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
2014, 5(2): 3–13

·论坛 / PERSPECTIVE·

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祝建华1，彭泰权2，梁海1，王成军1，秦洁1，陈鹤鑫1
1.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互联网挖掘实验室
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摘  要：

本文旨在回顾和讨论新兴的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按照新闻传播研究中经典的
5W 模型，本文分别介绍了计算社会科学在“谁 (传播者)，通过什么 (渠道)，对谁 (受众)，说了什
么 (内容)，并产生了什么 (效果)”等五个领域的主要应用案例，并讨论了计算社会科学和网络大数
据对这些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和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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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view and discuss how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has been employed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llowing the classic 5W model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e describe key studies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on the process of “who (communicators), says what (content), to whom (audiences), through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s)”. We also discuss major contribution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online big data in these research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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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究中的应用。什么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计算社会科学是最近 10 年内

本文旨在回顾和讨论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研

兴起的一种采用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等计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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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新思潮和新方法。计算社会

发言人或企业公关人员) 和媒体专业人士 (如记者、编

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家们的专利，而是一个涉及科学、

辑、专栏作家等) 的研究。然而，在 Web 2.0 时代，

技术、医学、社会、人文等各领域的跨学科“群众运

社会化媒体由广大用户自创内容。因此，传播者与受

动”。例如，David Lazar 等人 2009 年在《科学》上发

众 (或用户) 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当然，不是每

表了一篇以“计算社会科学”为标题的短文，15 位作者

一个用户都是传播者。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将每

分别来自于计算机、物理学、公共卫生、政治学、社会

个社会的成员按其参与社会化媒体的程度分为五类：

学、传播学、历史、心理学、认知科学、商学等 10 余

一、意见领袖；二、活跃用户；三、被动跟随者；

[1]

个学科 。斯坦福大学新近成立的 CSS 中心 (https://css-

四、纯粹旁观者；五、非用户。其中前两类 (意见领

center.stanford.edu/) 目前有 13 位成员，也分别来自计算

袖和活跃用户) 应该划入传播者之列，而后三类属于

机 (包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 Jure Leskovec)、经济学、语

受众 (见下节)。

言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与计算社会科

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化媒体的传播者

学相关的还有“e-社会科学”、“社会计算”等概念，

有两个技术难点：如何发现传播者 (这在传统媒体研

三者虽然在概念上各有不同，但是就研究人员、研究方

究中根本不是问题)，以及如何描述传播者。机器学

法和研究成果等而言，均有很大程度的交叉重叠。

习中的两类基本方法 (无监督机器学习和有监督机器

什么是“新闻传播研究”？按照 Lasswell (1948)

学习) 按道理均适用于研究社会化媒体的传播者，

提出的经典的 5W 定义，新闻传播涉及“Who，says

但绝大多数现有研究更青睐有监督的方法。Wu 等

what，to whom，through what channel，with what

人 (2011)[3] 对 Twitter 的研究也许最有代表性①。他们

effects” (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些什么、并

使用了两种非随机的抽样方法 (“滚雪球”和“活跃

产生了什么影响”)[2]。由此可把新闻传播研究分为包

发贴人”)，按事先设定的四组关键词 (“明星”、

括了“传播者”(communicator)、“内容”(content)、

“媒体”、“机构”和“专业博客”)，找到了 54 万

“渠道” (channel)、“受众”(audience)、“效

合格用户，并将每组关注度或发贴量最高的 5 000 人

果”(effects) 五个分支。当然，在社会化媒体主导的

定义为“精英用户”(elite users，相当于我们前述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了媒体内容的自创者，他

