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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治道杯( 全国本科生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选登# *#)] 年+ 月)* '

)"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治道杯' 全国本
科生学术年会$ 本次年会系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学科全国首个专门面向本科生
的学术性年会# 要求投稿均以学生为第一作者$ 本次年会共收到"## 多篇投稿#

邀请了"#篇论文的作者参加了会议$ 经专家评审# 最终选出了& 篇优秀论文$

本刊将陆续选登部分优秀论文# 以飨读者0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基于+#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羋源!张桂蓉!孙喜斌!杨芳瑛"

"摘要# 论文旨在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及
其共变逻辑$ 通过两层次扎根编码整合既有理论+ 提炼变量# 爬虫技术获取数
据# 层次分析法进行数据降维# 定性比较分析+# 个案例# 以典型案例过程追踪
进行理论饱和检验$ 研究发现% 对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 没有单一因
素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 政府舆情处理+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自身因素
与舆论讨论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 其组合路径可视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的充分条件* 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
次要因素# 从自然因素到人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 引发次生型网络舆情危
机的可能性依次递增* 媒体影响力起舆情催化作用# 不改变舆情演化方向$ 研
究的理论价值在于# 发现了网络舆情危机内外因素的耦合共变机制# 为次生型
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解释$

!*!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

"

高羋源#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 研究助理* 通讯作者% 张桂蓉
!b0.2PP;1@52P3/9;4<=;4/2" #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孙喜斌#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
险研究评估中心# 研究助理* 杨芳瑛#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 研究助理$ 感
谢赵莉娜+ 罗宾理+ 王雨萱+ 邵翊铭+ 姬洁+ 肖云清的数据搜集协助和有益讨论* 感谢孔栩
莹+ 谢翔戈+ 郑清杰在案例选取上的启发$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年中南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学科竞赛驱动下公共管理
专业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研究' !*#)]JA#*&"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化媒体下重大决
策社会稳定风险传导路径与防控机制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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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影响因素!共变机制!定性比
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O

"文章编号# )&(+ '*+%& $*#)]% #+ '#)#) '*"

一& 引言

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公共危机一旦发生' 围绕危机事件的各
种信息会在网络媒介) 信息传递) 主体互动和情绪渲染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
成网络舆情' 甚至是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 加剧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
难度,

网络舆情是网民在某事件刺激下通过互联网媒介表达自身对其认知) 意见
和情感态度的总和, 网络舆情危机是指在网络情境中' 网民对政府公信力和合
法性具有严重威胁的负面情绪规模性集合$孙玲芳等' *#)+% , 在灾害研究中'

张成福等$*##]% 将最早发生的起主导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 将由原生灾
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称为次生灾害, 由此' 本研究把由原生公共危机诱致的网
络舆情危机定义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后文简称为*次生型网络舆
情危机+ % ,

政府如果不能准确知晓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化机理' 可能错过网络舆情引导
的最佳时机' 陷于被动地位, 尽管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防控已经引起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 但目前地方政府的预警) 控制效果欠佳' 危机治理形势依然严
峻, 如何有效控制次生型网络舆情的恶性发酵' 成为政府危机治理必须面对的
问题, 学界已围绕网络舆情特性) 舆情主体互动) 舆情产生演化) 政府治理机
制等多个论域开展相关研究' 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本研究聚焦的网络舆情危
机论域中' 林振$*#)]% 认为在舆情主体) 阶段) 机制三个层面的研究中' 关
于机制层面的研究最深入' 在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问题上最具解释力,

舆情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 舆情议题事件的破坏力) 公共性) 社
会敏感性等内生因素' 和媒体推动力) 政府调控力等外生因素的综合作用$齐
佳音等' *#)$- 杜洪涛等' *#)(- 曾润喜) 陈创' *#)%% 才能导致网络舆情危
机的爆发, 研究多从主体切入' 提出! $)% 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演化为
危机的首要因素$李诗悦) 李晚莲' *#)]% , 元事件的类型) 影响力大小等特质
决定了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声群体的规模, $*% 网络媒体) 意见领袖是网络舆
情演化的核心推动力, 他们通过对目标事件转移式放大) 加工式引导' 对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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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进行非理性刺激$王子文) 马静' *#))% ' 较大可能把网络舆情引向负面与
非理性$张权) 燕继荣' *#)%% , $"% 政府是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重要因素,

政府通过危机处置) 信息公开) 强制手段等控制网络舆情发展$李燕凌) 丁莹'

*#)(% , $+% 网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网络舆情的性质与走向$邓?)

