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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affairs or hot emergencies.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network of public opinion of the means of transmission, with a short time, a wide range of 

communication feat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x network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complex network using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complex networks, the number of nodes, the point intensity and the average weight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hoosing 

"heat" and "situation" "And other indicators and node number, degree distribution and average weight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of these three complex network parameters to achieve one-to-one mapping, and network life cycle of public 

opinion four-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 an emergenc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guidance model, 

public opinion real-time Monitoring,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public opinion to guide the strategy. The actual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guidance through actual cases and real data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guid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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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民众对公共事务或热点突发事件发表意见、态度的最重要平台。微博

舆情已成为网络舆情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播途径，具有时间短、传播范围广的特点。本文在对复杂网络特征和网络

舆情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杂网络的统计特性，分析其节点数、点强度和平均加权集聚系数的复杂网络拓扑性质；

选择跟网络舆情有关“热度”和“态势”等指标与节点数、度分布和平均加权集聚系数这三个复杂网络参数实现一一

映射，并结合网络舆情生命周期四阶段特征，构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型，对舆情进行实时监测，确

定适宜的舆情引导策略。通过实际案例和真实数据进行实际的舆情监测与引导，验证了该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

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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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

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到了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手机网民

规模达到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对于大多数

网民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随着微信、微博和QQ即时通信软件的发展，人们从互联

网上获取和发布信息变得非常简单，因而存在网络舆情

的不可控性。如果不能在舆情前期准确获取和发现舆情，

并及时地控制舆情的导向，那么就会使舆情发展偏离轨

道，出现淆乱视听、颠覆黑白、以讹传讹等恶意误导情

况，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文献[1]从系统结构决定系统

功能的角度,利用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对网络舆情的传

播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文献[2]通过正反案

例深入分析，探索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有效方本，为高校

网络舆情引导研究提供考。采取大学生实时连线、社所

连线、思想连线开展“从高校BBS观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实证研究，从学生思想脉动上，完善舆情引导

机制；文献[3]根据复杂网络的理论分析，综合运用管理、

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根据观点动力学和传播动力学建

模范式，揭示网络舆情动态演进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

上，分别从网络成员关系和网络结构等两个维度，深入

分析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动态演进机制。文献[4]利

用复杂网络方法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分析，重点分

析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反馈，并结合“生

命周期理论”，构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型，

然后，对公众反馈的网络数据进行监测，以确定适宜的

舆情引导策略。文献[10]在分析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

危机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时，

应把握以人为本、责任担当、快速反应、信息公开、统

一口径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预防、强化网络舆情管理、

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以及完善善后恢复机制。 

庞大的大学生微博、微信用户群体，让微博微信成为

校园网舆情发展和舆情监控的重点所在。在这种背景下，

研究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2．复杂网络的统计特性 

根据复杂网络理论研究，度是用于描述复杂网络整体

系统中每一节点总体网络连接状态的统计学特性，它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复杂网络的总体演进过程及其演进特

征。 

（1）节点数 

用矩阵法表示的复杂网络，是由一个节点集合和一个

邻接矩阵分别表示节点和边。节点集合为V={V1, V2,... 

Vn}，其中，n的值表示节点数。在突发事件时空复杂网络

中，节点代表的是评论信息中的空间(即:网民评论此条新

闻时所在的地理位置)，因此节点数的多少也即不同的地

理位置的多少。 

（2）度分布 

一个节点度分布在复杂网络中，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统计概念，它是指与一个节点i连接的边的总数，体现了

该节点i的重要程度，见公式1。 

i ij ji

j j

k a a= =∑ ∑            （1） 

复杂网络中节点度的平均值和最大值分别用公式2和

公式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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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度的相关性 

假设任意节点i和节点j的度分别为k和k’，节点i和节点

j连接的概率为p(k’,k)，则节点i和节点j相连接时的条件概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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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k k =             （4） 

它表示某个度值为K的节点与另一个值为K’的节点

相连接时的条件概率。其中p(k’,k)表示两个度值分别为K

和K’的节点相连接的综合概率。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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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舆情传播基本原理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将SIR模型应用到复杂网络中，本

文在Kermack与McKendrick于1927年建立了经典的传染病

SIR模型基础上，综合考虑部分未接收到舆情信息的网民

在接收信息后不参与传播和部分接收信息但不传播的网

民在舆情衍生话题的影响下变为传播者这两种情况，建立

突 发 事 件 网 络 舆 情 演 化 传 播 的 SIR

（Susceptible-Infected-Recovered）模型。[5, 6] 