意见领袖②)。而其余的定义为“普通用户”(ordinary

们与传播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是，我们将在

users，相当于我们前述的活跃用户)。这些方法显然

下面谈到，受众与传播者还是应该独立存在 (而不是

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和人为成分，但好处是容易操

合并)，新闻传播研究仍然包括五个 (而不是四个) 分

作，其结果也容易解读 (用社会科学的话来说是具有

支。当然，计算社会科学在这五个分支中的发展并不

一定的 face validity)。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以人

平衡。我们将根据各分支采用计算社会科学的程度而

均发贴量计，媒体最活跃 (其发贴量分别为专业博客

进行详略不同的论述。最后，受篇幅限制，本文主要

的近 4 倍、机构的 10 倍、明星的近 40 倍)，但普通

集中在新闻内容，而不过多涉及娱乐、广告、知识等

用户收到的帖子中只有 15% 是直接来自媒体，46%

同等重要并与新闻密切相关的传播内容。

由媒体经过其他普通用户朋友的转发，而 35% 来自
其它精英用户 (博客、机构和明星)。再结合其它发

1  传播者研究

现，作者认为 Twitter 上的新闻传播过程基本上还是
经典的“媒体→意见领袖→普通受众”的“二级传

传播者研究原先专指针对消息来源 (如政府新闻

播”(2-step flow of information[4])。当然，这一结论尚

①

有趣的是，该论文的标题就是模仿了 Lasswell[2] 的 5W：“Twitter 上谁对谁说了什么？”

②

Wu 等人将“意见领袖”宽泛地定义为任何转发过媒体消息、而又被第三者转发过的“中介用户”(intermediaries)。据此

定义，99% 的意见领袖是普通用户而不是精英用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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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后人用无监督机器学习的数据加以验证。

参与行为是动态的，曾经活跃的用户也许中断退出，

我们实验室近年来也在研究 Twitter 上的传播

与此同时新人又不断加入，从而形成了社会化媒体上

者。例如，我们将以前研究传统媒体时提出的“议

“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

程设置零和游戏”理论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

复杂局面，更增加了准确统计传播者和受众规模及特

setting[5]) 扩展到社会化媒体环境中。议程设置指媒体

征的难度。表 1 显示了有关问题的复杂性。

通过新闻报道而塑造或强化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的

我们实验室对此在多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做了

关注。在传统媒体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满了关于各

研究，其结果相当一致：社会化媒体的多数用户还是

种社会问题的报道，从而使得这些问题背后的“议

“受众”。为了准确地估算“受众”在社会化媒体用

题”(issues) 相互竞争以获取公众的注意力和政府资

户中的比例，需要以“用户” (而不是“贴子”) 为

源；但是，各种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排序 (即 agenda 或

统计单位；否则会夸大活跃用户的比例。为此，我

“议程”) 却高度相似；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媒体的

们参照社会调查中随机抽取电话号码 (Random Digit

议程设置时，可以将所有媒体的报道视为同一议程，

Dialing，RDD) 的方法，设计了一套“随机数码搜

而着重分析各议题之间的竞争关系。到了社会化媒

索” (Random Digit Search，RDS) 方法 [7]，从新浪博

体时代，传播者的议程已不再同质化，而需要区别对

客、新浪微博、Wikipedia、YouTube、Flickr、Maze

待。我们在研究 2012 年美国大选期间的 Twitter 内容

(P2P 平台) 等社会化媒体的用户总体中抽取随机样本

时，参照 Wu 等人的方法，将 Twitter 上的传播者分为

(即 uniform sample 或“等概率样本”)，并分别统计

“媒体”、“政党”、“专业博客”(其中包括了明星

其不活跃用户和潜水用户的比例及其他特征。我们的

作者) 三类，分别计算各自对普通用户在“选举”、

发现是：在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帐号中，

“经济”、“国际”等六大类议题上的影响力，并采

一半或更多是“单篇作者” (即只发过一次贴的，其

取“川流式”(river theme) 可视化系统来展示三类传播

中往往是启动时系统自动发布的“欢迎光临我的页

者在不同议题和不同时间上的竞争关系[6]。

面”)，另有三、四成的用户从活跃发贴/转贴逐渐转
型为“潜水员”和“围观者”，剩下的一、两成用户

2  受众研究

才是真正长期坚持参与自创内容的传播者③。
其他学者例如 Fu 和 Chau[10] 也用类似的随机抽

我们将受众限定为只接收而不贡献内容的用户。

样方法，抽取了 3 万新浪微博用户，发现其中近六

很多人认为，在社会化媒体主导的今天，只收不发的

成 (57%) 的发帖时间 (timeline) 是空的 (从未发过

受众不存在或者很少见了。这是由时下流行的研究方

贴者，即表 1 中的第3和第4组) ；其余四成 (43%)

