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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大数据背景下的需求, 探索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的理论依据与重点研究问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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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图书情报、新闻传播、公共管理、计算机、心理学、系统动力学、复杂网络等理论与方法, 基于社会
现实考察与业界实践分析, 总结凝练研究观点。【结果】提出“以‘知识论’、‘决策论’与‘系统论’相结合”等 6 个
视角引导研究设计与布局研究内容, 并侧重解决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影响的理论依据探寻等 5 个关键问
题。【结论】大数据给社会舆情分析与政府决策支持带来新的机遇, 迫切需要提出与采纳新的研究视角解决关
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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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杂程度, 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 迫使各级政府的职
能和管理方式、运作方式必须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本

新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崭新变化以及与媒

身就意味着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极大挑战——旧式管理

介融合的社会舆情传播新生态, 公众在评价政府决策

和控制手段可能面临失灵甚至失败的结局。因此, 在

行为与社会公共政策、关注社会事件、表达情感和诉

社会舆情分析和政府公共决策管理中, 迫切需要引入

求、主张和维护权利等方面, 可以将“虚拟”与“现实”

新的观点与新技术。

联动、线上与线下相连, 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

大数据的出现突破了人们对传统数据的认识, 给

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 使公众民意可以快速地

技术发展增添了革新的推动力, 不仅带来了应对海量

走进现实, 呈现出对社会判断的干预能力。由此形成

数据时所要面临的各种挑战, 也为社会舆情分析支撑

了因社会舆情引发的媒介情绪爆发、群体突发事件已

政府公共决策管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 数字

不再是单个随机事件本身, 而是社会舆情传播环境、

技术催生的社会舆情传播形式的多元化、信息数量的

秩序、规则的系统性重构, 是一种随时产生影响的社

海量化、数据类型的异构与多样化、信息内容的高度

会常态存在。而这其中, 社会现实与公众认知的断裂,

分散化与各种会话的碎片化, 以及使得运用传统的研

舆情反响与政府应对的冲突, “官商勾结”、“忽视民

究方法进行的社会舆情信息的获取、组织与分析面临

意”、“公民抗争”等多元化的议程设置, 以及歪曲事实、

着严峻的危机, 进而导致社会舆情分析的质量呈现相

误导与煽动公众、瞬间点燃群体效应并严重损害政府

对下降的趋势, 并使得基于社会舆情分析的决策风险

公信力的舆情时有发生, 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与复

呈现加大的趋势, 使政府决策管理所面对的诉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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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与监督等舆情信息更加混乱[1]。另一方面, 大数据的