网络舆情发生时，基于经典SIR模型，S也可能以概率d

直接变为R;当原始网络舆情衍生新话题时，R会因为衍生话

题舆情信息选择传播话题或制造新话题变为I的概率为。易

感染者S,感染者I和移出者R的转换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SI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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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SIR模型，网络舆情传播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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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t)表示t时刻仍具有感染性的主机数；R(t)表示

t时刻己经从被感染的机器中免疫的主机数；S(t)表示到t

时刻所有被感染过的主机数；N(t)是总人数。a为感染率，

b为衰退率，c衍生影响率，d为转化率。本文舆情传播模

型的易感染者S为未接收到舆情信息的用户，感染者I为接

收到舆情信息并传播的用户，移出者R为接收到舆情但不

传播或未接收到舆情且不传播的用户。 

目前，针对网络舆情预测问题，研究方法可分为基于

数理统计模型的预测方法、基于概率计算的预测方法与启

发式预测方法。 

4．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关键技术 

4.1．网络爬虫链接去重技术 

链接(URL)去重，指的就是在网络爬虫的操作中，不

去爬行那些在之前已经被爬行过的页面。舆情系统对实时

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网络爬虫是系统中一个比较耗时

的操作，因而必须要对其进行优化。本文引用了BF（Bloom 

Filter）算法，[7]它的基本思想是：在判断一个元素x是否

在集合中的时候，一个哈希函数会导致大量冲突，但若能

多引入几个hash函数，那么这些哈希函数同时冲突的概率

将会大大降低。BF算法有一个m位的位数组和K个独立的

哈希函数，初始时位数组中每一位都为0。当要增加一个

元素x时，先通过K个哈希函数，得到K个哈希值，然后将

位数组中这K个位置的元素置为1。如下图2所示。 

 

图2 BF算法。

4.2．信息抽取技术 

网页信息抽取技术通过对网络舆情网站的页面进行

处理，从自然语言中抽取出预定好的实体、关系、事件的

集合，并用结构化的表示来记录并保存到数据库，方便用

户获取和利用这些信息。它的关键是保证算法的准确性和

健壮性。[8, 9, 11]本文提出的网络信息自动抽取算法主要

包括URL模板过滤网页、网页信息结构化、网页解析模板

匹配和数据库存储等。算法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网络信息自动抽取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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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信息自动抽取首先通过URL模板匹配过滤出可

以解析的网页，然后将可解析的Html文档进行网页结构化

处理，生成xml文档。最后结合DOM4J和Xpath语言建立页

面解析模板，从xml文档中抽取指定节点信息，并将其存

储进入数据库。 

5．复杂网络的舆情监测与引导模型 

 

图4 Web数据挖掘过程。 

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引导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即是

对Web数据的挖掘过程。即从网页监测数据中搜集和发现

有用的知识的过程。Web数据挖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数据收集、数据预处理、模式发现和模式分析。具体如图

4所示。 

数据收集。数据是一切分析的源头，搜集到的数据的

质量直接决定了网络舆情监测的质量。通过一定的搜索引

擎或其他计算机数据抓取方法，将HTML格式或XML格式

的网页信息进行搜集，以获取目标数据，本文所取数据即

是具有用户评论的Web网页。 

预处理。原始的Web网页信息，包含了太多冗余、不

完整信息，比如：Html标签等。需要对其进行数据清洗，

进行数据分解、合并和格式转换等，以供进一步的数据分

析。 

模式发现。利用各种数据分析、挖掘算法对处理后的

数据进行挖掘，传统的分析、挖掘算法有统计分析、关联

规则、序列分析、路径分析、聚类和偏差分析等等，在此

基础上获取各种模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数据分析，主

要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是指从已经发掘到的各种模式中，

筛选出有用的、有意义的模式，以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本文发掘的模式主要是用于舆情引导。 

根据Web数据挖掘过程，我们建立基于复杂网络的网

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型。 

从图5中可以看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模

型大体由四部分组成： 

(1) Web网页信息收集。根据所要监测的舆情主题，选

择合适网站，确定所要抓取的网页范围，并将抓取

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 

(2) 数据预处理。将获取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对于新闻评论来说，需要过滤无关的信息，保留供

