, 行为也更激烈。王恩界等描绘了网民在谣言

网络谣言传播的隐秘性导致话题传播的前期数据难以

不同阶段的态度变化, 并提出网民的基本态度具有窥

获取, 网民之间的行为难以跟踪, 网民的态度演变信

私欲泛滥、泛政治化评论、轻信负面信息、道德标准

息难以获取[15];

极端传统化等特征[7]。方付建等提出网民内部存在感

(2) 研究目标难以量化, 网络谣言中网民的态度

染效应, 网民会对群体倾向进行判断并选择保持群体

和意见无法通过互联网数据获取, 因而学者往往通过

一致性的行为, 媒介的宣传和误导推动了网民态度极

访谈和问卷调研的方式获取数据, 无法完整覆盖到谣

[8]

端化, 助长了网民的自我臆想意识 。从表象来看, 网
络谣言是热点话题与事件, 但本质上网络谣言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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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播的网民群体, 影响了研究结论;
(3) 通过互联网难以获取高质量、结构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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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会通过简化网民态度假设
或限定传播媒介等方法来减少上述影响, 而研究表
明对于媒介或网民态度的简化会影响分析结论的稳

第6期

谣言中网民态度的挖掘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定性[16]。

网络谣言传播的实验研究
本文试图将实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和数据挖掘

基于态度模型的网络谣言实验研究能够在确定群
体内获取网络谣言较全面的态度与行为数据, 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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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图1

法结合对网络谣言的态度演变进行探索性研究, 具体
流程如图 1 所示:

网络谣言群体态度演变研究流程

(1) 根据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访谈资料确定环

互行为对谣言话题内容扩散的反作用, 其中网民对谣

境、话题、心理、行为等影响网络谣言传播的因素, 对

言持有的态度作为因变量, 个体性格、群体意见和交

谣言进行分类;

互行为作为自变量, 谣言内容、传播渠道作为控制变

(2) 设计网络谣言传播的前实验, 在前实验基础上

量。前实验阶段主要通过典型谣言案例的集中讨论获

选定实验志愿者中传播的谣言话题、实验过程、控制

取实验对象群体的信息心理和信息行为, 为后期实验

变量、问卷内容和访谈提纲;

的内容和问卷设计提供支撑。

(3) 设计并实施网络谣言传播实验, 获取实验问卷

实验前测完成谣言案例的收集、讨论、分类, 谣

数据和访谈资料, 从话题视角分析不同谣言的传播特

言设计和问卷设计, 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将谣言分为社

征, 获取实验志愿者在谣言传播中的态度信息;

会类、组织类和个人类, 其中社会类选定马航失联事

(4) 使用数据挖掘分类算法分析实验对象群体态

件(国际热点)、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中国设定副都

度的演变动因, 分析网络谣言演变的基本规律, 并给

(国内时政)和江苏舜天主场迁到扬州(体育) 4 个话题,

出应对网络谣言的具体建议。

在讨论社会类话题过程中, 参与志愿者响应激烈并引

前实验设计与实施
为拟合真实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 研究采用前实

发了言语冲突, 成为大家较为关注的话题, 因而社会

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两类实验, 考虑到在校大学生是

展开, 包括食堂、班车、出国交流和课程调整问题, 志

互联网的原住民, 网络行为相对活跃, 集聚性较强,

愿者对进修一类的话题比较感兴趣, 因而选择出国交

容易进行网络谣言传播过程的控制, 选择大学生群体

流作为实验话题; 个人类选择志愿者比较关注的就业

作为网络谣言传播的实验对象。前实验设计选取南京

问题作为谣言话题设计。前实验设计通过多次头脑风

A 大学的 12 名本科生志愿者参与网络谣言的内容设

暴分析网络谣言的案例、影响因素和网民行为, 并设

计、影响因素分析, 作探索性研究; 准实验设计选取南

计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话题、传播思路和数据获取的方

京 B 大学两个专业 6 个班级 177 人作为研究对象, 按

法, 为网络谣言传播的准实验设计提供参考。

专业分为两组, 两个专业辅导员不同、宿舍距离较远,

3.2

3.1

类选择了转基因食品主题设计谣言; 组织类围绕学校

交集不多, 在参与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信息传播,

准实验设计与实施
准实验设计考虑谣言话题的细节、问卷设计的具

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谣

体内容、问卷发放和采集方式以及实验操作的具体步

言话题内容、传播渠道、个体性格、群体意见、交互

骤。在谣言内容设计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需要

行为等对网民群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并研究网民交

传播的信息内容, 供传播者发送信息; 二是与传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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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的辅助信息, 用于保持信息的关注度, 在讨论

