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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交媒体舆情监测是社交媒体分析的热点研究问题，学界和工业界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目前
针对热门话题舆情监测研究中，往往只在整体上关注事件舆情趋势，而没有对事件内部不同的讨
论主题进行分析。鉴于此，本研究将主题分类模型引入到舆情监测中来，并在此基础上，以时间
为脉络进行面向主题的情感分析。并以“北京市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一微博话题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通过各个时段 “北京市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一微博话题群体情感倾向变化的分析，为舆
情的监测提供对象和时点选择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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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博以碎片化的信息形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已经成为互联网舆论演化的重要平台。网
民对网络话题所持观点的演化过程是舆论演化的重
要内容，并对舆论的发展趋势有重要影响。而网络
舆情的突发性、广泛性也使得网络舆情极易造成社
会恐慌，如果舆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往往
造成社会舆论爆发、谣言出现等，严重的还将导致
社会情绪低落和失控，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
研究微博舆论观点演化的规律对科学地引导舆论具
有重要意义。
微博热门话题事件是微博强大信息传播能力的
一个代表，也是微博舆情监控的一个主要阵地。持
续性敏感话题是指一些长期受公众关注的话题或事
件，由于并没有最终的结论或结果而长时间的处于
亚沸点状态，一旦有相关事件进展发生，很容易就
会触发舆论热潮。针对于这类事件或话题的研究相
对较少，而且以往针对热门事件舆情传播及其监测
的研究往往仅是从整体上关注事件舆情趋势，而没
有对事件内部不同的讨论主题进行分析。这导致对
于舆情的监测往往失却着力点，忽略事件内部的主
要矛盾问题而不能达到有效监测舆情的目的。因此，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就在于，通过关注持续性敏感性
话题内部不同主题的民众情感倾向，结合时间发展
变化，寻找大多数民众最关心、最敏感的议题方向。
为舆情的监测提供有效的参考建议。

2

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就网络舆情的类型而言，
“网络舆情”是一个宽
泛而模糊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于网络舆情的分类有
多种不同的方法，大多数的分类从舆情的内容性质
[1]
出发。如谢耕耘（2012） 按内容将舆情分为食品
安全舆情、环境舆情、医疗业舆情、教育舆情、反
腐倡廉舆情、官员人事任免舆情、交通舆情、涉警
涉法舆情、企业及企业家舆情等。但也有文献从不
同的角度对网络舆情进行分类，中宣部情信息局
[2]
( 2009) 分别按形成过程，分为自发网络舆情和自
觉网络舆情; 按构成，分为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
息; 按境内外，分为境内网络舆情和境外网络舆情。
也有文献对“事件主体”和“传播媒介”等进行了
[3]
研究。王国华（2013） 根据刺激性事件的主体行
为将舆情划分为政府类行为事件和非政府类行为事

件。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将舆情划分为个体传播为
主的舆情事件和媒体传播为主的舆情事件。
从网络舆情的监控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网络舆情
问题涉及人数众多，信息量巨大，影响力空前。因
此，网络舆情预警研究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热点，
目前，主要的网络舆情监控研究有以下几种模式：
“指标体系+ 评价模型”模式的网络舆情预警研究，
通过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确定关键指标、指标维度、
指标层次、指标量化方法，建立预警指标系统，根
[5]-[6]
据不同的评价模型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
；基于
情感态度分析的网络舆情预警研究，即通过群体情
感倾向性分析( 包括“赞同”、“反对”、“中立”三
种态度)，利用计算机对网络文本进行分析，关注舆
[7]
情的发展状态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网络舆情监
控研究，即通过对网络数据进行数据特征提取、聚
类、关联规则挖掘等，得到相关数据，然后通过数
[8]
据分析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 。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相关研究多基于推特话题探测、公众意见分
析、传播机制三个方向。
从推特话题探测角度入手的学者多提出话题探测方
[9]
法并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Mario Cataldi(2010)
等人基于推特内容老化理论对推特特征词词语进行
提取，利用用户的关系网络计算用户权威度，并通
过主题连通图联结关键词，以探测新兴话题的产生。
[10]
Ana-Maria Popescu(2010) 等人则构建由话题目
标、话题持续期、与话题相关的推特构成的三元组，
通过回归机器学习模型计算每个话题的争议程度大
小，从而探测公众情感两级分化较大的推特话题。
从公众意见分析角度入手的专家学者，采取将推特
文本情感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公众情感对比，探
究了使用推特文本进行公众情感检测的可行性与准
[11]
确性。Brendan O'Connor(2010) 等人以 08 到 09
年的政治观点和消费者信心的调查为例，将以投票
方式测度的公众意见与以文本测度的公众情感相连
接，测度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认为后者可以在一
定程度补充或替代前者。
[12]
而 Daniel M.Romero(2011) 等学者则从信息的传
播机制入手，通过分析一微博用户在频繁接触该话
题后参与该话题的可能性，探究不同推特话题在传
播过程中的差异；并探究导致该差异的原因是以为
推特事件的“影响”为主还是以人们保持“同质性”
[13]
的倾向为主。而 Hsia-Ching Chang(2010) 利用创