法而造成的一种错觉。这些方法从社会化媒体的帖子

为传播者，但其中的大多数 (87% 的传播者或 37%

中寻找用户，其结果当然是大多或者全部用户都是

的所有用户) 在最近七天内没有发帖任何原创贴。

传播者 (如发表原始贴的意见领袖或转发别人贴子的

表1 社会化媒体的传播者与受众之区别

活跃分子)，而忽略了相当数量的从不发贴或转发的

Table 1 Distinctions between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s of

“围观者”。其实，社会化媒体上的“围观者”并不

social media

是一种新现象，例如在线论坛上的“潜水员”已经存

参与时长

在二十多年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这些“围观

持续不断

1. 活跃传播者

3. 活跃受众

者”，并定量计算其规模和特征。进一步说，用户的

中断放弃

2. 不活跃传播者

4. 不活跃受众

③

创造内容

消费内容

这种现象也广泛发生在其它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上。如在美国著名 MOOC 平台 Coursera 上注册的学生中，只有 10% 是完

成所有作业、取得证书的[8]；中国国家精品课程的常用者 (平均每周一次以上) 只占学生的 16%、教师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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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venuto 等人 [11]是少数用第一手数据直接比较用

的一个重要问题。Zhao 等人 [12] 运用主题建模 (topic

户在社会化媒体上创造与消费信息行为的研究④。他

modeling) 的方法，对 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 月间

们发现如果按用户人数或访问次数来计，消费信息

Twitter 上的内容和同时期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进

的行为占 92%，而创造信息的行为只占 10% 不到。

行比较⑤。他们分别按照两种分类法对 Twitter 和《纽

虽然这项研究涉及的是社交网 (而不是新闻网) 的使

约时报》所涉及到的话题 (topic) 进行了分类。按照

用行为，我们估计新闻传播内容的创造与消费之间

话题的主题 (subject area)，Twitter 和《纽约时报》的

的比例，概也是在 1 : 9 到 2 : 8 之间。当然，这种

内容被归属到 10 个类别。首先，他们发现 Twitter 和

猜测需要采用类似 Benevenuto 等人的方法，通过对

《纽约时报》的报道重心有所不同。Twitter 上，家庭

Twitter、微博等网站的第一手访问日志数据进行分析

与生活、艺术以及时尚是发布最多的信息类别，而在

而加以验证。如果可以做到，那将是对新闻传播受众

《纽约时报》中，艺术、国际新闻、商业新闻则位居

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前三。此外，他们还发现 Twitter 和《纽约时报》上
同一类报道的覆盖面 (breadth) 有差别。比如在《纽约

3  内容研究

时报》，艺术类新闻会涉及书籍、小说、博物馆、历
史等，覆盖面较广；而在 Twitter 上，艺术类别的信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内容为王 (Content is king)”

息则集中在流行音乐和明星上 (例如 Lady Gaga)，覆

是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之一。在以报纸、杂志等传

盖面较窄。他们又按照话题的本质 (nature) 将 Twitter

统媒体为主的时代，优质的新闻内容是媒体的安身立

和《纽约时报》的内容划归为 3 个类别：事件主导的

命之本。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学界或业界都存在

话题 (event-oriented topics)、人物或组织主导的话题

争论，是否仍然要奉“内容为王”为圭臬？信息传播

(entity-oriented topics)，以及持续性话题 (long-standing

的渠道是否会取代内容，成为媒体的制胜法宝？现

topics)。他们发现，在 Twitter 上，人物或组织主导

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从业者发现，优质的内容是稀

的话题要远远多于《纽约时报》，这些话题多半是关

缺资源，坚持“内容为王”仍然是成功的互联网媒体

于明星或大公司的。而在《纽约时报》，事件主导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社会化媒体的新闻内容生

