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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学家用“台风眼效应”表征人们离危机事件中心的距离越远、反应越强的心理现象。突发
事件发生以后，网络舆情数据通常会呈现铺天盖地、汹涌澎湃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除舆情数
据中的心理、情绪等主观信息，为民众中的不同层次主体呈现客观的事件描述，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
所带来的台风眼效应问题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结合科技文本的短语识别方法，通过突
发事件典型特征词与科技类短语的联合检索实现对舆情信息的过滤，利用可视化主题聚类和热点分析
工具实现了对突发事件舆情数据的客观描述，为台风眼效应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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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sts use “typhoon eye effect” to express the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at people who ar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emergencies would have stronger reaction.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the network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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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眼效应中的突发事件舆情数据分析方法
ANALYSIS METHOD OF PUBLIC OPINION DATA IN EMERGENCY
FROM TYPHOON EYE EFFECT

opinion data usually presents overwhelming and surging trend. In this cases, how to remove the subjec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psychology and emotion from public opinion data, present objective event description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subjects in the
public, and alleviate the typhoon eye effect caus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has become a valuable research topic.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 the phrase recognition metho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 filter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joint retrieval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 word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hrases of emergencies, and identifie the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public opinion data of emergencies by using visual topic clustering and hot topic analysis tool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 in typhoon eye effect.
Keywords: Typhoon eye effect; information asymmetry; Phrase recognition;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filtering

引言
“台风眼效应（typhoon eye effect）”是心

1 突发事件的舆情分析方法述评
1.1 定性分析法

理学中的一种现象。台风眼为台风中心气压最

定性分析法主要可以划分为理论分析法和

低之处 , 这里微风少云，而产生大浪的区域通

案例分析法两类。利用理论分析法的研究主要

常距离台风中心几十公里。心理学家用这种现

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构建突发事件舆

象表征人们离危机事件中心的距离越远、反应

情分析模型 [2]，分析突发事件舆情关注点演化 [3]

越强的心理现象。突发事件发生以后，会有悲伤、

等；案例分析法则主要是以具体突发事件为分

感动、愤怒、压抑等各种情绪聚集交织，作为

析载体，分析突发事件舆情的形成过程、结构

社会“晴雨表”和“风向标”的网络舆情数据

体系及演化模式等 [4-6]。

在突发事件中通常会呈现铺天盖地、汹涌澎湃
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成

1.2 定量分析法

为维持网络舆情“台风眼”持续存在的外在能

基于数量统计的舆情分析法主要是通过统

量。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成因是舆情防控涉及大

计分析涉及突发事件舆情事件的文章数、评论

量的专业知识，与民众常识性认知之间存在差

数、关键词等信息，进而从舆情的发展态势、

异。这样就会在不同的网络主体之间形成隔离

波动情况、网民议论焦点、热点话题等方面对

带，许多信息局限在各主体隔离带内部，无法

舆情的整体态势、焦点、热点等进行分析。基

在不同的主体之间交换与互动，这就造成了在

于内容分析的舆情分析法则需要借助机器学习、

一些问题上形成内部明晰稳定而外部模糊嘈杂

数据挖掘等方法从关键词、文章内容、转发内

的网络舆情“台风眼”[1]。在突发事件面前，为

容以及评论内容等方面深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

了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台风眼效应问题，

舆情的内容，通过分析关键词、情绪词的变化，

如何通过对舆情信息的过滤分析，去除心理、

实现舆情的热点主题挖掘、网民类型划分、意

情绪等主观信息，为民众中的不同层次主体呈

见领袖主题词情感分析以及主题演化等内容的

现客观的事件描述，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分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舆情分析主要是利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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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舆情的传播路径、网络结