新扩散理论，基于 Logistic Model 和 Bass Model
提出推特信息传播机制的一般性结论，分析信息传
播过程中“模仿”因子和“创新”因子扮演的角色。
2.3 研究现状总结
以往研究多针对于及时探测突然性话题和监测
网络舆情对于政府决策的意义，然而除突发性热门
话题及事件外，还有一类话题长期受社会关注而处
于敏感状态，一旦有事件触发就会立刻爆发舆论潮。
我们将这种话题称为持续性敏感话题。
先前的研究在缺乏对话题性质的辨别，因而在
监测舆情时无法确切把握其着力点；以往舆情研究
多数关注的是总体情感倾向，而针对持续性敏感话
题内部议题情感倾向变化对总体情感倾向变化的解
释作用的研究却很少。
本文在判定微博话题性质的基础上，关注内部不同
议题的民众情感倾向，寻找大多数民众最关心、最
敏感的议题方向。为舆情的监测提供有效的参考建
议。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基础与方法
(1) 巴斯模型
网络舆情的演变离不开微博使用者的“创新”
与“模仿”
。
“创新”
，即微博使用者受到话题事件进
一步发展的外部影响而撰写微博的行为。“模仿”，
即微博使用者受到其他微博使用者的内部影响而参
与到该微博话题中的行为。在不同话题的舆情演变
过程中，“创新”与“模仿”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不
同。掌握舆情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对网络舆情
进行监控的基础。
本文使用巴斯模型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舆情
[14]
演化机制进行探究。Frank.M.Bass 提出，在新产
品上市的时候，每个人只购买一个单位的新产品，
不存在重复购买。在该假设下，以新产品推出之时
为 0 时刻，则在 t 时刻未采用而即将采用新产品的
潜在市场份额是 t 时刻之前采用的消费者的线性函
数。
其基本形式为：
𝑓𝑓(𝑡𝑡)
𝑞𝑞
= 𝑝𝑝 + [𝐴𝐴(𝑡𝑡)]
1 − 𝐹𝐹(𝑡𝑡)
𝑀𝑀
其中 t 代表从新产品上市开始所经历的时间，三个
巴斯模型系数 p、q、M 分别为外部影响系数（即创

新系数）、内部影响系数（即模仿系数）、总体潜
在消费者数。F（t）代表在 t 时刻之前累计消费者
占总体潜在消费者的比率，f（t）是 F（t）的导数，
表示 t 时刻消费者占总体潜在消费者的比率。A（t）
代表在 t 时刻之前累计消费者数，a（t）是 A（t）
表示 t 时刻消费者数。
以微博为代表的的网络舆情演化机制在一定程
度上与新产品的市场扩散类似，其相似性表现在：
首先，对于某一微博话题而言，微博用户对该话题
的一次性关注的可能性远高于重复或持续关注该话
题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认为基于微博的网络舆情演
变过程满足了巴斯模型的基本假设。其次，微博用
户可以分为创新者和模仿者。创新者即为受到外部
影响如话题事件发生而主动撰写微博的人群；模仿
者即为受到内部影响，如因他人转发相关话题的微
博而参与该话题讨论的人群。
鉴于以上两点，考虑到本文的数据抓取时间单
位为天，本文将使离散形式的巴斯模型（即
[15]
Srinivasan-Mason 形式）对网络舆情演化情况进
行分析。将 A(t)=MF(t),a(t)=Mf(t)代入巴斯模型
的基本形式中即可得到：
𝑞𝑞
a(t) = Mp + [q − p]A(t − 1) − 𝐴𝐴(𝑡𝑡 − 1)2
𝑀𝑀