Cronbach’s 系数为 0.921, 具备良好的信度。结合问

话题过程中, 加入支撑信息作为控制变, 如表 1 所示:

卷数据从初始信任度、扩散行为和态度演变三方面对

表1
谣言话题
话题 1: 实习
定向推荐

谣言传播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网络谣言传播话题设计
传播的信息内容

支撑信息

B 公司需要两个基础好的同
学实习, 工资很高

话题 2: 转基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会改变人 网络上转基因食品
因食品阴谋论 类基因, 降低疾病免疫力
造成疾病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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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3: 南京 B 据说最近南京 B 大学与美国 1、B 大学相关信息
大学开展自费 L 大学将合作开展自费交流 2、美国 L 大学信息
交流生计划
生计划, 针对本校的大二学 3、交流生计划信息
生, 提供前往美国 L 大学学
习大三课程并完成毕业设计
的机会

为保证实验效果, 通过预先选定的志愿者作为信

4.1

网络谣言传播的初始特征分析
实验对象初始信任度的调查结果与设计谣言时的

预期基本相符(见表 2), 在谣言设计时, 实习就业的谣
言偏向真实, 转基因食品谣言偏向虚假, 而出国就业
谣言相对中立。表明网络谣言信息中网民具备基本的
理性认识, 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进行初步判断。
表2

三则谣言的初始信任度

完全相信 相信 不确定 不相信 完全不相信
实习初始信任度

19.2%

43.7% 28.5%

7.3%

1.3%

息源传播谣言, 其他志愿者事先不了解谣言内容。为

转基因初始信任度

5.4%

31.1% 53.4%

6.8%

3.4%

了减少谣言信息的影响, 选择与实验对象利益关联较

交流生初始信任度

7.2%

45.0% 35.8%

8.7%

3.3%

小的话题, 并对传播过程进行监控, 实验完成后向参
与者说明实验目的。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个体行为、群

实验对象在首次听到谣言后采取的行为与谣言话

体交互、话题衍生等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信息源志愿

题内容密切相关(见表 3)。实习就业影响实验对象未来

者的记录和传播结束后的问卷调查获取, 因而问卷设

发展, 实验对象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对信息进行研究,

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为更加全面地了解参与者

促进了谣言扩散; 转基因谣言因其自身的社会关注度

的网络偏好, 准确分析参与个体在网络谣言产生、传

较高, 容易通过网络信息检索进行验证; 出国交流参

播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 结合前实验阶段的讨论分析,

与者较少, 通过同学交流验证比例较高。三则谣言关

问卷根据谣言信息传播的生命周期从实验对象基本信

注度的差异表明谣言内容决定了受众行为, 而转基因

息、互联网使用习惯、听到谣言之初的观点和态度、

谣言和实习谣言受众论证行为的差异表明受众会选择

谣言传播过程中的态度与行为、最终持有的态度 5 个

自己认为最能获取准确信息(消除不确定性)的渠道来

方面进行设计, 共设计 25 道调查问题。

论证谣言信息, 与其说是传谣者选择了媒介, 不如说

网络谣言的传播实验共分三周进行: 第一周进行

是谣言内容本身决定了传播媒介。

实验的准备; 第二周是实验传播期, 由网络谣言传播

表3

者负责了解并记录谣言传播和实验对象交流的情况;

没有
在意

同学
交流

39.0%

44.7%

转基因谣言 44.8%
交流生谣言 52.3%

第三周是数据采集期, 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 获取谣
言传播过程中志愿者态度和行为信息, 向所有志愿者
解释实验的情况, 要求不要将谣言扩散, 在调研结束
后回收问卷。