的话题要远远多于 Twitter。同时，Twitter 和《纽约

产确实与传统媒体时代有不同之处。前者的生产主力

时报》在报道事件主导的话题上有较高的重合度，

不再是记者、编辑等专业人士，而是用户。诸如微

而在人物或组织主导的话题上重合度较低。Kwak 等

博、搜索词等用户生产内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极

人 [13]曾基于 Twitter 用户很少“互粉”的事实而认为

大地改变了传媒生态。我们在下面介绍两个研究成果

Twitter 是新闻媒体，不是社交媒体；但 Zhao 等人的

最为丰硕的领域，即社会化媒介 (social media) 的内容

研究则发现 Twitter 和传统的新闻媒体之间在内容和

与搜索词 (web search query)。

话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社会化媒介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社

我们实验室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入分析了 Twitter

会化媒介上发布的信息和传统媒体 (比如报纸，广播

和传统新闻媒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呈现框架 (frame)。

或电视) 上发布的信息之间有什么异同，是内容研究

Qin[14] 借鉴了 Hemphill 等人[15] 用机器学习识别话题

④

他们从一个以拉美地区用户为主的社会化媒体整合网站获得了一批十分罕见的数据。该整合网站与四个社交网站 (包括

Orkut、MySpace、LinkedIn 和 Hi5) 有合作关系，用户登入该网站后，就同时接通了上述四个社交网站的帐号。他们得到的
数据中，包含了 3 万 7 千多个帐号 (其中 98% 来自 Orkut) 在 12 天内的所有 460 多万条行为记录，因此可以具体解析出每个
用户在这些社交网上所留下的每一步踪迹 (即何时访问了哪些网页，并停留了多少时间)。他们将所有被访问的网页，按其
内容分成 41 类。它们分别属于搜索、留言、私信、浏览朋友网页、观看朋友的照片或视频、社区活动等 9 大类。
⑤

6

他们的数据中总共包括了 4 916 位 Twitter 用户发布的 122 万条信息以及纽约时报的 11 924 篇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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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并结合已有的语义挖掘工具 (如 hashtagify

索词是否具有其测量效度 (measurement validity)？我

和 sensebot)，绘制出了“棱镜门”事件在 Twitter 和

们实验室的两项研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21-22]。Zhu 等

传统媒体报道中的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她发

人[19] 通过比较住房、交通、治安等话题在搜索引擎与

现 Twitter 用户会将“棱镜门”主角斯诺登 (Edward

深圳幸福指数调查中的走势，发现搜索词这种新的

Snowden) 与之前的泄密者、个人隐私、反税运动联

工具具有一定效度，但是还有诸多因素会影响到搜

系起来，将斯诺登塑造为一个英雄；而传统媒体则套

索词作为公众注意力的测量工具的效度，比如搜索

用国土安全及反恐框架，将斯诺登塑造为一个叛徒。

词的选择、议题本身的特点，以及互联网的扩散程度

[12]

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 Zhao 等人 的结论，

等等[23]。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则比较了环保及能源议题

即 Twitter 和大众媒体的话题不一定重合，其呈现方

在谷歌趋势搜索 (Google Trends) 与盖洛普民意调查中

式及舆论后果甚至可能南辕北辙。究其原因，Qin 提

的走势，也得出了与 Zhu 等人 (2012) 一致的结论[22]。

出了社会化媒介内容生产方式与传统媒体的三点不
同，即话题范围 (scope)、人为操纵 (manipulation)、

4  渠道研究

语义组合 (association)。
除了上述常见的社会化媒体之外，我们认为用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渠道是指新闻信息的传播路

户在搜索引擎上留下的数字化痕迹 (digital traces)，即

径。常见的渠道包括媒介系统 (如电视、广播、报纸)、

“公众注意力”，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化媒体内容。

社会网络 (如社区、参考群体)、组织 (如政府、公

“公众注意力”指公众对于某些社会议题进行思考的

司) 等。渠道研究系统地连接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各

[16]

