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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态度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的判断和感受，是社会治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内容。文章

对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基于互联网计算社会态度在理论和现实
层面的可行性。本文介绍了中科院心理所课题组基于网络行为的社会态度计算模型，并应
用该模型计算了广东省的社会态度，通过广东省各个城市的“地方经济满意度”这一社会
态度指标与该区域的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可解释性。同时介绍了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Twitter 数据预测公民幸福感并绘制美国的幸福感地图。利用预测模
型的计算方法所采用数据真实客观，排除了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影响，并极大地降低了成
本，缩短了原有的调研周期，初步实现了社会态度的实时计算感知，对长期动态监控各项
社会态度指标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够与线下的社会调查法优势互补，共同为社会治
理提供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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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社会成员逐渐形成多元的利益群体，当利益格局复
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要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社会去博弈，通过居民的参与来解决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为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顺应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我国从
传统社会管理迈向了现代社会治理[1]。社会治理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与文化传承的总领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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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结构治理、制度安排、法规约束、道德养成、文明启迪等对国家、社会和民众形成良治
的整体塑造[2]。它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管理更多地让位于调控、
引导、服务和整合，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3]。
社会治理是一种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而社会成员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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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动则往往受其社会态度的影响。如果大家拥有积极

助于为社会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正面的态度去正视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将有利于平稳顺
利地推进社会治理；反之则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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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4]。

1 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
当前，国内对社会态度的调查研究通常通过社会调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查法，分散于不同的研究课题中，全面系统性的社会调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治理须兼顾“多元”和“互

查不多见。由于社会调查涉及人员较多，难以进行访谈

动”，倡导“调和”，不使用强力或者蛮力去支配社

和观察，因此社会调查法中的问卷调查被广泛应用[13]。

会。当前社会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只有通过

通过招募和培训调查员，安排其对被试进行发放和回收

互动和沟通，形成统一的社会诉求，才能与多元主体在

问卷，汇总被试的调查结果，完成对公众社会心态的调

沟通交流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要全面了解不同阶层

查。通过社会调查法，可以一定程度了解公众的社会态

的诉求，就需要及时了解公众社会态度的变化，了解不

度，如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变迁[14]，对“动

同阶层群众在生活、政府、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态度，为

物福利”的社会态度[15]，以及人群的社会态度调查[11]。

采取正确的引导方式提供科学依据[5]。

一个完整的调查周期包括招募调查员、开展面对面

社会态度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的判断和感受，是社会

调查和调查结果的统计计算。整个过程需要在人员和时

治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内容。在当代社会，民众的社会态

间上投入巨大开销。根据经验，一个万人规模的调查成

度除具有“晴雨表”的作用外，还具有社会治理参与的

本大约在几十万人民币的数量级。由于社会调查要求覆

意义。社会态度[6,7]由社会因素引起——由于人对涉及的

盖范围广，其调查周期也往往较长，一般要 3—6 个月，

社会事物，不管其是否符合自身物质方面或理念方面的

也就是说，社会调查最快也要一个季度后才可以得到计

需要，都会产生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接近或拒绝

算结果，影响了时效性。

的体验 [8]；因此，个体因各种社会事物对自己的意义差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开展社会态度调查，

异，就会形成不同方向、不同强度以及从核心到边缘地

并且由专业机构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得到了有效保

位不同的态度。社会态度通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

障。美国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SR,

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感受、未来信心、社会动机、社

http://www.isr.umich.edu/）自 1975 年起每年监测 1 次“二

会情绪等得以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

战”后出生的青年人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自

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机制，对社会成员形

1979 年起每年对黑人的生活展开 1 次调查。自1989 年起

[9,10]

成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

。

对世界价值观展开调查。英国全国社会研究中心（Na-

根据对社会态度的调查，大范围高效监测经济满

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Resarch, NCSR, http://www.natcen.