孟庆国' *#)&% , $$% 各类因素一般没有明确的重要性权重' 在演化机制中均
十分重要,

既有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尚未明确解答如下问题! $)% 首要因素公共危机
元事件是核心因素吗( 一方面' *#)* 年宁波镇海Fn事件中' 网络舆情从最初
的无人问津到广为关注' 到矛盾逐步升级等' 公共危机元事件三个方向的议题
泛化在网络舆情危机形成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彭小兵) 邹晓韵' *#)(% ' 元事件
的类型等特征作用相对淡化- 另一方面' 网民的公民意识日益增长' 对公平正
义愈发追求' 使大量非利益相关网民参与讨论推动舆情演化, $*% 基于吸引眼
球和市场利益考量的网络媒体) 意见领袖决定了舆情的演化方向' 还是仅对舆
情热度有一定影响( $"% 政府若不当回应) 错误应对' 是否存在激化网络舆情
的可能( $+% 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耦合演化机制中' 各类因素是否存在重
要程度上的主次之分( 如果存在' 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研究拟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比)] 个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的案例
和*)个次生型网络舆情消解的案例' 探索何种作用逻辑下高热度次生网络舆情
会形成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 同时' 通过分析+# 个案例中各类因素的相互作用
逻辑' 以因素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演化阶段划分依据' 尝试构建四阶段) 多
因素耦合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逻辑模型' 逐一回应以上问题,

二& 研究方法与技术说明

定性比较分析$j;.H17.71E<J56-.@.71E<O2.H:919' jJO% 由查尔斯.拉金
$J0.@H<9J_Y.P12% 在其)]%( 年出版的著作"比较方法# $78)!,#1"%"2&<)

N)28,'% 中首次提出' 并由后续学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和不断完善中形成较为
完备的理论体系, jJO的产生与发展综合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优势' 消除
了两者之间的鸿沟, 其对*因果路径+ 和影响因素组合的独特甄别$唐世平'

*#)$% ' 也日趋受到社会科学学者的青睐,

国外学界对jJO的应用较国内学界成熟, 根据国外学者的相关阐释! jJO

研究全程都要紧密与案例结合$Y.P12' *##&% ' jJO文献要为变量的选取提供
充分的理论解释$T;P' *#)"% ' jJO的计算结果须从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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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修正因果关系$ W/02<1=<@` \.P<6.22' *#)#- W/02<1=<@` Y50HM12P'

*#)"% , 国内jJO应用方面! 黄振乾和唐世平$*#)%% 提出建构性解释并引证
案例来支持观点- 杨志军$*#)%% 引入多源流模型并进行理论推演- 万筠和王
佃利$*#)%% 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以理说理' 兼用部分案例的实际情况来佐证
部分观点, 本研究构建的jJO范式如图),

图)!jJO方法流程
资料来源% 参考相关文献!W<.[@1P07# *##$* Y105;a# *#)#* W/02<1=<@# *#)"" 后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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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如下! $) % 使用F:7052 为编程工具爬取所选案例的相关资料,

$*% 引入拉塞尔.格里特斯$D.99<A<@@179% 和斯特凡.威尔维$ W7<M.2 l<@[<1,%

$A<@@179̀ l<@[<1,' *#)%% 开发的两阶段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对所有既有研究涉及
的变量进行归纳与筛选' 建构变量指标体系' 以确保变量体系的完备性与变量
间的互斥性, $"% 在两阶段扎根编码中引入跨案例分析' 找出案例间共同的关
键节点' 形成初步理论模型' 将开放式编码的变量体系与实际案例资料进行比
对' 增筛变量, $+% 用层次分析法对扎根编码得出的二级指标进行数据降维,

$$% 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S;bb:'W<7j;.H17.71E<J56-.@.71E<O2.H:919'