其中，创新系数 p 为在外部影响下微博用户主
动撰写相关微博的可能性，模仿系数 q 为在内部影
响下微博用户可能参与该话题讨论的可能性，A（t-1）
代表第 0 至第 t-1 天的累计参与该话题的微博用户
数；a（t）表示第 t 天该话题参与者数目。受内外
影响共同作用而参与该话题讨论的微博用户数 a（t）
即为该话题的舆情情况。
Hsia-Ching Chang 指出，对于一般性话题，创
新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微博用户缺乏内在驱动参与该
话题，而显著的模仿系数表明微博用户极有可能受
到其他微博用户的影响来参与到话题中。本文将沿
用这一思路，根据创新系数和模仿系数是否显著来
判断持续性敏感话题的舆情情况。
(2) 基于特征向量空间模型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
议题划分
该微博话题下的议题因为后续事件的发展而不
断改变，而该话题内部不同议题的情感倾向变化无
疑对该话题的总体情感倾向变化具有解释作用。因
此基于巴斯模型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舆情演化机
制进行探究后，本文利用特征向量空间模型对微博

进行特征提取，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微博所属
议题进行划分，具体步骤如下。
 微博文本分词
对于经过预处理的微博数据，本文使用中国科
学院计算机所软件室开发的中文分词工具 ICTCLAS
进行分词操作，以便下一步提取微博文本的特征词。
对于微博语料口语化的特殊性，本文对 ICTCLAS 的
用户词典添加了相应的网络用语，以提高其分词准
确性。
 阈值确定
对于微博数据的分词结果计算每个词的 TF-IDF
值，并据此降序排列，结合微博数据实际情况和数
据处理经验，词汇大约在 36.5%基本丧失特征性，
因此选取 36.5%处对应的 TF-IDF 值作为阈值。
 微博文本特征提取
[16]
对于分词结果，本文采用特征向量空间模型
对微博文本进行特征提取，通过微博文本的特征项
和其相应权值来替代微博文本。
𝑑𝑑 = 𝑑𝑑�(𝑡𝑡1 , 𝑤𝑤1 ), (𝑡𝑡2 , 𝑤𝑤2 ) … … (𝑡𝑡𝑛𝑛 , 𝑤𝑤𝑛𝑛 )�
每个微博短文本可以看成由若干特征项𝑡𝑡𝑖𝑖 组成，
每个特征项具有权值𝑤𝑤𝑖𝑖 .为了保证选取的特征项具
有高代表性和高区分度，以特征项𝑡𝑡𝑖𝑖 的 TF-IDF 值作
为该特征项的权重𝑤𝑤𝑖𝑖 。并选取 TF-IDF 值超过阈值的
词语作为微博文本特征项。
如上分词后的微博文本以权值向量的形式表示如下：



𝑑𝑑 = 𝑑𝑑 ��老百姓，0.8796857�, �车主, 0.4159038� … … �

议题词典构建
在对 TFIDF 超过阈值的词语进行统计收集后，
我们以人工头脑风暴交流讨论的方式对收集到的词
汇进行了分类。构建本事件内部微博议题类别
yi (i=0,1,2)：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公民权利保障。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议题词典，如上述表格中
的“所有权”
、
“听证会”
、
“法治”等词被归为公民
权利保障类议题的关键词，
“生态”、
”高能耗“等
词语被归为环境保护类的关键词，”公路”、
“机动
车”等词语被归为公共交通类的关键词。
 微博文本议题划分
[17]
本文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对微博文本特征
词所属于的议题进行划分。
对于对 TFIDF 超过阈值特征词集合 t，本文选
择部分特征词构成训练集t r ，其余特征词则作为实
验集t e（即待分类的特征词集合）
。对于出现在训练
集t r 中的属于微博文本的特征词t k ，可计算其在各议