4

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研究

首次听到三则谣言的网络行为

实习谣言

网络交流
QQ 聊天

社交网络

9.2%

3.5%

3.5%

16.1%

34.3%

2.1%

2.8%

28.2%

10.1%

6.0%

3.4%

网络搜索

为分析不同话题谣言信息在实验志愿者中传播的

网络谣言话题扩散特征分析
从谣言话题扩散的参与度分析, 一半以上的实验

差异, 本文根据前实验结果设计了三则谣言话题进行

对象参与了网络谣言传播过程(见表 4)。由于实验条件

实验, 从网民态度演变的视角对谣言传播过程进行研

所限, 实验对象在初次听到谣言时的网络行为主要表

究。实验共收回有效问卷 155 份。使用 SPSS 20.0 软

现为与同学交流, 多数实验对象在交流过程中将谣言

件对数据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 经检验, 问卷的

分享给其他人。

4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4.2

ChinaXiv合作期刊
总第 271 期

从谣言话题扩散的渠道分析, 三则谣言的传播方

第6期

感兴趣的信息, 个体会主动对信息进行求证, 与同学、

式比较接近, 相比较短信、邮件, 实验对象更偏好在微

朋友交流谈论, 其在影响他人的同时, 自身也受到周

博、QQ 空间、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 以及通过微信、

围环境的影响, 其网络行为和观点立场随时间不断发

QQ 等即时通讯工具进行沟通交流、传播谣言信息, 这

生改变。话题内容虽然影响网民的初始信度和网民的

符合实验对象更习惯使用互联网。同时, 口口相传在

传播行为, 但对网民个体态度演变的影响并不明显,

传播渠道中所占比例较大, 可见实验对象并未完全抛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网民态度演变的动因。