后续分析所用的有用信息，比如:新闻标题、发布时

间、新闻内容、评论人、评论时间、评论地点、评

论数量等； 

(3) 舆情数据分析部分。根据高校管理者和研究文献对

网络舆情指标的选取结果来看，重点关注的是舆情

的“热度”和“态势”，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具有

时间和空间属性的舆情发展情况，因此，所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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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更侧重“时空”属性。用“网络分布度”、“地理

分布度”和“聚集程度”三个指标测量舆情“热度”，

同时，用舆情的“传播速度”测量舆情“态势”。而对

这三个指标“地区关注度”、地区的“关注度”和“传

播速度”的定量化测度需要用到复杂网络的参数分

析，同时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论述的舆情的阶段性特

点，以确定所分析和监测的舆情数据大致处在生命

周期的哪个阶段，在此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是舆情

处于快速增长期到成熟期这两个阶段； 

(4) 舆情引导。在前述舆情分析和监测的基础上，确定

舆情引导的时机及可行的舆情引导策略，化解可能

产生的网络舆情危机。 

6．案例研究及性能评估 

6.1．案例设计 

本文以高校微博舆情的监测与引导为例，通过登录新

浪微博，采用爬虫软件爬取所需要的数据，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关键字出现频率 

对于数据库中的关键字进行读取，对比同一时间段内

全国高校随机抽取的2所高校汇总关键字出现的频率，得

出该时间段内高校重点关注的舆情情况以及预测该时间

段内高校折线图的走势。 

（2）南北关键字出现频率 

通过对比抽取的南北高校中出现的高校微博关键字

汇总，对比同一时间段内南北高校中是否因地域不同而出

现舆情情况不同，进而得出该时间段内南北高校舆情内容

的重视以及范围的热度走势。 

（3）东中西关键字出现频率 

通过对比抽取的东中西部高校微博中出现的关键字

汇总，可以得出东中西部高校在同一时间段对于关键字内

容的重视以及范围的热度走势，从而判断东中西舆情侧重

点趋势。 

（4）微博发布来源 

通过汇总全国高校微博中随机抽取的两所高校提取

微博关键字数据，得到高校总体微博发布来源，进而判断

使用微博发布是移动端占据优势还是PC端占据优势。 

（5）点赞，评论数，转发数 

通过汇总全国高校微博中随机抽取的两所高校提取

出微博关键字数据，总体关键字汇总中的点赞数以及总体

评论数，转发数，可以得到关键字微博内容产生的舆论意

义，以及传播范围影响。 

6.2．测试结果 

案例测试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抽取各高校学生

比较感兴趣的10大关键词如：工作、学习、面试、科研、

创新等，统计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微博发布来源、舆情

地理分布、热度等，再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示出来。测试结

果如下图6所示。 

 

图6 关键字汇总趋势。 

 

图7 南北高校关键字分类汇总。 

 

图8 总体点赞及评论转发测试。 

6.3．舆情预警测试 

以“比特币勒索病毒”为搜索关键词，以每两个小时为

搜索区间，抓取新浪微博上2017-05-12—2017-05-21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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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博，针对每条微博爬取微博发布者的昵称、发布时间、

转发数、评论数、赞数等。每天汇总的微博数量可反映舆

情传播中传播者的舆情传播水平。 

表1 “比特币勒索病毒”事件预测结果。 

日期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率 日期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率 

5-12 36 41 13.9% 5-17 47 60 27.6% 

5-13 132 135 2.3% 5-18 35 37 5.7% 

5-14 321 360 12.1% 5-19 23 28 21.7% 
5-15 235 254 8.1% 5-20 20 25 25% 

5-16 134 141 5.2% 5-21 17 20 17.6% 

 

图9 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由上述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利用基于舆情传播模型的

信息自动抽取算法，结合实际网络中的高校舆情大数据，

可挖掘感染率、衰退率等舆情传播模型参数，预测该事件

后续的舆情传播过程。仿真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变化趋势

基本吻合，拟合效果较好，说明可以用基于复杂网络舆情

传播模型来仿真模拟高校微博舆情的监测。 

7．结论 

突发事件由于其瞬间性、偶然性、危机性和危害性等

特点，一旦爆发，如果没能及时监测跟引导，将有可能使

舆情急剧扩散、放大，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本文力

求用复杂网络方法对高校中某一热点事件的新闻评论进

行分析，结合网络舆情生命周期四个阶段的划分一一潜伏

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构建突发高校网络舆情监

测与引导模型，确定舆情引导时机以及相关引导策略。最

终以“新浪微博舆情监测”为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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