舆情演化分析，如有学者通过构建突发事件舆

构进行定量化测度，以挖掘与识别舆情关键节

情演化的传染病传播模型，研究了网民在舆情

点并解释其内在的结构特征与演变规律 [7-8]。基

传播中的模仿传染机理和行为，分析了突发事

于层次分析法的网络舆情分析主要用于突发事

件舆情演化传播因素对传播规律的影响 [12-13]。

件舆情风险的评估与预警研究，一般在分析突

上述方法能够根据舆情数据的特点从不同

发事件舆情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舆情的风险

角度进行分析，但对本文的分析目标—引起台

预警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BC 分类

风眼效应的网络舆情信息不对称问题却不是很

法或灰色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各风险指标

适用。本文认为，造成不同网络主体信息不对

的权重系数，进而获得舆情的高风险因素，筛

称的原因是网络舆情数据噪声过多，心理、情

选出重点监测目标。

绪等主观信息的表达使得分析结论发生了偏移，
因此噪声数据过滤是本文分析方法的基础和前

1.3 仿真分析法

提。在过滤后的数据集上进行事件主题分析，

学者们在分析突发事件舆情时所采用的仿
真分析方法主要有系统动力学、BP 神经网络及

就可以实现为民众中的不同层次主体呈现客观
事件描述的研究目标。

传染病传播模型等方法。在系统动力学的舆情
分析方面，目前有学者通过利用系统动力学建
模的方法从网民自身因素、媒体环境因素以及

2 结合事件关键短语的舆情数据
分析方法

政府情绪引导控制因素三个影响网民情绪演化
的主要方面对网民的情绪演化进行了分析 [9]；

数据体量大是网络舆情数据的典型特征，

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突发事件

对于一个热点突发事件来说，几亿或是几十亿

后不实信息传播引起的舆情进行了分析，并采

条评论都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

用 Vensim PLE 软件对模型进行仿真，分析了事

据分析目标过滤噪声数据。为了将心理、情绪

件公共度、事件敏感度、网民质疑度、政府公

等公众的主观信息过滤掉，本文采用了将科技

信力四个方面对舆情热度的影响，对舆情态势

类文本数据纳入检索策略，将筛选后的科技类

[10]

。BP 神经网络

词汇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核心词汇一起进行联合

的突发事件舆情分析主要用在风险监测、评估

检索，这样就可以将数据分析的目标对象集合

及危机预警等方面，如有学者在构建震灾舆情

缩小，也为突发事件的客观呈现奠定了基础。

的引导和控制给出了对策建议

风险评估体系和网络谣言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将 BP 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震灾舆情风险监测

2.1 科技文本的短语识别方法

评估和网络谣言危机预警中，实现了震灾舆情

科技类文本数据引入检索接口的途径是科

风险评估方法的优化和突发事件网络谣言风险

技类短语的识别。本文采用关键词列表来对科

的定量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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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传播模型目前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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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每篇科技类文本，利用关键词列表

航 MH370”等，这个表达词代表着官方和民

对其进行分词，关键词列表来源于期刊论文库，

众对一个事件的公共认知，如果单纯以这个

选取了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字段，经过整合去重，

事件表达词在舆情数据平台上进行检索的话，

得到关键词集合。分词方法可以采用替换分词工

将会产生海量的检索结果。为了减少噪声舆

具词库的方式进行。本文中采用较为常用的 jieba

情信息对数据分析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结

分词工具。具体方法如下：

合科技短语的舆情数据分析方法。即将 2.1 节

使用上面得到的关键词集合作为分词词典，

获得的来源于科技文本的短语或者短语组合，

替换 jieba 分词工具自带词典进行分词处理。考

与突发事件典型表达词一起作为舆情检索平

虑到 jieba 自带的分词词典规模约为 35 万，而

台的入口词进行检索，形成面向本文分析目

本文所用的关键词集合规模在 1200 万左右，在

标的舆情数据语料集。

规模上是原词典的 34 倍，直接使用关键词集合
作为分词词典并初始化 jieba，可能导致程序崩
溃。由于 jieba 中采用了基于汉字成词能力的隐

2.3 突发事件主题分析方法
对 2.2 节得到的舆情数据语料集进行处理：

形马尔科夫模型（HMM），用以识别未登录词，

①要进行中文分词及停用词过滤等基础数据处

本文将去除该模型以保证分词效率。经过此步

理；②采用 TF-IDF 方法对抽取到的舆情语料

骤的处理，能够较为高效、准确地识别出科技

关键词按照权重进行排序；③取前 2000 个舆

类文本中的短语。

情语料关键词，采用人工的方法进行过滤，最

（2）对步骤（1）得到的短语在论文库的

终保留 1000 个关键词；④用步骤③得到的舆

期刊标题和摘要中进行信息统计，根据 TF-IDF

情关键词在舆情语料中进行统计分析，构建共

方法对获取的短语进行排序，其中 tf 指识别到

现矩阵；⑤采用分析工具对舆情关键词共现矩

的短语在论文库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词频，idf

阵进行聚类及热点分析，得到聚类分析图和舆

则指识别到的短语在论文库标题和摘要中的逆

情热点图。

文档频率值，通常的计算方法是用论文库的文
档总数除以论文库中包含该词语的文档数量，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再将得到的商取对数。
（3）按 TF-IDF 方法获得短语序列后，用

3.1 数据及工具来源

人工的方法对其中不重要的词进行过滤，得到

（1）科技数据来源

候选科技短语用于下一步的舆情数据过滤。

本文实验采用的科技类数据为科技部重点
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申报指南。重点专项是

2.2 结合科技短语的舆情数据过滤方法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的载体，聚焦国家

对 于 突 发 事 件 来 说， 都 有 一 个 典 型 表 达

重大战略任务、围绕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

词，比如“汶川地震”、“印尼海啸”、“马

和突出问题，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重大项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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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发布的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中，与本文

