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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carries on the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3 to 2017. Through CiteSpace
V software, knowledge maps are drawn from author, organiza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research frontier time series, etc.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frontier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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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对2013~2017年间收录在CNKI数据库中网络舆情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通
过CiteSpace V软件从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网络、研究前沿时序等方面，绘制知识图谱，并以客观数
据和图谱为依据，对网络舆情的演进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出我国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前沿，为该领域
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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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我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互联网络
的发展已经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与他人交流观点。然而网络
环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存在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因此部分网民在网络平台上容易被虚假信息煽动，
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从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1] [2]。在此背景下，针对网络舆情方
面的治理以及危机响应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我国在网络舆情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网民数量大、信息
量大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采用计量学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分析对我国最近(2013~2017 年)发表的
网络舆情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以研究我国网络舆情的发展现状、趋势以及研究热点，以期对目前的网络
舆情有一个更加直观精确的了解，从而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的核心期刊，以网络舆情为检索主题，检索时间
限定为 2013~2017 年，共检索出 1124 篇文献。通过手动检验，剔除掉部分不符合主题的论文，最终得到
有效文献 1017 篇。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 WISE 实验室联合开发的一款应用于科学
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软件。该软件可以对文献中的作者、机构、关键词、期刊
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使人们对文献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有更直观清晰的认识。因此，本研究采用
最新版本 CiteSpace V 作为知识可视化图谱分析工具，对所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
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以及绘制关键词时区图谱，从而挖掘、探索出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热点及未来
发展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作者分析
通过对作者进行共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网络舆情领域各个作者的重要性。因此，在 CiteSpace
V 中，本文将节点(Node Type)设置为 Author 并设置 Top N = 30，N% = 15，C/CC/CCV 三个阈值分别为
(2,2,20) (4,3,20) (4,3,20) (其中 C 为最低被引次数，CC 为共引频次，CCV 则是共引系统)，由此可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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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如图 1 所示。其中上方的颜色代表作者的发文时间，年轮的大小代表作者
被引次数，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引文时间，而一个年轮的厚度与某个时间分区内引文数量成比例。由
此可知，年轮越大该作者越重要。

Figure 1. Cooperative network analysis map of Chine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17
图 1. 2013~2017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谱

同时根据 Preiss 定律(即高产作者群中最低产作者的数量为最高作者发文数量平方根的 0.749 倍)，我
们可以统计某个领域的核心作者，从而可以确定该领域是否形成核心作者群体。由数据可知 2013~2017
年国内网络舆情领域的作者人数为 1683 人，其中作者发文数量最多为 43 篇，因此高产作者群中最低产
作者的发文数量为 4.91 篇，在此我们取最大整数，因此本文将发表 5 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纳入网络舆情
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5 papers published in various field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表 1. 国内网络舆情各领域发文量大于 5 篇的高产作者
排名

作者姓名

发文量

初始发文(年)

排名

作者姓名

发文量

初始发文(年)

1

陈福集

43

2013

14

李昊青

8

2015

2

东鸟

33

2014

15

刘冰月

7

2016

3

李国祥

30

2014

16

杜洪涛

7

2015

4

兰月新

24

2013

17

黄江玲

6

2013

5

黄微

15

2015

18

付业勤

6

2013

6

曾润喜

15

2013

19

孙宁

5

2014

7

夏一雪

9

2017

20

齐佳音

5

2014

8

高俊峰

9

2016

21

陈雅

5

2014

9

张玉亮

8

2013

22

赵丹

5

2015

10

张鹏

8

2016

23

张亮

5

2014

11

郑小雪

8

2013

24

陆和建

5

2014

12

郭韧

8

2015

25

王君泽

5

2015

13

王晰巍

8

2015

26

洪巍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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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图 1 可以看出年轮数量多但分散且连接并不紧密，故可知目前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力量
多且较为分散，虽然高产作者之间并没有形成有较强凝聚力的科研群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
网络舆情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各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关注网络舆情方面的研究。

3.2. 研究机构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机构的主要来源，需要对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将节点参数设置(Node Type)
中选择机构(Institution)，并设置 Top N = 30，N% = 15，然后运行 CiteSpace V 可得研究机构的分布图谱，
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China’s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17
图 2. 2013~2017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研究机构分布图谱

由图 2 可知，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华中科
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等机构发文量较多，但机构大多数呈点状分布。同时从图中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看出，各
个机构之间连线较少，说明机构之间缺少合作也侧面反映出我国网络舆情领域没有形成成熟的研究团队，
不利于未来对网络舆情深度研究的发展[3]。
除此之外，从图 2 可以明显的看出，网络舆情方面的主要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 985、211 等高校及其
研究团队，例如吉林大学、福州大学等，而政府和企业等机构在网络舆情方面研究相对较少。此外这些
研究机构普遍分布在东部以及北部等地区，说明我国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存在分布的不均衡性，不仅仅
集中在知名高校，而且还存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反映了目前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的短
板。