题yi 对应的词典中出现的概率P(t k |yi )(k = 1, ,2, . . v)。
同时，根据训练集t r ，可计算得到不同议题yi 出现的
概率P(yi )。
将训练集得到的先验概率应用于剩下的微博文
本中，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议题分类。当特
征词t k 在实验集t e 中再次出现时，凭借训练集计算得
到的先验概率，我们可以使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来
自微博文本dj（dj = d�t j1, t j2 , t j3 … … t jv �）的一个特
征词t jk 属于议题yi 的概率值P�yi �t jk�(k = 1, ,2, . . v)。
P�t jk �yi �P(yi )
P�yi �t jk � =
P�tjk �
上式中，yi (i=0,1,2)代表不同议题，t jk 表示微
博文本d（d
j
j = d�t j1 , t j2 , t j3 … … t jv �）的一个特征项。
通过计算特征项t jk 属于议题类别yi 的最大后验概率
P�yi �t jk �，即可判断特征项t jk 所属于的议题类别。最
后选择该微博文本dj 的特征项中权值最大的特征项

所属于的议题作为该微博文本所属于的议题。
其中，在计算P(t k |yi )(k = 1, ,2, . . v)时，为了防
止其值为零，使用拉普拉斯概率来完成条件概率的
计算。本文中采取频次类型的计算方法：
1 + TF(t k |yi )
P(t k |yi ) =
v + ∑vk=1 TF(t k |yi )

其中TF(t k |yi )代表特征项t k 在类yi 下出现的微博条
数的频次统计,v 代表特征项的总数。
分类结束后，选取大小为 200 的样本，对分类
结果进行了 5 次抽样验证，最终的结果如表中所示,
训练数据的精度为 Accuracy=83.25%,测试数据的精
度为 Accuracy=75.23%，
相比起英文文本情感分析，
中文语言更加复杂，多样。再加上微博语言的不规
范性造成的一定干扰。所以要准确预测情感极性很
困难，75.23%的准确度是可以被采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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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3.1 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网络数据采集工具MetaSeeker来抓取
网页微博的数据，数据采集使用了分时段采集的方
式。采集了包括用户id、微博id、本微博内容、被
转微博内容等特征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在对预料进行分词之前，在数据库中对数据进
行了清洗处理。去掉各种文本交互信息及新闻、广
告等垃圾信息的干扰。并对如“的”，“明日”，
“他”等高频但无研究意义的词汇进行清洗处理。
之后，利用自行开发的词频统计工具进行统计
操作。经过词频统计操作后，将用户微博数据和热

门事件数据按其词语词频的降序顺序排列存储。

定参数 a, b, c 的值如下
Coefficients

3.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微博热点事件内部不同主题方向舆情
随时间的变化发展。
本文选取话题“#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下的微
博作为样本语料数据，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0 日对新浪微博“#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热门话
题微博进行了采集。在对数据进行去重过滤、去不
相关处理后共得新浪微博关于北京单双号限行事件
有效微博 3983 条。本次数据采集内容包括微博用户
id、微博 id、本微博内容、被转微博内容、微博发
布时间等。

c

430.6262337

标准误差
77.74904

t Stat

P-value

5.53866

6.38E-06

9
a

-5.71638E-07

1.56E-05

-0.03662

0.971051

b

-0.110760847

0.073418

-1.50863

0.14259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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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特征描述
为了发现舆情演变整个时间段(11 月 26 日-12
月 27 日)中政府、新闻媒介、网民的特点，我们利
用收集到的关于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事件的数据，对
其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不同主体的微博数量如图 1：

0
11月27日

12月27日

当 a(t)=0，此时 0 至 t-1 时期的累计微博话题
图1

3.4 网络舆情演化结果呈现
由于本文的数据为以天为单位进行抓取，为离
散数据，因此将使用 Srinivasan-Mason 离散形式的
巴斯模型进行非线性回归，以观测单双号限行常态
化这一微博话题的网络舆情演化情况。
a(t) = c + bA(t − 1) + aA(t − 1)2
其中，A（t-1）代表第 0 天至第 t-1 天的累计
参与该话题的微博用户数；a（t）表示 第 t 天该话
题参与者数目。
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非线性回归，我们可以确

参与者数 A(t)达到最大，即达到了潜在话题参与者
的最大值 M。因而，M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b ± √b 2 − 4ac
2a
创新系数 p 可由下式得到
c
p=
M
M=