台的检索入口词，通过清博平台提供的数据接

的分析目标——“诺如病毒”事件最相关的专

口共获得数据 182232 条。

项是“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以下简

（3）分词词典及工具

称蛋白质专项），实验中我们选择了 2016-2019

本文实验采用的分词工具为在中文分词

年度的蛋白质专项项目申报指南数据（每年 1

领域性能较好的 jieba 工具，用于科技类短语

份），为 PDF 格式的非结构化文本型数据。如

识别的关键词词典来自于论文库，对其中的

图 1 为蛋白质专项 2019 年的申报指南样例。

关键词字段进行去重、噪声清洗等处理后，
得到约 1200 万条关键词构成的分词词典。
（4）突发事件主题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的突发事件主题分析工具为
VOSviewer 软件，是荷兰莱顿大学科技研究中
心于 2009 年开发的一款基于 JAVA 的用于构建
和可视化文献计量网络的免费软件，侧重科学
知识的可视化、图形展示能力强。

3.2 实验结果
（1）蛋白质专项指南科技短语抽取结果
依据本文 2.1 节所述的短语识别方法，对
图 1 蛋白质专项指南示例

（2）突发事件舆情数据来源
舆情数据来源于清博开放平台，该平台提

蛋白质专项指南按指南方向进行了短语识别，
限于篇幅，本文截取了部分指南方向的短语识
别结果，如图 2 所示。
（2）舆情数据主题词选取结果

供微信、微博和 APP 两微端的数据接口，为不

依据本文 2.3 节所述的突发事件主题分析

同领域客户提供数据，满足个性化需求，合作

方法，对检索到的舆情数据集进行分词和关键

模式便捷，能够实现信息分享、数据分析、数

词权重计算，对选取的前 2000 个关键词进行人

据报告等。本文实验所用微博微信数据的时间

工筛选，最终保留 1000 个词汇形成词共现矩阵。

区间是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部分共现矩阵示意见图 3。

分析的目标突发事件为 2019 年爆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诺如病毒”事件。
舆情数据检索方式：以“诺如病毒”+“蛋
白质专项抽取到的短语”作为清博微博微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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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诺如病毒”事件主题词聚类图
采用 VOSviewer 工具，以图 3 所示的共现
矩阵为 VOSviewer 的输入数据，得到“诺如病毒”
事件主题词聚类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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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蛋白质专项指南短语识别结果示例

图 3 舆情数据关键词共现矩阵示例

图 4 “ 诺如病毒 ” 事件主题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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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如病毒”事件舆情热点图

矩阵为 VOSviewer 的输入数据，得到“诺如病毒”

采用 VOSviewer 工具，以图 3 所示的共现

事件舆情热点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 诺如病毒 ” 事件舆情热点图

3.3 实验结果分析
（1）从图 2 的蛋白质专项指南短语识别结

聚类结果，可以较为清晰地读出颜色所代表的
类别信息：

果可以看出，对应于蛋白质专项的不同指南方

红色 -- 诺如病毒感染途径及主要表现；

向，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科技类短语。如指

淡蓝色—诺如病毒可引起的其它危害；

南方向“细胞生命活动相关的蛋白质机器”中，

绿色 -- 诺如病毒主要传染源；

识别出了“自由基”、“高通量”、“内质网”、

黄色 -- 婴幼儿感染的舆情关注点；

“细胞迁移”等与指南方向关系密切的科技类

深蓝色 -- 诺如病毒感染的治疗。

短语；指南方向“蛋白质翻译机器的调控”中，

遗憾的是由于噪声的关系，有些主题词的

识别出了“核糖体组装”、“三位结构“、“环

聚类结果可读性不强，如紫色词的类别属性不

状 RNA”、“核糖体”等重要短语。但是，受

是很清晰，与其他颜色类别主题有交叉。

指南文本篇幅短、短语出现次数少等因素限制，

（3）分析图 5 的“诺如病毒”事件舆情热

“检测技术”、“作用机制”、“结构和功能”、

点图，图中的红色区域展示出了“诺如病毒”

“相互作用”等没有指南方向区分能力的通用

事件的热点表达，如：
“春季”、
“飞沫”、
“幼儿”、

词汇无法去除，这样会使得舆情数据的检索中

“呕吐物”、“肌肉酸痛”、“恶心”、“自限性”、

引入更多噪声。

“潜伏期”“学校”等；绿色区域是“诺如病毒”

（2）分析图 4 的“诺如病毒”事件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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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一般表达，如“胃肠炎”、“合理饮食”、

台风眼效应中的突发事件舆情数据分析方法
ANALYSIS METHOD OF PUBLIC OPINION DATA IN EMERGENCY
FROM TYPHOON EYE EFFECT

“住院治疗”等。从“诺如病毒”事件本身来说，
图 5 中的热点词和一般性词汇也与事件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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