弃传统的沟通方式, 在日常交流中能够注重自我口头
表达。实验对象会选择易于交流或沟通的对象来讨论
或传播, 符合谣言病毒式传播的基本假设, 然而也会

5

网络谣言传播中群体态度演变分析

5.1

网民态度演变分析框架
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 个体态度包括接收到谣

存在一对多的跳跃式传播(比如传给不在身边的好
友)。

chinaXiv:201711.01198v1

2016 年

言之初网民所持有的态度和谣言传播后期网民持有的
表4

态度两个节点, 经过网络谣言的传播与群体交互, 网

谣言传播过程中的网络行为

民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 维持原有观点和观点发生改

置之
不理

分享给
室友

分享给
本班同学

分享给
其他人

实习谣言

33.3%

47.6%

13.6%

5.4%

率都接近24%。为了深入研究网民态度演变的动因, 本

转基因谣言

40.7%

36.6%

14.8%

7.8%

交流生谣言

48.0%

34.0%

13.3%

4.7%

文从初始观点、群体态度和信息编辑等视角进行分析。

从谣言话题扩散的动因分析, 求证和对真相的渴

变。实验数据表明三则实验谣言中志愿者的态度演变

根据问卷数据, 以谣言的最终观点为输出变量,
进行建模指标抽取, 利用决策树、神经网络等分类算

望是谣言得以传播扩散的主要原因。三则谣言传播动

法对网民态度演变的动因进行分析, 如图 2 所示。

机中求证心理的比例分别为: 40.9%、45.6%、31.0%, 实

5.2

验对象对于网络信息的处理较为理性, 并未完全受制
于网络谣言, 能够理性求证, 辨识信息。

网络谣言态度演变建模
对问卷数据处理得到 72 个字段, 构成数据挖掘建

模的宽表, 将样本按照最终是否相信谣言分为两类,

网络谣言态度演变特征分析
谣言接收者出于求证心理传播或编辑谣言, 在经

通过分类算法获取态度识别规则。采用决策树推进算

过一段时间求证后, 大部分谣言接收者会重新认识谣

段作为建模变量, 以谣言的最终信度作为模型的目标

言, 或坚定自己的想法, 或改变已有的观点。分析三则

变量, 用随机抽样法将样本划分为训练集(70%)和测

谣言话题扩散过程中群体态度演变过程, 实习谣言变

试集(30%)。考虑网民态度识别准确性要求, 采用响应

化率 23.2%, 转基因谣言变化率 23.9%, 交流生谣言变

图作为模型的评价标准, 调整参数获取较优模型。使

化率为 24.1%, 三则谣言虽然置信度迥异, 然而发生

用 Clementine 12.0 软件分别对三则谣言的态度变化进

态度演变的实验对象比率非常接近, 可见对谣言的态

行建模, 得出网络谣言传播中网民态度变化的规律。

4.3

法建立分类模型, 提高建模准确度[17]。以宽表中的字

度演变体现了群体的从众心理, 即群体中总有一定比

(1) 实习生谣言中群体态度演变分析

例的摇摆人, 会比较容易地改变自己对信息的判断。

使用 BA 神经网络建模得到实习谣言的变量重要

进一步分析网民态度演变后的行为, 45.5%的实验对象

性, 排名前 5 位的分别是初始信度、观点影响、初始

选择做一个旁观者, 不发表意见, 42.2%的实验对象会

感觉、朋友圈态度和群体一致性, 实验对象对实习谣

跟随大众观点, 12.3%的实验对象希望验证信息并引导

言的态度主要受个体认知和群体态度的影响, 实习初

舆论, 验证了社会学中“沉默大多数”的判断。

始信度影响较大。为定量分析实验对象观点形成的机

以上分析表明, 三则谣言都在实验群体中进行了

制, 建立实习终信度指标的分类模型, 经多次迭代得

广泛传播, 个体在接收到谣言信息后, 或多或少会对

出三个准确率和节点分布较合适的模型(模型 1: C&RT

谣言所传达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 验证符合个人兴趣

算法, 模型 2: CHAID 算法, 模型 3: C5.0 算法[18]), 模型

或观点的信息, 过滤个人感觉无关紧要的信息。对于

3 整体响应度最高(见图 3), 可以作为判断实验对象态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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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网民态度演变的动因分析框架
重要性, 排名前 5 位的分别是初始信度、群体态度、
有人证实、初始感觉和应对不实行为方法。建立转基
因谣言终信度指标的分类模型, 经多次迭代得出三个
准确率和节点分布较合适的模型, 选择响应率最高
模型作为客户评分的模型。此模型由单决策树构成
(见图 5)。
从决策树模型可以看出: 转基因谣言的最终信度
主要受初始信度、群体态度和转基因渠道的影响, 最终
实验对象对谣言不相信占比较大, 最初不相信转基因

图3

实习谣言模型效用评价响应图

谣言的实验对象中有 84.71%始终质疑谣言, 最初相信

度倾向的模型。模型 3 由一组决策树组成, 在建模过程

转基因谣言的有 37.74%转变了观点, 从不相信转换到

中会侧重考虑不同变量的影响, 通过多次迭代提高模

相信的主因是周边群体相信, 从相信转化为不相信的

型的整体准确率和稳定性, 其主决策树如图 4 所示。

主因是参与了转基因谣言的口口相传讨论和深度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实习谣言的最终信度主要

(3) 交流生谣言中群体态度演变分析

受初始信度、信息编辑和群体态度的影响, 只有四分

出国交流生谣言主题是学习与进修, 由于考虑出

之一的网民会改变对谣言信息的初始判断, 而发生态

国进修的学生数量不多, 因而这一则谣言的利益相关

度改变的网民中大部分是受群体观点(72.7%)或新增

者数量较少, 有利于分析利益相关者数量对谣言传播

信息(75%)的影响, 不相信实习谣言演变为相信的原

的影响, 该谣言整体态度变化率为 24.1%。使用 BA 神

因是参与集体讨论并对信息进行编辑, 最初相信实习

经网络建模得到交流生谣言的变量重要性, 排名前 5

谣言演变为质疑的主要原因是群体态度。

位的分别是群体态度、初始感觉、群体一致性、处理

(2) 转基因谣言中群体态度演变分析

行为和自身判断, 群体态度和个体感觉是影响实验对

转基因谣言是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谣言, 争议性较

象交流生谣言信度的主要因素, 涉及到求证行为的指

强, 实验对象关注度也比较高, 整体态度变化率为

标影响较小。为了深入分析交流生谣言态度演变动因,

23.9%, 使用 BA 神经网络建模得到转基因谣言的变量

建立交流生谣言终信度指标的分类模型, 选取响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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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模型作为客户评分的模型。此模型由单决策树构

为周边群体相信(92.31%), 而个体不相信谣言的原因

成(见图 6)。

是认为群体不相信, 群体态度为不相信的实验对象中

交流生谣言的最终信度主要受群体态度、初始信

大部分初始相信的用户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最终相信

度和实习群体一致性的影响, 这则谣言最终相信与不

谣言的实验对象也是受群体态度影响, 认为群体并未

相信的群体相当, 绝大多数个体相信谣言的原因是因

达成一致的实验对象中大多数会选择不相信谣言。

图4

实习谣言主决策树

图5

转基因谣言决策树

图6

交流生谣言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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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态度演变规律分析
对主题、内容各不同的三则网络谣言的传播与网

5.3

民态度演变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呈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7, 374(1):
457-470.
[3]