模拟系数 q 可由下式得到
q=p+b

Coef..
Innovative

0.11294

标准误差
0.019053

t Stat

P-value

5.927738

2.22E-06

阶段

关注

effect(p)
Imitation

时间节点

事件转折点

度

0.00217

0.059526

0.036616

0.971051

effect(q)

得到的创新系数 p 为 0.113 在 95%的置信度下
显著（p 值=2.2E-06<0.05）
，然而模仿系数 q 在统
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从以上统计数据中，结合单双
号微博话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外部影响
如政府做出回应、人大代表发表评论等触发事件，
相比内部影响如其他微博用户的转发评论，对单双
号限行这一网络舆情的演变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
舆情传播过程中，这样长期存在、受事件影响更大
的话题，本文将其称为持续性敏感话题。
在持续性敏感微博话题的舆情传播过程中，与
该话题相关的后续事件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扮演着
不可忽视的角色：该微博话题下的议题因为后续事
件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而该话题内部不同议题的情
感倾向变化无疑对该话题的总体情感倾向变化具有
解释作用。
3.5 网络舆情生命周期划分结果呈现。
观察得到的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到整个网络舆
情的演变呈现落差式分布。根据既有研究对网络舆
情演化过程的分段，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笔者划
分舆论生命周期。观察数据的时间分布特征，结合
事件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发现在事件进展的关键
转折时点，微博数据的发帖量也有明显的增长。本
文就根据事件的几个转折点将舆情划分为 6 个阶段,
分别对应各舆情演化阶段,如表 1 所示。

潜伏

386

11.26

成长

289.3

11.27-11.29

消息传播

425

11.30-12.1

新华社评论《新华社：单双号限行常态化

爆发

网民微博报道单双号常态化新闻

突破法治红线？》；政府作出回应表明单
双号常态化有待讨论
衰退

88.14

12.2-12.8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讨论暂时搁置

波动

179

12.9-12.11

人大教授发表评论称单双号限行为违法
行为，再掀波澜

死亡

33.7

12.11-12.27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时表示，单双号
限行常态化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建议删
除。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
子”

3.6 网络舆情议题划分结果呈现。
 微博文本分词结果
对于经过预处理的微博数据。分词结果举例如
下。



词语 TFIDF 文本表征
为了通过程序对大批量的微博文本进行议题的
归类，本文首先提取了 TFIDF 权值超过规定阈值的
词语作为用于议题归类的关键词，如表 2。
表2

表1

TF

IDF

权值

TF

IDF

权值

所有权

0.0938

5.9610

0.559

高峰

0.0795

4.4543

0.354

生态

0.0667

6.6542

0.444

车牌

0.0769

4.5747

0.352

市政府

0.0909

4.7005

0.427

专用道

0.0588

5.9610

0.351

听证会

0.0769

5.5530

0.427

高能耗

0.0476

7.3473

0.350

车主

0.1000

4.1589

0.416

大跃进

0.0455

7.3473

0.334

化工厂

0.0526

7.3473

0.387

法治

0.0556

5.7366

0.319

公路

0.0625

5.9610

0.373

元凶

0.0556

5.7366

0.319

机动车

0.1250

2.8904

0.361

宪法

0.0526

5.9610

0.314



议题划分结果
本文从 3983 条数据中选取 400 条构成训练样本
集，应用如下表 3 的数据展示了各阶段网民关注议

题的比例数量变化， 图 3 是表 3 数据的图表表示。
positive

表3
阶段

环境保护

公共交通建设

公共政策制定

neutral

negative

90.00%
80.00%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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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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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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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波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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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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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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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情感极性演变结果呈现与分析
本文使用 Semantria 情感分析软件对微博文本
进行情感极性的分析，得到结果如下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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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 公共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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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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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情感极性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
下。图 5(a),5(b),5(c)是三个议题情感极性变化的
分别展示。