事件的舆情分析可以找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公众宣

发展, 虽然使社会舆情传播处于更加浩瀚且非结构化

泄的出口点以及政府决策的着力点等。而如何将常态

的数据海洋中, 但是, 大数据技术可完整记录公众当

事件经过采集、组织与关联后发掘出同类舆情事件的

下的情绪、行为、关注点与兴趣点、归属地、移动路

规律性, 生成支持决策的依据或论据。即将舆情数据

径、社会关系链等一系列特征数据, 这不仅是信息技

(Data)转化为可供研判与预测的信息(Information), 进而

术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融合的产物, 更是对公众参

转化为支持决策的知识(Knowledge)或智慧(Wisdom), 更

政、议政的反映。同时, 大数据思维所倡导的海量数

应该是社会舆情分析的一项持续的任务。

据存储、增强关联与分析功能、为预测提供服务的论

从业界的研究与实践看, 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舆

点及其发展趋势, 这些都为深入地挖掘社会舆情中所

情分析, 已有一些学科开始涉猎, 如新闻传播、图书情

蕴含的公众态度、观点和情绪等的变化及规律的信息,

报等学科, 但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如探讨大数

将其转化为知识或者智慧, 以支持尚处于起步阶段的

据环境下舆情分析的特点、传播机制等; 计算机学科

政府公共管理舆情处理机制与辅助决策管理体系的建

大多聚焦于其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如可视化、舆情内

立, 提供前所未有的时机。

容分析及关联语义挖掘等研究[2]。然而, 当前我国舆情

因此, 在大数据背景下, 研究社会舆情分析与决

研究仍以关注突发事件过程中应对的定期发布舆情报

策支持, 并构建相应的方法体系, 以进一步提升政府

告和分析报告为主, 缺乏对常态事件的长期分析, 较

部门针对社会舆情的研判、预警与快速响应能力, 成

少对常态事件与突发事件、舆情事件与现实社会、不

为图书情报、新闻传播、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共同关注

同社会舆情事件之间的关联和演化分析, 缺乏社会舆

的热点领域和研究课题。

情事件的建模与仿真、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等方面的

那么, 在大数据环境下研究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

系统化研究[3]。现有研究侧重点的实质还是以舆情信

支持的迫切需求是什么？从哪些视角切入研究？涉及

息的应用为主, 缺少将舆情信息类似科技信息那样进

的关键研究问题包括哪些？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需要

行多维度加工组织, 有效存储后根据需要经过挖掘分

思考的。本文尝试探索上述问题, 以为后续研究提供

析将信息转化为可供研判、预测的知识。现有普遍的

参考与借鉴。

就事论事、聚焦应对结果的研究, 是无法实现将过去
是如何“正确地行事(doing thing right)”的做法用于将

2

研究的需求与视角

2.1

研究的需求与思路
在大数据环境下, 一方面, 数据的海量、及时、动

要借助于应运而生的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在数据

态、开放, 使数据分析的效度和深度得到完善。另一

存储、事件关联及预测上的功能, 综合运用多学科的

方面, 价值密度低、传播速度快以及数据分析模型科

理论与方法, 通过社会舆情分析, 使社会舆情信息转

学与否, 直接影响着数据分析的质量。大数据的核心

化为支持决策的知识, 为决策者从事研判与预测提供

价值就是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 为预测提供服

服务, 支撑决策者根据“过去正确地行事”模式选择“将

务。将大数据思维与技术具体应用到社会舆情分析与

来做正确的事”。

决策支持上, 就需要增强关联舆情信息的分析和预测,

2.2

来怎样“做正确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 ”上的。
因此, 在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的研究上, 需

把研究重点从单纯地收集有效数据向对舆情内容的深

研究的依据与视角
针对上述总结的研究需求, 本文认为相关研究是

入研判上拓展, 跟踪与获取关联舆情并系统组织同类

一项涉及图书情报、计算机、新闻传播、公共管理、

舆情信息, 挖掘舆情信息可利用的价值, 生产可供决

心理学、系统动力学、复杂网络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

策参考的产品与服务。

研究课题, 需要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融合的支撑, 并应

从社会现实来看, 在不断涌现的各种舆情事件中,

根据不同的研究侧重引入不同的研究视角, 建立相应

既涉及到集中性的突发事件也有散布性的常态事件,

的研究体系。因此, 本文以研究需求为出发点, 以面向

既关乎危机决策管理, 也有日常决策管理。对于突发

政府决策支持为目标, 针对研究设计、相互影响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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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信息获取与组织、关联与挖掘、模型构建与仿真、

保障[6]。将知识生成体系、知识激活机制与整体性思

评估与决策应用的社会舆情分析不同环节, 基于多学

想结合, 可以指导研究问题的导出、研究内容的构建

科的理论与方法, 提出如下的研究视角。

与研究思路的设计。在知识生成方面, 借鉴科学知识

(1) 以“知识论”、“决策论”与“系统论”相结合的视
角引导研究设计

发展现状、热点、难点、突变、脉络以及趋势等研究
的成果, 以扩展“知识论”的适用对象和应用范围为基

“知识论”和“决策论”结合既是研究设计的主要学

础, 以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舆情信息为新的研究对象,

理依据, 也是贯穿于总体的研究视角。其中, 知识论

针对社会舆情信息的异构性、复杂性、随意性和碎片

(Epistemology)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的一个

化等特点, 应用、改进和深化现有的理论和方法, 可实

哲学分支, 知识论中的“DIKW价值链”是阐述知识生

现社会舆情信息到舆情知识的转变和增值。在知识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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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科学体系(见图1) , 该体系指出将数据、信息与

活方面, 根据舆情信息分析得到的舆情知识, 探索高

知识递进转化并被理解后就可以生产出指导未来“做

效的社会舆情引导策略、管理运行机制和应对策略体

正确的事”的智慧; 决策论(Decision Theory)是指根据

系, 形成社会舆情的辅助决策支持应用, 实现特定决

信息和评价准则, 用数量方法寻找或选取最优决策方

策需求下的舆情知识激活; 并通过“控制–反馈–判断–

案的科学, 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决策论中“控制–反

调整”实现与社会舆情知识的交互和反馈, 提高决策

[5]