现了很多相似的规律, 一是三则谣言的态度转变率都

Jing, Zhu Hengmin, Song Ruixiao, et al. Link Prediction

接近 24%, 说明网民的态度转变与谣言话题无关, 与

Analysi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ransfer from the

网民个体的性格和认知相关; 二是网民的最终态度主

Individual Perspective [J]. New Technology of Library and

要与初始认知和群体态度相关, 网民的初始认知难以
改变, 而改变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因为与群体认知不

Information Service, 2016(1): 55-64.)
[4]

Bonzom V, Gurau R, Rivasseau V. The Ising Model on

符。在态度演变影响因素方面; 三则谣言也存在明显

Random Lattices in Arbitrary Dimensions [J]. Physics Letters

的差异, 在群体观点比较均衡的谣言中(交流生), 实

B, 2012, 711(1): 88-96.

验对象比较关心小群体的一致性, 认为群体不一致的

chinaXiv:201711.01198v1

魏静, 朱恒民, 宋瑞晓, 等. 个 体视角下的网络舆情传递
链路预测分析[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6(1): 55-64. (Wei

[5]

会选择与群体相左的观点, 在群体观点不均衡的谣言

2573-2581. (Zhao Weidong, Zhao Xudong, Dai Weihui, et al.

中(转基因), 口头交流和深度分析会增加个体信息量

Emotion Propagation Mechanism of Emergency Events in

并选择与群体相左的观点。实习生谣言中, 实验对象

Cyberspace and Simulaiton[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的信息编辑会导致观点演变, 证明了信息获取行为也
是网民态度演变的重要原因, 转基因谣言中, 传播渠

& Practice, 2015, 35(11): 2573-2581.)
[6]

道是网民态度演变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小群体的集中
面对面讨论导致众多实验对象态度发生转变, 交流生

结

DiFonzo N. Rumour Research Can Douse Digital Wildfires
[J]. Nature, 2013, 493(1): 135.

[7]

王恩界, 王盈. 从一起网络谣言看网民态度的基本特征[J].
东南传播, 2010(5): 45-47. (Wang Enjie, Wang Ying. Research

谣言中, 群体不一致性是影响网民态度的重要原因。

6

赵卫东, 赵旭东, 戴伟辉, 等. 突发事件的网络情绪传播
机制及仿真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 35(11):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Users’ Attitude from an

语

Internet Rumor [J].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2010(5):
45-47.)

从谣言话题差异和网民态度演变的视角对网络谣

[8]

方付建, 王国华. 涉官事件中的网民态度倾向研究[J]. 华

言进行实验研究, 揭示了网络谣言传播的验证特性,

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5(2): 106-112. (Fang

发现网络谣言传播中内容决定媒介、话题跳跃性传播、

Fujian, Wang Guohua. The Attitude of Internet Users in the

观点交互随群体一致性动态变化等规律。研究表明影

Events

响网民态度及其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初始认知、群体
行为、信息获取和交流渠道, 网民的态度演变率与网

Involving

Officers

[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11,
25(2): 106-112.)
[9]

王知津, 张素芳, 周鹏. 从肯定到质疑——情报分析过程

络谣言的内容等相关指标关联度较低。研究结果为建

中 的 思 维 转 换 [J].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 2011, 55(16): 20-24.

立网络谣言传播模型提供了数据支撑, 主要局限在于

(Wang Zhijin, Zhang Sufang, Zhou Peng. From Confirmation

实验对象和控制变量选取较为单一, 后续工作将进行

to Questioning——Thinking Paradigms Shift in the Process of

实验优化, 引入脑电测量对网民接触信息后的情绪波

Intelligence Analysis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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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Users’ Group Attitudes to Online Rumors
1

Shen Chao1 Zhu Qinghua2 Shen Hongzhou1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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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otivation and patterns of the Web users’ (i.e., college students) group
attitudes to various online rumors. [Methods] First, we used survey to collect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data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rumor spreading. Second, we analyzed the data with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Results] We
found that Web users tried to verify the rumors, the content of the rumors decides the disseminating channel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Web users changed dynamicall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Web users’ attitudes include the
initial awareness, group behavior,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ing of Web users’ attitudes and the rumors’ contents. [Limitations] Only
investigated college students’ reaction to rumors, which might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Analyzing online rumor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will offer more practical
insights to establish online rumor models.
Keywords: Online rumors

Group attitude

Attitud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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