图 5-a 公民权利保障

潜伏期

成长期

爆发期

衰退期

波动期

死亡期

图 6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事件总体情感极性分布

positive

neutral

到了更多的关注，
“环境保护”议题的影响力开始下
降。观察群体情感极性，本阶段触发事件和意见领
袖的缺失使得整体上和议题内部的情感变化都比较
微小，舆论情感倾向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negative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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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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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0.0%
20.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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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舆情演化的不同阶段，群体的情
感极性变化是有鲜明的变化趋势的。下文我们将“公
民权利保障”
，
“环境保护”
，“公共交通建设”分别
称为“话题一”
，
“话题二”
，
“话题三”
。
具体分析如下：
3.7.1 潜伏期（11 月 26 日）
：2014 年 11 月 26 日
下午，因某政府官员表示要“听取和论证”单双号
限行的建议，但因为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歧义，大
众认为单双号限行的政策已经开始制定并将要实施，
引起舆论传播的热潮。通过图 3，我们可以看到，
因 APEC 刚过，良好环境质量的影响犹在，潜伏期超
过半数群体主要关注的议题是单双号常态化对环境
保护的作用，其次比较关注的方面是交通限行政策
的制定是否触及公民的权利，其余的 13%左右的群
体关注公共交通建设的问题；观察图 5 三图，
“环境
保护”和“公民权利保障”两议题的消极倾向都超
过了半数，受此影响事件所有微博的总体情感倾向
也有超过半数的群体偏向消极。潜伏期一个值得注
意的问题是，在 26 日上午的言论造成舆论争议后，
政府在下午就立刻采取了行动在主要的媒体微博澄
清表示：论证但不一定会实施。一定程度上消减了
之前言论的刺激性影响，但整个事件并没有因此而
冷却下来。
3.7.2 成长期（11 月 27 日-11 月 29 日）27 日到 29
日是事件的传播期。这一阶段，并没有特别的触发
事件发生。但之前政府的澄清微博没能完全消解事
件影响，事件相关微博依然在传播，但发帖量相比
潜伏期前期的爆发，数量已经有显著降低。成长期
内相对潜伏期，群体关注的议题发生了一定改变。
“公共交通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相关议题得

3.7.3 爆发期（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从 29 日下
午起，媒体相关意见领袖开始逐渐发声。意见领袖
集中于讨论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可行性情况，带动
事件热度提高。直到 11 月 30 日下午，新华视点，
人民日报先后在微博上推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突
破法治红线】”提出专家意见。权威媒体传播专业人
士对政策合法性质疑这一触发事件的发生，使得整
各事件舆论评述进入爆发期。相关微博被大量转载，
我们关注的话题下微博发帖量也迅速增加。值得注
意的是，因这一阶段的触发事件多关注单双号限行
常态化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讨论，在本阶段，
“公民权
利保障”相关议题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观察图 3 可
以发现在爆发期，已有超过 50%的群体关注该话题。
“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建设”议题关注度则有
所下降。情感极性方面，受触发事件影响，话题一
和话题三的情感极性消极方面占比迅速提高，话题
一的消极比例更是达到了 79%左右。话题二的情感
极性中反而是消极情感比例略有下降，积极情感比
例上升。但因为占微博总体数量比例小，话题一、
三微博数量较多，总体上在爆发期，整个群体消极
情绪爆发，积极情感降低。
3.7.4（12 月 2 日-12 月 8 日） 微博巨大的信息量
在带来巨量舆论信息流的同时，也加快了事件降温
的速度。因没有触发事件的继续刺激，群体情感逐
渐冷静，进入一个衰退期。发文数量和情感极性都
趋向平稳。本时期内群体关注议题情况与爆发期情
况基本一致。议题一三的消极情感比例略有回落，
总体情感中性和积极情感比例小有上升，消极情感
比例下降。
3.7.5 波动期（12 月 9 日-12 月 11 日）衰退期中，
舆情的发展比较稳定，消极情感极性并没有继续发
展，但若有刺激性触发事件出现，舆情会产生波动。
12 月 9 日微博账号中国之声发表微博：
“人大教授：
北京单双号若常态化将违宪”。此次触发事件的主人
公权威性较高，并涉及到“违宪”
。于是在衰退期后，
迎来了这次舆论波动。因为多次事件触发皆关注议
题一，所以在波动期，议题一相关微博比例继续上