3.3. 我国网络舆情领域研究热点
了解一个领域的当前研究热点，通常可以通过对该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通
过 CiteSpace V 对 2013~2017 年 1017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以一年为一个时间片，将节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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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Types)设置设为关键词(Keywords)，并设置 Top N = 30，N% = 15，得到如图 3 所示图谱。图 3 中
圆环的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即节点越大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节点的颜色代表该节点出现
的初始年份，而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说明该关键词之间曾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4]。

Figure 3.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Chine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2013-2017
图 3. 2013~2017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图 3 的基础上，整理国内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10 个关键词并绘制图表如图 4 所
示。通过图 4 可以看出网络舆情领域关键词中心度比较高的分别是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网民、高校、
大数据、高校网络舆情、舆情分析、舆情传播、网络舆论、新浪微博等。整理并分析图表中的数据可以
发现，出现频次最多是的“网络舆情”关键词，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网络舆情领域，故网络舆情的频次必
然高于其他关键词，因此不多加赘述，同时对图 4 中除网络舆情外节点较大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Figure 4. Keyword frequency sort
图 4. 关键词词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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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热点：突发事件。突发事件通常指突然发生的，难以预测的且采用常规的方法难以解决的事
情。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则是指在出现突发事件后，多数网民会通过 BBS、微博、论坛等网络工具了解
事件并在该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但部分网民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引导从而可能造成了民众恐
慌、形成群体压力等多种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5]。可以看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涉及政府、媒体、
网民等多种主体，具有爆发性、特殊性、环境复杂性、群体极化等特点[6]。因此，上述特点决定了突发
事件网络舆情的危机等级和评价指标等方面的研究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一个研究重点。
2) 研究热点：网民。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其中主体因素包括：政府、
媒体、网民和意见领袖；客体因素包括：事件和环境[7]。由数据可知，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互
联网普及率为 57.7%，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在推动网络舆情事件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同时部
分网民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网民的言语和行为，例如人们的从众心理等。因此，通过加
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可以很好的引导网民，减轻网络舆情的危机程度，所以预防和
恰当的解决网络舆情的首要任务是对网民的心理做出深入的分析[8]。
3) 研究热点：高校。从以往的研究数据可知，高校大学生大约占网民数量的 1/3，同时高校大学生
易情绪化、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等特点导致他们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引导从而发表错误的言论[9]。同时高
校大学生正处于三观逐步健全、人生发展最为关键的阶段，高校应帮助大学生他们在接收到信息时做到
“去伪存真”，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树立正确的三观。目前针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从网络舆
情监测、提出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引导机制、系统动力学建模、高校网络舆情预警以及应急处置体系等
方面[10]。

3.4. 网络舆情研究前沿图谱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 2013 年到 2017 年网络舆情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利用 CiteSpace V 按照时间顺序
生成时序图谱，如图 5 所示。在图 5 中上方的横轴代表年份，图中节点代表对应年份出现的关键词，节
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相关性。

Figure 5. The frontier map of China’s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17
图 5. 2013~2017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前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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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图 5 的时序图谱可以看出，2013~2014 年国内网络舆情领域学者们主要关注“舆情传播”、
“舆情引导”、“舆情监测”等基本研究[11] [12] [13] [14]，但在 2015~2017 年,大数据、云计算的兴起
为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如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网络舆情预测[15]、基于相
关向量机的网络舆情情感趋势预测[16]、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网络舆情趋势预测研究[17]、基于动态演化
博弈论的舆论传播羊群效应[18]等。除此之外，大数据的 4V 特性与网络舆情的复杂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大数据将会是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

4. 结语
本文通过绘制 2013~2017 年 5 年间的知识图谱展示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经过最
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网络舆情的研究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研究范围以及研究角度更为广泛：既研究网
络舆情的概念、传播机制、分析指标体系，还注重在各领域的实际应用，深化了对网络舆情的监管、制
度以及技术的研究。然而从作者合作的网络图谱和机构分布图谱来看，我国虽然有相当数量的核心作者
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但是核心作者之间缺乏学术交流，合作并不紧密，没有让各学
科领域形成优势互补的状况。同时，我国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机构分布较为分散，且仍多为高校以及一
些拥有自身背景特色的地方科研院所，但是政府在政务舆情回应和处理负面网络舆情方面的研究力度有
所提高。总之，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核心作者群以及核心机构团体尚未成熟，
政府应当加大网络舆情研究力度，促进各学科、各研究机构的学者合作，为我国网络舆情领域的发展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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