。过去传播学者主

分支 (如传播者、信息内容、传播效果)，并衍生出众

要是依靠民意调查的结果 (例如美国盖洛普公司 Most

多的研究传统 (如新闻扩散、创新的扩散) 和研究视角

Important Problems 调查系列) 来测量公众注意力，并

(如传播网络分析)。我们这里主要探讨有半个多世纪

跟踪其变化。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利用网民在搜索引

历史的新闻扩散这一研究传统。渠道研究的一个核心

擎提交的搜索词来测量公众注意力。搜索引擎可以说

问题是各种传播渠道的优劣比较。传统的新闻扩散研

是最传统的社会化媒介之一，因为用户可以通过在搜

究主要比较媒体和人际网络这两种传播渠道对于信息

索引擎自我设定并提交关键词来获取他们感兴趣的信

扩散的影响[24]。早期研究发现，对于一些重大和琐碎

息。用户自我提交 (self-initiated) 的搜索词，可以被归

的新闻，人际传播渠道是主要消息来源 (如肯尼迪遇刺

属于传播研究的不同领域。搜索词可以代表用户的使

之后，超过 50% 的人是从人际网络中获悉该新闻)；

用行为 (behavior)，也可以反映用户使用行为的效果

而对于一些中等程度的新闻事件而言，媒体则成了主

(outcome)。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搜索词被看作是用户

要渠道[25-26]。但是，传统的新闻扩散研究的研究方法

贡献的内容 (content)。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当属

和理论框架常受批评[27]。例如，重大新闻事件的突发

Ginsberg 等人[17] 发表在 Nature 上的文章。他们利用

性迫使研究者必须匆忙地开展调查，往往忽略了研究

45 个与流感有关的关键词，来测量公众对流感的关

设计；采用调查和访问等方法收集的被访者自我报告

注程度。基于这些关键词搜索趋势的变化，他们准确

的数据 (self-report data) 则会因为事件发生时间和访问时

地预测了美国流感的爆发。自此之后，搜索词被广泛运

间之间的间隔而产生遗忘问题；大多数新闻扩散研究

用于测量现实世界中公众对疾病、商业产品以及社会议

是个案分析，并且个案数量和抽样规模都很有限[28]。

题的注意力，比如登革热[18]、股票[19]、就业[20]等。

正是由于这些限制，人际传播和新闻媒体对于新闻扩

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和认知资源

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应用搜索词来测量

散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公众注意力，但是有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没

社会化媒体时代大量丰富易得的数字化痕迹则

有得到系统地回答：作为公众注意力的测量工具，搜

极大地便利了渠道研究。目前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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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一个是在数字媒体中信息扩散模式 (diffusion

的认识 (包括 knowledge、perception 等)。我们有一项

pattern)，另一个是新兴渠道与传统渠道的比较。在扩

研究通过比较网络论坛参与者语义网络的相似性来测

散模式领域，Kwak 等人[13] 和 Wang 等人[29] 的研究发

量参与者之间所达成共识 (common ground) 的程度[33]。

现，信息 (也包括新闻) 在社会化媒体的扩散是广度

用户在论坛中的回帖包含了大量的文本数据，可以从

优先而非深度优先，换句话说，依赖单一信息源无法

每个用户的文本中提取出一个语义网络用来推断用户

有效地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新闻信息。在跨渠道比较领

大脑中知识的结构和阐述问题的框架。比对任意两个

域，Petrovic 等人[30] 比较了 Twitter 以及美联社、路

参与者的语义网络便可推断出二者在知识结构和阐述

透社等传统通讯社 70 多天中对各种新闻事件的贴子

框架上的异同。在一个讨论网络中，语义网络的相似

和报道。他们采用了人工阅读和机器学习两种方法，

性在整体上体现出了人们所具有的共识。即使人们在

从这些文章中寻找“新闻事件”。结果发现：平均而

对某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仍然可以在更基

言，Twitter 与传统通讯社在对同一批重大事件的报道

本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讨论同一个问题，而不是自

时效性上，并没有明显区别；相反，Twitter 的优势在

说自话。

于报道了一大批被传统媒体忽略了的“微事件”。这

也有学者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来研究个体

一研究有助于澄清对 Twitter 等社会化媒体的过高期

的情绪或态度 [34]，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 [35] 等。态度

望。Kim 等人 [31] 研究了 284 条新闻在整个互联网的

或情绪在新闻传播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计算社会科

扩散，结果表明新闻扩散渠道与新闻信息类型也有关

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情绪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网络讨