升。其余两个议题的比例仍下降。整个事件过程中，
政府除 26 日下午的信息澄清外，并没有明确的回应，
这也使得群体情绪一直在波动中朝消极方向发展。
议题一群体舆情消极比例创出新高，受其影响，整
个事件微博的总体舆情的消极情感倾向达到顶峰。
3.7.6 死亡期（12 月 12 日-12 月 27 日）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时表示，单双号限行常
态化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建议删除，不能随便给单
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子”
。事件有了最终结果。受
此触发事件影响，事件经历了最后的发帖热潮，此
阶段最受关注的议题依然是议题一，议题一三的消
极情感比例皆有所下降。但单双号限行讨论的搁置
不利于环境的保护，议题二的消极情感比例有所上
升。但总体上，群体情感得到了安抚，满意度上升。

4.讨论与结论
4.1 持续性敏感话题长期处休眠于状态，一旦有相
关事件触发就可能会产生剧烈爆发，引起舆论潮。
单双号限行政策从 2007 年第一次实施起就存在着
一定的争议。之后该政策扩散到西安、武汉等城市
时都曾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地方性热门话题，该话题
本身长期处于一种温热的亚沸点状态。本次同样是
被事件触发形成热门话题，因此注意识别潜在的持
续性敏感话题并进行一定的跟踪监督十分必要。
4.2 在同一话题下，不同的人群因个人社会地位、
相关利益的不同，会关注不同的议题方面，也会因
为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本例中，潜
伏期的首次触发事件发生在 APEC 刚刚结束后，此时
“APEC 蓝”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仍是网络舆论空间里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在话
题预热的最初，人们相对关注的话题仍旧是单双号
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但随后的意见领袖对于此话
题的关注集中于单双号常态化的合法性及对公民权
利的影响，多次触发事件的影响加上意见领袖的诱
导，导致群体对于本话题下的议题关注比例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这表明对于话题内部的不同议题的引
导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4.3 话题内部主要议题的群体情感极性对最终整个
话题的群体情感状态起决定性作用。观察图体（a）
，
（b）
，
（c）和图 6，可以明显的发现图 5(a)与图 6
的图形相似度极高。在本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舆

情的监控，所以主要关注群体舆情的消极方面。对
“公民权利保障”议题相关微博的消极情感微博数
据和总体消极情感微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可得两
者的相关系数达 0.955。这表明在对整个话题舆情
的监测过程中，寻找到多数群体关注的议题，掌握
该群体的情感极性对于针对性的调控整个话题舆情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4 网络舆情对于政府决策机制具有指导作用，同
时，政府的决策反馈也可以起到安抚舆情的反向作
用。政策应以民意为向导，通过掌握网络大量群体
对于某项政策的情感倾向和意见指向，为有效得根
据民意制定政策提供了一种方法。在本例中，群体
对于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使得该项建议的论证得
到了极大的关注，最终得到了良好的讨论和处理，
事件最终结果同时也安抚了群体情绪，扭转了舆情
消极倾向不断发展的态势。
4.5 政府相关部门应重视政务信息传播的准确性，
并关注微博上相关话题的传播发展，适当建立政府
的官方政务微博。本次话题的预热起源于对政府官
员的语言信息的缺漏性歧义传播，该官员的原意表
达的是：将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一建议进行论证。
但在随后的新闻媒体传播过程中，缺失了“建议”
二字，使得部分网友产生了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政
策已经进入立法阶段的错觉，并引发了政府“懒政”
的嫌疑，整个话题热度徒升。虽然该官员在当天下
午就通过媒体澄清了愿意，但因为该媒体没有权威
而强有力的话语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事件
的影响，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话题热度。事件的触发
效应已经发生，将持续性敏感话题从休眠状态唤醒，
进入了一次舆论潮。因此，政府掌握建立一个强有
力的权威政务微博是有必要的。

5.总结与未来工作
持续性敏感话题是指一些长期受社会关注而处
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话题，一旦有事件触发就会立刻
爆发舆论潮。我们通过巴斯模型对此类事件进行识
别，并通过关注持续性微博敏感性话题内部不同主
题的民众情感倾向，结合时间发展变化，寻找大多
数民众最关心、最敏感的议题方向为舆情监测供调
控对象和时点选择的建议。
由于持续性敏感性话题，往往会在相当的一段
时间内得到持续关注，这一点与巴斯模型 “不存在

重复购买”的假设有所偏离，我们会在未来的工作
中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研究，未来的工作包括修正
模型，以及针对类似事件的实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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