SWOJj% 计算技术' 处理两层次多个变量的复杂性, $&% 引入杰森.西莱特
$K.952 W<.[@1P07% $ W<.[@1P07' *##$% ) 伯努瓦.里豪克斯$><25t7Y105;a% 和博
亚娜.罗布$>5,.2.D5G<% $Y105;a`D5G<' *#)#% ) 卡斯滕.施耐德$J.@97<2

j_W/02<1=<@% $ W/02<1=<@̀ \.P<6.22' *#)#- W/02<1=<@̀ Y50HM12P' *#)"% 等
对jJO进行的补充完善' 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检验理论产出的严谨性及饱
和度,

三& 分析流程

$一%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围绕文献综述中总结的该论域三种研究方向' 以*网络舆情危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演变+ *演化+ *因素+ *机制+ 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
$JQBI% 进行主题搜索和关键词搜索' 得到(*+ 篇相关文献, 去除重复文献和
不相关文献后' 得到)"] 篇相关文献作为扎根资料, 由文献综述可以看出' 舆
情主体在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舆情演化的影响存在差异' 作为舆情危机治
理主体的政府也有不同的阶段工作重点$谢科范等' *#)#% , 大部分学者将政
府) 媒体和公众$包括网民% 视为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最核心的主体要素$兰
月新等' *#)*- 曾润喜) 陈创' *#)%- 谢昕未' *#)$- 顾明毅) 周忍伟' *##]-

李燕凌) 丁莹' *#)(% ' 认为舆情走向和舆情危机的形成是多主体) 多因素耦合
作用的结果' 但不同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其重点关注的舆情作用主体, 在
舆情情景层面' 元事件作为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应激源' 其类型) 严重性) 规
模程度等特质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张成福' *##"- 杜洪涛等'

*#)(- 王克群' *#)#% , 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 舆情甚至会发生波动) 反复等现
象$王克群' *#)#% , 鉴于新媒体时代下' 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各类网络平台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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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双向互动' 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特性' 本研究将意见领袖视
作一类特殊的媒体, 据此' 本研究把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危机的参与主体' 即
媒体) 公众) 政府' 以及公共危机元事件' 作为一级变量进行文献聚类分析和
扎根编码' 最终得到开放式编码$如表)% ,

表)!开放式编码! 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影响因素
舆情主体 范畴 概念
政府 地方或上级政府信息公开速度+ 公开质量+ 渠道多样性+ 信息内部流通度+ 信

息防控手段+ 政府公信力+ 处置方式+ 行动速度+ 行动效率+

决策偏好+ 人员专业性+ 监测机制+ 应对机制+ 问责机制!斯
亚平# *##%* 兰月新# *#)** 许林+ 于?# *#)+"

公众 线上参与网民 理性程度+ 认知能力+ 需求满足程度+ 追求意愿+ 利益相关
度+ 事件关注程度+ 从众行为+ 情感倾向+ 情感强度!王克
群# *#)#* 兰月新# *#)** \; `T;G<@6.2# *##%"

线下集聚群众 暴力程度+ 集聚规模+ 组织严密程度+ 持续程度!沙勇忠+ 刘
红芹# *##]* 杜坤林# *#))"

元事件 类型 社会安全+ 公共卫生+ 事故灾难+ 自然灾害!张成福# *##"*

杜洪涛等# *#)(* 下同"

严重性 伤亡人数+ 财产损失数额!张成福# *##"* 杜洪涛等# *#)("

规模 受影响的地域范围!张成福# *##"* 杜洪涛等# *#)("

媒体 普通媒体 影响力+ 权威性+ 价值导向+ 信息客观性+ 媒体互动!>5E17b

<7.H_# *##** 顾明毅+ 周忍伟# *##]"

意见领袖 影响力+ 权威性+ 价值导向+ 作用形式!谢科范等#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建立案例库

首先' 收集得到$+ 个*##]&*#)% 年十年间的公共危机并发网络舆情的典
型案例' 作为一级备选案例库, 其次' 根据以下设定原则筛选和确定典型案例
库! $)% 代表性' 影响力大- $*% 特征多元化- $"% 阶段性完结- $+% 每一
项所选指标的案例支撑材料全面' 可以通过三角检定法反复对比交叉检验' 具
有较高信度, 最后' 对案例支撑材料进行搜索) 扩充与整理' 形成本研究所需
的最终案例库,

