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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综述* 

李德宇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ldy010808@163.com） 

 

摘要：随着国内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不断攀升，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也相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

改变。而网络舆情对于情报信息获取、群众情绪识别以及社会价值导向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

意义。我们利用 CNKI 检索关于网络舆情传播的文献，并采用纵向及横向对比的方法对舆情研究的成果进行

梳理总结。我们发现，当前舆情研究具有复杂性，多元性，交叉性特征。最后，我们提出结合情报学理论与

方法的进一步研究思路。我们的文章将有助于舆情研究领域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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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时代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样化的视听结合体验为大众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而

这种日复一日大量信息的传播，往往是鱼目混珠的，再加上现阶段网民真正独立思考的群体依然不在多数，

同时转发与评论往往不加以过于严格的限制导致舆论的传播速度也相比于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综上，

在新媒体的背景下，网络舆论的传播呈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新特征。网络舆论传播在当前时代具有不可小觑

的民众影响力与价值导向力。因此，研究网络舆论传播的特征并认识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国家方面及时掌握群

众思想动态、凝聚民众精神力量。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工作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我们主要整理了自 2017 年以来有关新媒体

背景下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从纵向与横向的角度对多项成果进行对比，从而梳理得到新媒体时代网

络舆情传播的发展脉络、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提出相关可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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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或应用。 

1 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文献统计 

    我们利用 CNKI 检索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文献，设置的检索条件为： (主题%='网络舆情传播' or 题名%='

网络舆情传播') AND ((主要主题='网络舆情传播') OR ( 主要主题='新媒体') OR ( 主要主题='新媒体环

境下') OR (主要主题='新媒体时代') OR (次要主题='信息传播'))；同时检索范围设置为：中文文献。最后

得到文献结果 497篇。以下从时间分布和来源分布进行简单整理。 

1.1 发表相关文献年趋势 

从 2007年开始，国内开始对新媒体有所了解。2007年至 2015年是中国网络迅速发展的时期，对应新媒

体的萌芽期，在此阶段国内对于新媒体下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文献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2015年后，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兴起，新媒体也迎来新的发展浪潮。对于这个时期的网络舆论传播的

研究也随之增加，并在 2019 年达到一个峰值。这也刚好对应了短视频发展的一个顶峰，即抖音成为《2019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家社交媒体传播平台，并且公布了 2019年央视春晚“幸福又一年”

的新媒体行动。在巨大流量与曝光度的加持下，网络舆论传播也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用户多、讨论热的

新态势。因此相关研究的增加也是该领域的因势利导。具体发文数据见图 1。 

 

图一 网络舆情传播文献年趋势图 

1.2 发表相关文献来源分布 

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因此相关文献的来源也呈现出多样性。新闻

媒体学与传播学的相关文献来源出现在前几名的位置是意料之中的。特别地，由于情报学，也叫信息学，它

正是一门以信息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融合了社会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应用精华，可以利用计算机科学的先

进性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地社会科学得到的结论又可以反作用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因

而目前有关于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文献多源自情报学的相关期刊。具体相关文献来源数据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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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舆情传播文献来源分布图 

2 纵看成岭——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在时间层面的对比 

2.1 新媒体，“新”在哪里 

本文中我们所一直强调的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又同时涵盖了自媒体的概念。 

1）新媒体具有时空超越性
[1]
。即新媒体基本不再受制于时空的限制，无论何时何地，信息都能通过互联

网这种非物理介质进行传播。 

2）新媒体具有多媒体融合性。即新媒体极大地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结合了数字与智能的优势，为

用户在接收信息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 

3）新媒体具有用户纵深性。即用户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方，而更多的是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一环，同时

用户还具有即时反馈的功能，相较于以往拓展了舆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综上所述，新媒体在当前时代对于网络舆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上都有着极强的助推作用。而这种助推作

用，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为社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这种信息的快速

扩散在缺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导致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等诸多恶性行为。 

2.2 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在时间层面的对比 

1）早在 2010 年，就有学者提出将网民关系网络抽象为一个均匀网络
[3]
，并依据传染病传播的 SIS 模型

建立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同时其他学者提出引入元胞自动机（CA）理论
[4]
，针对虚拟网络世界中用户自由活

动并对周围用户产生一定影响的特点构建移动元胞遍历算法对舆情传播网络进行仿真。 

此阶段提出的模型都相对简单，并没有充分考虑网络的节点特征和开放性。 

2）2011年，南京学者提出了基于改进的 SEIR 模型
[5]
，引入直接免疫率和潜伏个体的概念来更好的贴合

网民特征，并且证明了新模型的稳定性。同年武汉大学学者提出基于 Web2.0 环境的企业网络舆情传播过程

模型
[6]
，认为企业网络舆情传播可分为潜伏、成长、蔓延、爆发、衰退和死亡六个阶段，并提出网民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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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引导作用，强调节点主体与网络的整体联系。2012年，朱恒民、李青针对微博话题