意度、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等各项社会态度指标，

ac.uk/）自1957 年起每年对家庭支出进行 1 次调查，自

能够比宏观统计数据更敏感地感知到民众社会态度的变

1983 年起每年对社会态度进行 1 次调查。这些研究机构

化。利用宏观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

的社会调查具有较大的覆盖范围，但其调查成本昂贵、

主要着眼于宏观的经济结构问题，而公众态度是能够比

调查周期通常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较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11]。如果能够客观

调查法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通过选择

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对公共事件、社会舆情、社会心理

涵盖不同的群体，覆盖不同的地区，保证随机抽样的公

进行客观实时的评估

[12]

，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有

平性和均衡性。并且调查法通过对施测人员的培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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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控制调查者填答问卷的质量。但当覆盖范围广的

的呈现形式，这些表征主体自身的心理特征的线索得以

时候，必然要增加调查员人数，增加开展大范围调查的

见诸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与情境之中（包括互联网空

成本，成本投入极大，时效性不高，且基于问卷调查形

间）[19,20]，这意味着用户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行为痕迹”

式的数据收集容易受到调查者社会赞许性心理的干扰。

也能够反映出其自身的心理特征。大量研究探讨了用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提出通过对网络行为的研

的互联网行为与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模式，旨

究计算实现对社会态度的自动识别，无需用户参与。该

在为实现“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最佳匹配与良性

方式收集信息速度快，并且能够节省大量的资源，不受

互动提供充分的依据与支持。

空间限制，且客观的网络行为数据可以避免赞许性心理

国内外已有研究对基于网络行为的心理特征进行

的干扰，与传统的调查方法互相补充，共同为社会治理

分析，如：Gosling 等人 [21]研究了 Facebook 用户大五人

提供帮助。

格和其网络特征的关联模式。他们设计了 11 个社交特
征，并且得出用户的社交活跃度可以用来作为内外向的

2 互联网为社会心态调查带来的新契机

预测因子。Correa 等人 [22]研究了用户的大五人格和社会

现阶段，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时代，手机、

网络媒体使用情况。他们通过计算被试用户的大五人格

计算机和互联网深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给社

和社会网络媒体使用特征的相关性，发现开放性、内外

会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新媒体在信息数量、信息展现方

向维度与社会网络媒体的使用呈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

式、信息内容、信息时效等方面具有区别于旧媒体的独

则为负相关。Campbell 等人[23]通过在线方式，在互联网

特优势，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当下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

上招募 188名样本，同时在线下以纸笔测试的方式招募

响。而社交网络作为新媒体的舆论场，能够反映公众

了 27 名经常上网的大学本科生用户作为样本组。他们的

的社会态度

[16]

。网络行为所反映的社会态度是值得重视

研究表明，经常上网的用户更可能具有较强的孤独感，

的，它反映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及关注的规律性。

他们也更可能会沉迷于互联网。国内也有研究对网络社

利用和研究这些网络行为所反映的社会态度，可以在一

会中个体人格特征及其行为的关系进行的分析，将网络

定程度上把握公众所思所想，为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基础

行为划分为一般性上网行为、针对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功

的依据。

能偏好、针对某种特定网络服务内容的使用特点、偏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
至 201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

行为与人格测验的测量指标进行映射，从而提出利用网
络行为进行人格特征预测是完全可行的[24]。

为 50.3%。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通过网络更易收集多

既往研究都表明，利用网络行为实现对用户心理特

样化样本，对网络行为进行研究也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

征的识别是完全可行，并且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了可接受

的限制。社交网络作为社会态度的一种表达手段，在反

的程度。计算模型运行的高效性，使得我们可以对大范围

映社会态度方面有其特有的及时、快速、准确、真实等

民众的心理特征包括社会态度进行及时地分析识别，并在

优势[17]。

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社会治理层面的对策建议，这无论是

根据 Brunswik [18]的“透镜模型”（lens model），

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私人的空间环境中往往蕴含着能够表征主体自身的心理
特征的线索（例如，房间陈设的布置风格与个人物品的
摆放方式）。借助于“行为痕迹”（behavioral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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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网络行为的社会态度计算模型建立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网络行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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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态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 3 个步骤，分别为数据采

表1

集、模型训练和模型应用，流程如图 1 所示。

模型算法

皮尔逊相关系数

误差率（%）

线性回归

0.11—0.25

21.50

神经网络

0.21—0.45

19.75

增量多任务回归

0.39—0.47

17.17

模型
应用

群体网络行为

模型
训练

群体社会态度

个体社会态度预测模型

不同社会态度预测模型的相关性系数和误差率

经过对比不同算法的性能，最优模型预测社会态度
的平均正确率达 82.83%，相关系数为 0.39—0.47 的中等

chinaXiv:201703.00034v1

数据
采集

个体网络行为

个体社会态度
（通过问卷）

相关，一般认为，当相关系数达0.4时，在社会或人格心
理学中，相关性即可接受并具有一定的意义 [26]。因此，
本模型满足了大范围推广计算的前提。

图 1 基于网络行为的社会态度研究流程

目前，国内有基于社交网络数据预测心理健康状态、

在数据采集阶段，首先对用户施测问卷，获取实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抑郁和焦虑等研究[25,27]。国外的