馈–判断–调整”流程是知识激活的动态机制 ; 系统论

支持服务的质量。在知识效用发挥方面, 需要从系统

(Systems Theory)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

结构、功能与环境等方面整体性出发构建社会舆情分

的学问, 系统论中的整体性思想是使知识效用发挥的

析与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图1

DIKW 价值链

(2) 以大数据时代媒介融合下的“决策相关者联
盟”视角研究舆情对决策的影响

分, 假设政策子系统的政策核心发生变化, 一定且必
须有来自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8]。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

“媒介融合”带来了不同媒介之间互换性与互联性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保罗 ·A· 萨巴蒂尔等提

的日益增强, 各种舆情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整

[7]

出 , 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

合。但是, 随着舆情由多个典型的、相互冲突的信息

势 。 这 里 所 提 出 的 “ 决 策 相 关 者 联 盟 (Alliance of

流在一个多阶段过程中不稳定地被形塑, 可构成“接

Decision Makers)”的主要思想是假设可以用定义政治

收– 抵制– 抽取”的 RAS 模型[8]。那么, 决策者如果能

信念体系的方式定义公共政策。即可以定义优先的价

够在混杂性的总体性数据中, 注意到政策对象或相关

值取向、主要的因果关系(关联性)、问题的重要性, 以

者的个人态度、价值, 能够在纷繁的、有效的数据中

及各机构(相关者)间关系在实现价值取向上的作用,

发现相关组织的规则与测序, 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决策

把政策子系统内部的动态因素(各种信息源)与来自更

制定及执行的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大数据时代媒

广阔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干扰因素进行区

介融合下的“决策相关者联盟”视角研究社会舆情与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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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 可以指导研究者发现内在的机理与影响

Lasswell 要素模型的社会舆情分析方法体系, 在此基

因素。

础上针对传播要素及其之间关联关系进行分析与深度

(3) 以“注意捕获与语义关联”相结合的视角研究

义关联和深度聚合研究, 将已经关联的多媒介各类社

获取与组织舆情信息
注意捕获(Attentional Capture)是认知领域的个体

会舆情信息融合起来, 并面向政府决策支持研究多种

对外界感知觉的一种准备状态现象, 即一种刺激的出现

类型的社会舆情分析模型, 进而揭示社会舆情信息的

[9]

使人们暂时离开当前的任务而将注意转向这一刺激 。

主题、传播模式、演变规律、情感倾向性和社会舆情

受到自上而下目标驱动的内源性注意和自下而上刺激

事件应对策略的相似计算模型, 为后期舆情信息的挖

[10]

。语义关联的基本思想来

掘、分析和决策支持提供重要支撑。因此, “增强

自语义网, 其核心是对语义之间进行关联分析和语义

Lasswell 要素模型与深度聚合”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不

挖掘。语义网(Semantic Web)的概念是由 Berners-Lee

仅是对经典理论的拓展, 而且将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

提出的, 其基本思想是对现有 Web 的扩展, 人为赋予

舆情关联与挖掘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驱动的外源性注意的影响

chinaXiv:201711.01189v1

挖掘, 突出不同舆论会话(Session)在要素层面上的语

Web 上各种资源明确的语义信息, 提供机器可处理的
数据语义, 使计算机可以自动处理、分辨及识别这些
语义信息, 并对其自动解释、交换和处理, 使数据充分
共享和重复利用

[11]

(5) 以“认知行为、媒介素养与互动决策”相结合的
视角研究舆情演化建模与仿真
“认知(Cognition)这个术语指的是对感觉输入加
以转换、简化、细化、储存、恢复和利用所依赖的所

。

将“注意捕获与语义关联”结合可以指导研究者有

有加工过程, 认知会参与到人类可能做的每一件事情

效地开展大数据时代舆情信息的获取与组织研究。其

中去, 任何一种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认知现象”[14]。

中, 注意捕获的研究范式主要分为空间性的注意捕

认知的实质就是人对作用于其感觉器官的外界事情形

获、时间性的注意捕获和时间空间相结合的注意捕获

态与变化的反应进行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认知心

[12]