的可衍生性提出以有向无标度网络为基础的 SIRS 模型
[7]
。 

此阶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一阶段的问题，但仿真模型的真实数据较少。 

3）2013 年，有学者提出，在大数据时代下，网络舆情传播具备一定的可预见性
[8]
，可以利用大数据的

深度挖掘来未雨绸缪。同年，兰月新、曾润喜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建立数学模型
[9]
，并定义其中一个

重要参数为固有增长率以用于预警。2015年，黄微、李瑞、孟佳林提出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论传播的八大机

理
[10]

，八大机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16年，周昕等人结合传播学和大数据背景提出多媒体网络舆情传播

的五大要素
[11]

，二者都为后续结合心理及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4）2017 年便有了综合考虑网民心理特征行为并结合粒子群算法（PSO）的 SIR 模型构建社交网络舆情

传播动力学模型
[12]

。同年也出现了网络多主体要素建模的超网络模型
[13]

。 

并且随着机器学习领域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结合神经网络及深度学习理论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趋势

[14]
。 

5）有学者在 2019 年提出利用引进三角连接的可变聚类参数的 BBV 网络拟合舆情传播过程
[15]

。这个阶

段也出现了利用遗传和贪心算法对网络舆情传播模拟进行优化的研究
[16]

。 

同时该阶段对于系统动力学
[17]

和传染病模型
[18]

的优化改善也在同步进行。 

6）截止目前，关于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方法开始倾向于特征化、专向化和真实化，分别对应研究更加

针对网络整体及个体的特性、更加专注于某一类事件的传播机制或某一种技术的前沿应用和更加真实获取数

据的可视性。 

综上所述，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论传播研究的发展六大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探索——

增长——创新——完善——稳定。 

3 横看成峰——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在侧重点层面的对比 

在这个部分我们想要通过对比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侧重点的差异性，来比较直观

地看出在该领域文献的研究热点及相关技术实现。 

3.1 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研究 

由于舆情传播与传染病传播在特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许多学者引入传染病模型对网络舆情传播进行初

步建模。从最早的 SIS、SIR
[19]

模型出发，到后来的 SIRS、SEIR、SEIRS
[20]

、SIQR
[21]

、SEIQR
[22]

模型，再到

后来学者们开始将用户行为特征、系统动力学和心理学理论引进到这些发展较为成熟的传染病模型，或结合

复杂网络对上述模型进行优化。上述传染病模型的各状态具体含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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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染病模型的状态节点表 

传染病模型 所含节点状态 新引入状态 

SIS 
易感态（S） 

感染态（I） 
无 

SIR 

易感态（S） 

感染态（I） 

免疫态（R） 

免疫态（R） 

SIRS 

易感态（S） 

感染态（I） 

免疫态（R） 

无 

SEIR 

易感态（S） 

潜伏态（E） 

感染态（I） 

免疫态（R） 

潜伏态（E） 

SEIRS 

易感态（S） 

潜伏态（E） 

感染态（I） 

免疫态（R） 

无 

SIQR 

易感态（S） 

感染态（I） 

受导控态（Q) 

免疫态（R） 

受导控态（Q) 

 

SEIQR 

易感态（S） 

潜伏态（E） 

感染态（I） 

受导控态（Q) 

免疫态（R） 

无 

3.2 基于不同传播主体的研究 

在旧媒体时代，我们所熟知的传播主体就是新闻媒体。然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播主体逐渐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必不可少的还是主流媒体的研究
[23,24]

。其次结合新媒体背景，一些社交平台，如微信

[25,26]
、微博

[27]
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增加。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也不容忽视。 

3.3 基于不同类型事件的研究 

事件的类型势必影响着网络舆情传播的规模、速度和受众范围等特征，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我们想要

关注的内容和监管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在该研究领域，各种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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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极端自然灾害
[30]

、突发事故灾难
[31]

、公共卫生事件
[32,33,34]

和社会安全事件
[35]

这四大类别的研究。 

3.4 基于不同社会体系的研究 

社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舆情传播的事件参与主体和传播节点特征，并且不同社会体系对于同

一事件的关注程度也高低不等。就目前而言，有关于企业、高校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一直是该领域探讨的热

门。 

对于企业，学会针对突发事件的舆情管控是增强网络舆情危机应对能力的关键
[36]

，如何做到正负面舆情

的合理运用对于企业经营有着重大的影响
[37]

。 

对于高校，由于大学生作为传播节点有着更高自由度、更易感染和更易传播的特征，因此分析高校舆情

形成和传播对于高校处理网络舆情具有重要意义
[38]

,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对其积极的引导与治理已

经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39,40]