际社会态度指标作为标注，通过对其网络行为的数据分

研究者已经利用 Twitter 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28]，内

析提取网络行为特征。在模型训练阶段，将网络行为特

容涉及心理幸福感、政治意向、政治选举等多个主题。美

征作为自变量，个体社会态度作为因变量，通过训练机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内容预测个人

器学习算法，建立基于网络行为的个体社会态度预测模

的幸福感，通过与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到的值进行对比，相

型。在模型应用过程中，通过批量获取用户网络数据并

关系数达 0.62，证明了预测结果的有效性[29]。

提取网络行为特征，通过社会态度预测模型计算得出公
众社会态度，从而了解公众社会态度及舆论走向。
根据国内外利用网络行为预测心理特征的已有研
究，模型建立中使用的网络特征主要有：人口统计学特
征，包括年龄、性别、注册日期、受教育水平等；使用行
为特征，表征用户使用微博的潜在行为模式，考察用户与
其他用户的交互模式、个性化表达、隐私保护等；语言词
汇特征，即用户在社会媒体上使用语言词汇的主题，从心

国内外的实证性研究表明，通过网络及通讯平台的
用户数据，对社会态度计算的可行性。通过网络数据，
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民众的社会态度，这将是感知社会
态度的理想途径。

4 利用社会态度计算模型实现大范围高时效
性的社会态度调查
本节通过案例探讨利用社会态度研究计算模型实现

理学、情感表达等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中使用的模型通常

大范围高时效性社会态度调查的有效性。

包括线性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参数回归模型等，模

4.1 广东省微博用户社会态度计算

型的具体效果由于数据特征的差异有所不同。

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态度预测模型的有效性，我

在李昂等人 [25]的研究中，参与者的社会态度问卷得

们利用训练得到的社会态度预测模型，计算了广东省各

分值为模型的结果变量，参与者的行为统计量特征和文

个城市的“地方经济满意度”这一社会态度指标与该区

本内容特征为预测变量，分别采用线性回归、神经网络

域的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 [30]。通过设置地级市为单

和增量多任务回归的算法进行建模，表1为模型的准确率

位，先利用训练得到的模型计算出各个城市在 2012 年的

和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平均地方经济满意度的排名，再从广东省统计年鉴中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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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各地市 2012 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数值排名，计算

约 30 000 个话题词。将 1 293 个郡县随机分为 75% 的训练

两个排名序列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2。

集（970 个郡县）和 25% 的测试集（323 个郡县）。通过

表 2 2012 年广东省宏观经济指标与地方经济满意度的相关系数

chinaXiv:201703.00034v1

经济指标

地方经济
满意度

经济指标

地方经济
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预测值和调查结果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评
价模型的预测效果。最后通过用美国地图展示各个地区
基于网络行为的预测值和基于问卷测量的值进行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

0.15

生猪年末存栏头数

0.59**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0.41

肉猪出栏头数

0.58**

人均生产总值

0.66**

猪肉产量

0.58**

农业总产值

0.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45*

粮食产量

0.45*

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0.44*

水稻产量

0.43

在岗职工人数

0.19

甘蔗产量

0.39

在岗职工收入

0.09

济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公众社会态度预测模型的

花生产量

0.49*

在岗职工人均收入

0.51*

有效性，美国各个地区基于网络行为的幸福感计算和基

蔬菜产量

0.60**

（*p<0.05 ， **p<0.01）

可以直观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并得出皮尔逊相
关系数为 0.535，证明用网络行为预测幸福感具有一定的
准确性和实际意义（http://wwbp.org/）。
4.3 讨论
广东省各地市的地方经济满意度与该区域的宏观经