三种研究范式

。该范式可以指导研究者首先考察可

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编码

引发受众注意的舆情信息包括哪些, 然后从多个角度

(Encoding & Coding)、贮存、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

力求较为全面、系统、有效地采集用户较为关注的以

续的认知操作阶段组成的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

及可能成为热点的舆情事件信息。语义关联视角可以

系统 [15];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由英国学者

指导研究者从内容出发, 建立内容之间的语义关联,

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于 1933 年提出的[16]。1992

对采集到的信息内容基于语义关系进行筛选、加工、

年, 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所谓媒介素养, 就是

分类、主题抽取等。建立同一主题事件不同时间维、

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

空间维的关联, 同一时间事件不同空间维、事件维的

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

关联, 同一空间事件不同时间维和事件维的宽时间、

反应能力[16]。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认知过程, 其体现

广维度和多事件的关联。

了个体使外在的丰富性的内容为我所用、有效地鉴别

(4) 以“增强 Lasswell 要素模型与深度聚合”相结

和拒绝那些跟自己的旨趣不和的内容的能力; 本文所
提出的互动决策(Interactive Decision Making)也就是

合的视角研究舆情关联与挖掘
Lasswell 的 5W 传播要素模型(“Who says What to

政府公共决策回应, 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应对社会公众

Whom in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 即传者、受

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的公共决策措施公正、

众、内容、渠道、效应), 是 1948 年 Lasswell 提出的

[13]

,

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的公共管理过程, 从

模型不仅揭示了传播过程中各个传播要素之间的线性

“为民决策”到“共同决策”是互动的决策回应机制[17]。

关系, 而且强调了传播效果产生的链路, 成为传播学

在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研究中, 将“认知行为、媒

的经典理论。在研究中以 5W 要素模型为指导, 同时

介素养与互动决策”相结合, 从网络群体的认知行为

引入舆情传播的“噪音”要素以及政府决策与社会舆论

考察为出发点, 研究网络群体具有的媒介素养, 进而

之间的互动影响和反馈等“控制”要素, 构建基于增强

分析互动决策的影响因素, 就可以系统性地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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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演化过程中群体行为进行实证考察和建模仿真

式进行全面创新, 借助于大数据思维与技术可以使各

研究。

种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因此, 从基于资源整合的新公

(6) 以基于资源整合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视角研
究面向政府决策支持的应用体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
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不强调利用集权、
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 而是主
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

共管理范式的研究视角, 可以指导研究者探究与分析
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传播特征与演化规律, 集成先进
的技术与方法, 全面地梳理与构建面向政府决策支持
的应用体系。

3

研究的关键问题与重点难点

率, 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

本文将以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流程为维度,

水平, 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

以上述研究视角为理论支撑, 探索将舆情数据、信息

[18]

绩效

chinaXiv:201711.01189v1

2016 年

。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的政府管理职能就是要

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 就需要对传统模

图2
3.1

转换为知识、智慧并形成决策支持产品或者服务过程
中, 涉及的关键问题和重点难点, 如图 2 所示:

舆情 DIKW 转换中的研究视角与涉及的关键问题及重点难点

关键问题分析
(1) 如何科学揭示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舆情传播对

政府决策影响的机理？

进而, 政府决策部门如何在舆情引导过程中提升应对
能力, 以及在化解一定舆情矛盾后将吸收的有益经验
加以传播, 等等; 从公众关注的角度看, 哪些事件是

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舆情 DIKW 流程的始终。从

可能引发社会舆情突发或者需要持续关注的, 公众是

政府需求角度看, 政府的公共决策在贯彻与实施过程

如何被舆情影响及带来其人生观、价值观、参与意识

中, 公众通过哪些渠道、反映哪些问题或者如何进行

等变化的, 公众民意如何表达、为何表达以及如何演

评价, 这些舆情将会对政府产生哪些影响及变化、政

化, 等等。弄清上述问题, 关键是要解决如何科学揭示

府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及修正决策等; 在常态事件中,

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影响机理的关

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利用零散但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的公

键问题, 包括: 社会舆情传播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理

众舆情, 并通过哪些有效的途径推广社会主流舆论等;

论依据分析、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公共决策的作用与

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规律如何, 以及已发生的典型事

体现分析、社会舆情传播要素与演化对政府公共决策

件可能产生的二次发酵对政府后续决策的影响何在;

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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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组织的方法体系？

程及表现, 进而为预测与决策提供服务。因此, 需要在
认知行为、媒介素养与互动决策的研究视角指导下, 研

这是舆情信息获取与组织环节涉及的关键问题。

究如何动态建立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群体行为建模方

在舆情信息获取的基础上, 为了在后期能更好地进行

法体系, 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 群体行为建模方法在

社会舆情信息之间的关联挖掘, 需要在注意捕获与语

社会舆情公众群体行为中的应用策略, 以及公众群体

义关联的理论指导下, 研究如何利用文本挖掘、复杂

在智能体模型构建、能力、图式、过程等维度上的差异,

网络、时间序列等技术手段对舆情信息的多维属性进

并选择合适的模型对这些差异进行表征。在公众群体智

行基础性的组织工作, 所涉及到的问题具体包括: 社

能体模型构建方面, 如何基于 Agent 的建模(如 ABM)