系。例如，新闻网站可以有效传播艺术和经济新闻，

论中形成的，对集体行动又有怎样的影响。而行为

社交媒体和博客可以有效扩散政治和文化新闻。另

则是网络上是最容易被观察到和测量的变量。例如

外，争议性新闻可以跨越多个渠道传播，而娱乐型新

Himelboim[36] 分析了 35 个新闻组中 20 多万个参与者

闻则主要集中于一个传播渠道。

6 年时间里的讨论行为。他发现在这个讨论网络中，

在众多社会化媒体中，例如 Digg、Reddit 等社

入度 (in-degree) 遵循幂律分布。这种不平等的分布代

会新闻网站 (social news website) 是很好的研究对

表着网络讨论中人们所受到的注意的不平等。他进一

象 ⑥ 。我们实验室对 Digg 的研究发现，通过协同过

步发现这种不平等随着网络参与者的增加而增加。这

滤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的方式产生了“集体把关”

一现象被解读为一个民主的悖论：政策制定者希望更

(collective gatekeeping) 的现象[32]。在新闻扩散过程

多的人参与网上的讨论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

中，集体把关主导了超过 59% 的信息渠道，人际网

这种大规模的讨论会导致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

络渠道占 23%，而最新新闻页面渠道占 18%。我们的

上，从而不利于民主的发展。

发现拓展了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把关人”理论在公民
新闻 (civic journalism) 研究中的应用。

将计算社会科学引入效果研究领域，有两个明显
的方法优势。首先，传统的效果研究多使用控制实验
法，因为这是判断因果关系最有效的办法。而互联网

5  效果研究

正是一个自然实验 (natural experiment) 的平台。传统
实验只能测试几个、几十个对象，然而互联网上的控

效果研究是指新闻传播对受众认知、态度、行为

制实验则可以触及规模巨大的群体。这一根本性的变

方面的影响。所谓认知，简而言之，是指个体对事物

革也受到了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其中最为著

⑥

好处在于：在社会新闻网站 (如 Digg、Reddit) 上，用户可以自由地向网站提交新闻信息，并对提交的信息的重要性投

票。如果一条新闻可以在一段时间获得较高的票数，就会被社会新闻网站推荐为流行新闻 (这一点跟微博相似)。此外，用
户可以彼此添加好友关系。因此，用户在社会新闻网站可以从至少三个渠道阅读新闻：最新新闻页面、朋友页面、流行新
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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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是 Salganik 等人[37] 对 14 341 位在线用户下载音
[38]

乐的研究，以及 Bond 等人

针对 6 100 万 Facebook

究最显不足，从而造成了对自媒体普及程度的过高估
计。日后研究中有必要修正这些偏向。

用户的实验。其次，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采用一

在受众研究方面，非活跃用户及隐性传播行为是

种无干涉 (unobtrusive) 的方式来观察和计算真实环境

盲点之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切实可行的用户抽样方

中的传播和效果。这一特征是传统社会定量方法，比

法，但也仅仅局限于“活跃用户”及“显性行为”。

如问卷调查和实验室实验无法做到的。

那么，如何挖掘论坛上只看不发言的“潜水员”？如

但是将计算社会科学应用于效果研究，还存在两
个技术难点。第一、如何自动化地判断受众的认知、

何测量那些包括浏览网页在内的“隐性行为”？学术
界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显然是不足的。

态度和行为特征。第二、如何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

在内容研究方面，现有的分析还比较粗糙。例

系。从数据属性上来说，数字化痕迹在判断因果关系

如，在以搜索词来测量公众注意力的研究中，一个重

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⑦。但是在很多计算社会科学的文

要的问题就是选择与相关议题 (issue) 相对应的关键词

[33]