。 

3.5 基于不同知识理论的研究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的工作。引入

不同学科知识理论对于舆情传播建模和数据分析有着贡献程度和关注层面的差异性。截止目前的研究中，利

用大数据技术、系统动力学、情感感染和亲密度理论
[41]

和意见领袖分析
[42]

是学者的关注倾向，而其中又包含

了心理学
[43]

、博弈论
[44]

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 

4 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应用 

1）国家治理层面：国家对于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绝对的治理权。对于积极正面的网络舆情，国家可以在

舆情传播过程中出台相应政策，使其正面影响在国家政策的支撑下达到最大，并且可以由于新媒体的特殊性，

这种正面影响还可能惠及世界范围，对于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树立国际优秀形象具有很好的前瞻作用。相

对地，对于消极负面的网络舆情，国家应尽可能在其传播初期或爆发前期掌握舆情导向，及时根据政府及社

会反馈来针对各类极端事件进行有效调整，尽可能避免民众的负面情绪在一时间冲破阈值。当然这种调整必

须是保证人性化、合理化且能够动态调节的，这也是基于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而定。 

2）政府管控层面：政府在网络舆情传播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指要根据国家政策指

引和价值导向贯彻落实有关网络舆情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能够根据各地、各层级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

“启下”是指要根据各地社会和公民具体情况对舆情传播进行良性管控，这就要求政府层面必须提高公信力，

在新媒体时代能够通过互联网更早地发现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并且能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及时反馈给群众

每个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两个作用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政府在中间做好平衡的工

作是关键所在。 

3）社会引导层面：社会引导是网络舆情传播的关键节点。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媒体的对网络

舆情的引导。社会媒体相比政府，无论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还是在联系群众方面，都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也就

是说，网络舆情传播更多的还是通过社会媒体进行，它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社

会媒体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有必要的。媒体必须对自身发布内容做严格审核，例如，对于还未确定真实性的

信息不可妄加宣传，对于容易引起群众恐慌情绪的信息不可私自添油加醋等。同时，作为传播舆情的中间节

点，也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过程，切记不可只为博得流量而任意转发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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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监督层面：人民群众是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今天，每个人

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发表个人言论，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人媒体。因此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思想水

平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面对每时每刻海量数据的冲击时，能否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来明辨真假，

能否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明辨是非，决定了网络舆情传播的利弊。我们希望看到网络舆情传播的过程是出

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出现问题、肆意指责、无端谩骂的过程；是运用新媒体时代红

利进行良好有效沟通的过程，而不是借助网络手段恶意攻击的过程。健康的网络环境是网络舆情传播良好导

向的开端，因此个人的监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5 结合情报学提供研究建议及结语 

5.1 结合情报学的后续研究建议 

1）结合最小省力原则：最小省力原则，通俗地讲，就是对于达到同一个目标，我们都尽可能选择最不

费力的方式。这个原则在当前新媒体与大数据结合的背景下尤为关键。因为在面对非常庞大数量的舆情数据

时，我们不可能做到对于每个事件、每个账号等的完全监督管理，因此我们就需要采用一种能够最大程度节

省人力、物力资源的监督管理办法，来对网络舆情传播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 

2）结合期望价值理论：期望价值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目的驱动型行为产生，越高的期望便产生更强

的行为驱动力，相应的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在网络舆情传播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掌握更多舆情相关的群

体情绪和价值导向，所以我们需要获取并分析更多真实采样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并且为了保证这种舆情传播

过程中引导的正确性，针对于数据的分析也要更加可靠，而这种可靠性往往依赖于时间成本和计算成本的投

入。 

3）可以看出上述两种理论实际上是有所冲突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未来有关于网络舆情传

播的研究，可以考虑在模型、研究主体或方法论上尽可能实现上述两种理论的相对制约平衡。 

5.2 结语 

国内新媒体的不断进步，促进着网络舆情传播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伴随着技术的更新

升级，我们对于网络舆情传播的挖掘与控制也在稳步前进。本文通过整理基于国内新媒体背景的网络舆情传

播研究文献，在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分别概括了该领域发展的脉络、趋势和技术重点，并相对全面地总结了网

络舆情传播在当今时代的参考与应用价值，旨在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来共同建设良好的网络环境和监管舆

情传播效果。同时，我们也结合情报学相关理论知识为后续相关领域研究做出展望，希望可以为有关学者提

供后续研究的思路。若条件允许，希望学者还可以在了解研究舆情传播的技术方法后能够实践去验证其应用

效果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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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the research on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has also changed to a large 

extent. The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 has high reference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ass emotion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This paper mainly uses CNKI to search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dissemination and gets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by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Through the above col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 

dissemination and puts forward further research ideas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methods, which will help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to think and 

innovate at a deeper level on this basis. It is hoped that other scholars can verify its 

application effect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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