会舆情事件自动分类、社会舆情的主题抽取与聚类、

方法研究公众群体智能体的关系及交互规则; 在公众

社区发现和意见领袖识别、社会舆情的情感/情绪分

群体认知行为规则研究方面, 如何基于 Act-R 模型研究

类、社会舆情的时空分布、社会舆情的行为建模、社

公众群体在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的认知过程; 在公众

会舆情信息知识图谱构建及可视化等内容。特别地,

群体行为决策研究方面, 如何基于 PMFServ 集成框架

根据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舆情传播的特征与我国政府决

研究公众群体在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的行为; 在公众

策面临的趋势, 在具体研究时需要以洞察、分析社会

群体行为动机研究方面, 如何基于 BDI 模型研究公众

舆情信息的评论为主, 研究采用哪些技术方法获取、

群体在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的“信念–愿望–意图”, 形

组织、关联与挖掘舆情信息, 进而探究同类评论主题

成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的公众群体行为选择模型。
(5) 如何系统构建社会舆情的引导与应对能力提

与原事件主题之间的共振效应和偏离度。
(3) 如何深度发现舆情事件与社会现实间关联的

升策略？

话题和社会舆情主题？

这是决策评估与应用环节涉及的关键问题。社会

这是舆情信息关联与挖掘环节涉及的关键问题。

舆情具有发生几率高、爆发周期短、影响范围广、后

在网络舆情传播中, 各种物理上独立的舆论会话, 在

果危害深、控制难度大等特点, 社会网络舆情出现, 需

传播各要素上可能存在着语义关联。同时, 历史舆论

要政府快速做出反应。但目前我国政府的反应却还存

会话对于理解正在发展中的舆论会话、可能生长的舆

在诸多不适度的问题, 要么回应缓慢、延误时机, 要么

论会话以及舆论会话的后续效应具有参考作用。因此,

行为过激、违法侵权。社会舆情的引导与应对能力建

需要在增强 Lasswell 要素模型与深度聚合的研究视角

设作为舆情干预的重要部分, 尤其是在热点、突发或

指导下, 研究如何解决舆情事件与社会现实间关联的

特殊时期,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舆情的发展走势。因此,

话题尤其突出对舆论会话关联揭示、发现与聚合的关

研究时需要以基于资源整合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为理论

键问题, 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包含: 针对同一内容的

基础, 解决有关社会舆情的引导与应对能力提升方面

话题发现和社会舆情主题发现及针对不同内容的话题

的关键问题, 具体涉及到: 非适度社会舆情危机反应

发现和社会舆情主题发现。特别是, 需要尝试研究新

的协作联动机制研究, 基于物质相变思维的社会舆情

闻标题中内嵌煽动性术语、实时敏感词、多义词等情

引导策略研究, 多元化社会舆情应对策略体系研究以

景下导致受众注意力变化与理解偏差的程度, 并研究

及社会舆情善后处理机制研究。

偏离度与常态事件到突发事件转变的关联关系, 将各

3.2

种舆情关联信息进行深度聚合, 进而从常态事件中甄别
出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 实现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预测。
(4) 如何动态建立社会舆情演化过程中群体行为
建模方法体系？

研究的重点难点
在解决上述关键研究问题时, 从整体设计到具体

实施的不同环节中, 涉及不同的研究重点难点如下:
(1) 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影响
的理论依据探寻。

这是舆情信息建模与仿真环节涉及的关键问题。舆

决策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 决策是对

情信息的建模与仿真中主要以考察舆情演化中群体行

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偶发事件所做的处理决定。尤其

为信息为来源, 了解群体与媒介、群体与决策等交互过

当各类管理活动面对着环境日益复杂和风险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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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重组在一起时, 重组总和本身的价值也比单个总和更

基于智能体决策模型, 针对公众群体行为决策的

“大数据为使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产生积极

建模分析、构建仿真模型的具体流程和模块、形成公

作用提供了机遇与支撑, 但是要突破现有的决策者仍

众群体行为仿真模型。那么, 在社会舆情演化仿真过

然抱持的封闭、单一性、孤立性的管理观念, 使决策

程具体研究中, 基于行为实体和所处环境之间的“感

者具备全息式的背景性隐性知识, 注意到决策利益相

知 (Perception)−决 策 (Decision)−行 为 (Behavior)−动 作

关者共同信念基础上的“有效信息”, 并使其转化为知

(Action)−反馈(Feedback)”的闭环交互流程, 研究作为

识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这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