提

(keyword)。例如研究公众对流感议题的关注，哪些关

出的通过比较语义网络的方法来判断共识度，并利用

键词代表了公众对流感的关注，哪些与其无关，这是

了在线讨论中这种面板特性 (panel data)，用网络分析

相关研究中的重要一步。目前，大部分研究都依靠研

的方法区分出了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在政治讨论中的

究者本身的主观判断来选择检测。这种主观选择带来

作用，并证明了社会选择的作用要大于社会影响。该

的后果就是，针对同一议题会有不同的关键词来测量

研究对于上述两个技术难点都有所贡献。

公众的注意力，造成相关研究之间无法对话，而且结

⑧

章中，这种优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用 。Liang

论可能大相径庭。所以，更细致、更基础的工作还是

6  结论与探讨

非常必要的。
在渠道研究方面，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成为第

我们在前文中，分别讨论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传

一道门槛。例如，社交网络中的个体进行抽样至今未

播者、受众、内容、渠道和效果等 5W 要素的计算社

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其次，逐渐交叉的研究问题使得

会科学研究。总体说来，计算社会科学给新闻传播研

跨学科的合作开始越来越多。从我们的介绍中可以看

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短短几年之内就已经

到，大量来自计算机、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家已经积极

在 5W 的各方面均涌现了一系列有创意的研究案例，

地投入到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中来。如何更有效地展开

其发现或者验证了悬而未决的猜测、或者挑战或颠覆

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

了长年流行的理念。但是，这五个领域的研究还各自
有其局限性。

在效果研究方面，现有的分析技术还过于局限于
整体层面 (aggregate level)，而对于更为微观的个体行

在传播者研究方面，面向 Twitter 新闻的研究最

为还缺少细致的研究。其次，现有方法过分依赖于数

多、而面向其它平台的研究甚少，因此限制了对社会

据本身而缺乏通过研究设计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许

化媒体上新闻传播多样性的全面了解。而且，这五个

多研究只是“有什么数据做什么研究”而不是“要

领域发展不平衡——传播者研究比较丰富、而受众研

解决什么问题而收集什么数据”。很多时候研究者

⑦

优势在于：首先，通过无干涉地追踪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很容易得到一个面板 (固定样本) 数据 (panel data)，这是传

统的一次性问卷访问的方法不容易做到的。面板数据因其具有时间上先后变化的特征而常用于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
⑧

比如 Wu 等人[39] 的文章就是通过分析整体层面 (aggregate level) 上态度的变化来得出舆论在走向中庸的结论的。这并没有

体现出每一个个体 (比如一个帖子或者个人) 是否也同样满足这样的因果关系。在对网络讨论中同质性 (homophily) 的研究
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 Yardi 和 boyd[40]、Conover 等人[41] 对 Twitter 上群体激化的研究在同质性的假设下讨论了不同
意识形态和观点间人们的讨论。但是却并没有涉及到群体激化的现象是来自于人们更愿意与相似的人讨论还是讨论导致他
们更为相似了。

9

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2014, 5 (2)

过多地强调数据变量间的相关性，而忽略了理论的

会化媒体的日益普及和计算社会科学的逐步完善，将

重要性。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合作的研究团队和成果。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计算社会科学引入新闻

二，“名实相怨”的问题。“名实相怨”这一概念出

传播学的优势有四点。第一，数据的价值优势。在社

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核心问题。这

会化媒体时代，诸如阅读、评论、网购等数字化痕迹

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的问题：(1) 新现象不

使得个体行为都变得有迹可循。这类数据的价值在

断涌现，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其进行初步描述；(2) 已

于：首先，它是对个体行为第一手的、客观、细致记

经有了初步描述，但是还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化；(3)

录；其次，它往往包含时间变量，为研究行为演化提

对现象的描述与理论化都已经存在，但二者之间存在

供了可能。第二，对大数据的处理优势。随着越来越

错位。因此，学界多展开一些关于概念、定义的探

多的报纸杂志开始由纸质印刷转为电子出版，新闻传

讨，也是非常必要的。

播学者所要处理的数据必然要从千字节 (kilobytes，
例如几十篇新闻报道) 向千兆字节 (gigabytes，例如上
万本书籍的规模) 进化。计算社会科学对大数据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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