于生活满意度问卷测量的结果比较，表明了基于网络行
为预测幸福感的可行性。在网络化时代，网络作为能够
反映社会态度的新媒体的一种形式，能够帮助我们及时

表中结果显示，地方经济满意度与多个经济指标呈

有效地获取民众社会态度，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所必须

显著的正相关，例如人均生产总值（r = 0.66），农业总

予以考量的因素。换言之，社会治理需要高度重视并积

产值（r = 0.58），粮食产量（r = 0.45），花生产量（r

极研究社交网络中所反映的社会态度[17]。

= 0.49），蔬菜的产量（r = 0.60），生猪年末存栏头数
（r = 0.59），肉猪出栏头数（r = 0.58），猪肉产量（r

5 总结与展望

= 0.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 = 0.45），批发零售

社会态度是无形的，但其对于人的行为、组织的发

贸易业零售额（r = 0.44）以及在岗职工人均收入（r =

展、社会的运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重视社会态度与

0.51）。地方经济满意度与多个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有效

网络、社会治理的关联，在社会治理层面引入社会态度

地验证了公众社会态度计算结果的可解释性。

的视角，对于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而言也有非常重要的

4.2 美国Twitter用户幸福感地图

意义[17]。

宾夕法尼亚大学Schwartz等人 [31]收集了从 2009 年 6

本文提出利用网络行为数据预测民众社会态度，数

月至 2010 年 3月的 Twitter 数据，约有 10 亿条，并通过发

据真实客观，排除了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影响，并极大

送地点尽可能将数据映射到美国的各个地区。基于数据

地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原有的调研周期，能够实现社会

中通过 LDA 产生的话题词和通过 LIWC（Linguistic Inqui-

态度的实时计算感知，对长期动态监控各项社会态度指

ry and World Count）获得的词类作为模型的输入特征，

标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特定公共事件的决策处置，

通过 LASSO回归模型预测幸福感，并通过向这些地区施

也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掌握社会公众在事件期间的整体反

测的生活满意度问卷评价其效果。

应和态度，能够服务于相关治理工作的科学推进和效果

研究人员从 2008 年 11月至 2010 年 1 月期间随机抽取
了 10% 的数据，从 2 528 个美国郡县中选择了 1 2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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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的目标人群并没有使用网络，或者未在我们获取

bad? Effects on satisfaction with material life, life satisfaction,

数据的社交网络中留下足够的网络行为。因此基于网络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行为的社会态度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的社会调查。

110(1): 349-366.

两者应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共同为社会治理发挥其

2011, 24(10): 111-112.

参考价值。
社会态度的感知未来有望与突发事件检测和负面舆

8 Amiel T, Sargent S 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usage

情事件预警相结合，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有研究通

motiv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4, 20(6): 711-726.

过将动态查询扩展（Dynamic query expansion）与参与者

9 马广海. 论社会心态: 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 社会科学, 2008,

情绪过滤相结合的方法检测特定领域舆情事件[32]。由于
社会态度对社会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如果将社会态度作

chinaXiv:201703.00034v1

7 周瑾. 论群体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与群体心理. 科技创业月刊,

为计算考察的因素之一，有望产生更优的结果。另外对
负面舆情事件的预测，已有方法如将情绪分析与统计方
法结合起来作为模型的特征，通过 LASSO 回归来预测负
面舆情事件等 [33]，也同样可用考虑将参与者的社会态度
指标作为模型的特征之一，以提高模型的准确度。
综上所述，利用机器学习与心理学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通过网络行为数据进行实时计算，可以实现对公众

(10): 66-73.
10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社会学研究, 2006, 4: 117-131.
11 王二平. 基于公众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
刊, 2006, 21(2): 125-131.
12 王林, 时勘, 赵杨, 等. 基于突发事件的微博集群行为舆情感知
实验. 情报杂志, 2013, 32(5): 32-37.
13 李珊珊. 互联网环境下社会调查方法的创新——以网络调查
为例. 新闻世界, 2015, (4): 103-104.

社会态度动态、有效地感知，进而结合社会治理的目标

14 郑昱. 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基于 2005

对公众行为的发展趋势进行有效地监测。这一技术有望

年—2010 年某省城乡居民社会态度的调查数据. 天津行政学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长治久安、促进经济发展、缓

院学报, 2014, 16(3): 20-26.

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有益的辅助手段。

15 严火其, 李义波, 尤晓霖, 等. 中国公众对 “动物福利” 社会
态度的调查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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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Social Attitude Based on Network Behavior
Zhou Yang1, 2 Wang Xuefei1, 2

Bai Shuoti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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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requirement of all levels of socie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public’s social

attitude,which reflects public’s judgment and feeling. This paper introduce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self-report method by
survey, andthen pointed out the feasibility of predicting social attitude based on Internet behavior.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odel for predicting
social attitudestudied b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for application, we calculated social attitude of Guangdong
provinceusing the model described above.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using tweets
and created US wellbeing map.The data predicted has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result by survey. The method by using predic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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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reduce cost, ruleou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acquire the public’s social attitude timely, which could be a complement of
conventional socialsurvey method, and mutually to be a meaningful support to public policy making.
Keywords social attitude, network behavior,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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