舆情传播的个体 Agent 基于哪些属性特征遵循哪些规

合。而在理论上, 只有通过系统而多角度的研究, 找到

则, 如何将感知信息传递到决策系统, 又怎样经决策

或者发现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影响有

后由行为系统进行行为选择产生具体动作。

大

chinaXiv:201711.01189v1

[19]

第 7/8 期

(4) 社会舆情演化中公众群体行为仿真模型构建

时决策的意义就十分重要。“随着大数据的出现, 数据
的总和比部分更有价值。当我们将多个数据集的总和

2016 年

(5) 社会舆情分析与政府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构建

说明力的解释, 才能逐渐建立支撑政府决策的社会舆
情分析研究体系。因此, 在社会舆情分析的整个环节

及应用。
基于社会舆情分析的政府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构建

中, 探寻社会舆情传播对政府决策影响的理论依据将
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
(2) 利用大数据构建面向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的
细粒度案例库。

及应用是涉及到研究落脚点的重点难点。如何通过系
统开发与技术实现, 构建社会舆情的监测、研判、预
警与辅助决策支持的软件系统, 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

传统舆情分析案例库以描述文档为主, 描述粒度

提供社会舆情分析报告与决策建议。需要研究的内容

过大, 不利于舆情事件间的相似度计算及推理。构建

如下: 基于社会舆情分析的政府辅助决策支持系统需

一个面向社会舆情决策支持的细粒度的舆情事件案例

求分析、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总体架构设计、辅助决策

库是尤为必要的, 这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点难

支持系统详细设计、社会舆情知识库构建研究、原型

点。利用本体并结合大数据资源与技术, 构建面向舆

系统开发以及政府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应用研究。

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的细粒度案例库, 可以提供案例的
细致详尽的描述, 保证案例库相似度计算与推理的可

4

结

语

靠运行, 便于决策者检索、浏览相关案例并获取类似

大数据背景下社会舆情传播为我国社会发展与转

事件的处置决策办法。由于设置的案例库的字段更加

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蝴

细粒度, 更容易为新增案例提供相似度计算, 提供类

蝶效应”对政府决策制定、实施与反馈的作用无处不

似舆情事件的检索。添加处置手段或者方法的存储表,

在, 也成为学术界与实践行业关注的重点话题。基于

为每一个案例填充决策者的对舆情事件的干预措施,

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以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

留作新增类似舆情事件处理的参考。

研究的需求为出发点, 综合运用图书情报、新闻传播、

(3) 动态社会网络分析用于舆情传播与演化特征
模式挖掘。

公共管理、计算机、心理学、系统动力学、复杂网络
等理论与方法, 提出了研究相关问题的视角、提炼了

基于频繁模式挖掘、变化挖掘、关联规则挖掘、

研究的关键问题、解析了研究的重点难点, 以为后续

动态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 挖掘历史舆情案例信息中

研究提出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并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化

蕴含的舆情传播与演化特征模式, 为社会舆情管理提

与发展。

供预测与预警知识来源, 这也是研究者面临的重点难

同时, 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研究的成果输出

点, 需要研究如下内容: 舆情传播与演化的特征模型、

应该是多学科相互促进相互支持而共同努力的结果。

“噪音”形成的特征模型、面向决策支持的社会舆情事

那么, 在图书情报领域, 发挥基于信息流的情报分析

件应对策略的相似计算模型、社会舆论与政府决策互

与知识服务思想, 导入公共管理的理论原理, 融合新

动影响的特征模型、高影响舆情内容特征模型等。

闻传播领域的舆情传播机理, 借助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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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及数据挖掘等技术, 探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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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研究舆情信息采集、组织与分析方法体系, 构建

Xinxiang, Fang Jianfeng, Xu Fayin, et al. Beijing: China

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 可以
拓展图书情报领域在新生态下的研究范围并发挥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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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with
Big Data
Cen Yonghua Wang Yuef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cial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key research topics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Methods] We first reviewed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puter science,
psychology, system dynamics, and complex network. Then, we summarized key research based on field studies and
practice analysis. [Results] We proposed six perspectives to guide research design and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also
tried to solve five key issue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to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Conclusions] Big data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which require much more new research.
Keywords: Social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Government decis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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