基于jJO计算对案例总集中不同结果变量取值的案例数量应基本相等的需
求' 并严格确保案例之间符合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复制逻辑' 经过进一步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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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最终确定+#个案例' 如表*所示,

表*!案例库列表
序号 案例名称 序号 案例名称
)_*##]年广州番禺反焚事件
*_*#)#年成都爆炸案
"_*#)*年四川什邡钼铜事件
+_*#)*年哈尔滨大桥坍塌事故
$_*#)+年浙江奉化塌楼事件
&_*#)+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_*#)+年威海里口山区域火灾事件
%_*#)$年贾敬龙杀人案
]_*#)$年庆安火车站警民冲突
)#_*#)$年天津滨海爆炸事故
))_*#)&年银川公交纵火事件
)*_*#)&年当阳热电厂爆炸事件
)"_*#)&年江西电厂施工平台倒塌事故
)+_*#)&年湖北仙桃反焚事件
)$_*#)&年河北邢台大贤村洪灾
)&_*#)&年山东非法销售疫苗事件
)(_*#)(年泸县太伏中学死亡事件
)%_*#)(年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
)]_*#)(年宁乡泥石流事件
*#_*#)(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

*)_*#)(年西安地铁&问题线缆' 事件
**_*#)(年湖南特大洪灾
*"_*#)(年桃江四中疫情暴发事件
*+_*#)(年天鸽台风
*$_*#)(年宁波小区爆炸事件
*&_*#)%年湖南新化教师维权事件
*(_*#)%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_*#)%年雾锁琼州海峡公共危机事件
*]_*#)%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_*#)%年猪瘟疫情!郑州"

")_*#)%年猪瘟疫情!全国"

"*_*#)%年山东寿光洪灾
""_*#)%年长沙县广场舞致死事件
"+_*#)%年陕西米脂学生遇袭事件
"$_*#)%年山竹台风
"&_*#)%年福建泉港碳九泄露事故
"(_*#)%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_*#)%年张家口化工厂爆炸事故
"]_*#)%年清远BVl纵火案
+#_*#)%年葫芦岛车辆撞小学生事故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本研究对以下两类案例采用如下标准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判断依据!

一为没有被全面控评的案例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网评负面情绪频次是正
面情绪的两倍及以上' 且该比例持续时间占网络舆情持续总时间的* 8" 及以上,

使用F:7052对已经爬取的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处理' 将每一条数据$即一条评论%

与情感词汇本体库#建立索引, 当每一条数据中*政府+ *官+ *当局+ 等代表
政府及政府人员的词汇与正面情绪词汇8负面情绪词汇共同出现时' 即记录一次

'*!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

#

该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由大连理工大学开发# 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个中文词汇或者短
语# 包括词语词性种类+ 情感类别+ 情感强度及极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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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情绪8负面情绪频次, $*% 网络舆情在政府的关键举措后' 没有向正面情绪
发生明显转折, 由于网民对于单一事件的关注度会随时间拉长而逐渐降低' 在
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看' 舆情必然走向平息' 纯定量方法难以判断舆情走势的
转折是由于时间变化还是政府举措作用的结果' 该判断以定性分析为依据, 定
性判断使用的是德尔菲法, 二为被全面控评的案例, 由于全面控评行为本身代
表官方认为舆情即将或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在政府的视角中为即将或已
经爆发网络舆情危机, 故此类案例均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进行赋值,

$三% 跨案例分析与封闭式编码

本文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了以元事件) 政府) 公众) 媒体四者为一级变量
的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 依次进行跨案例分析和封闭式编码, 首先' 通过对
所选案例进行模式匹配) 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 寻找案例间共同的演化模式及
关键节点' 作为初步理论模型$即假设% - 然后' 将上述结果与开放式编码结果
进行比对' 以实际案例为依归' 增删既有理论中与实际案例不匹配的变量' 对
前两步得到的变量体系进行可操作化调整' 按照jJO方法要求控制条件变量的
数量' 进行封闭式编码' 形成研究最终采用的变量体系,

图*!主体互动关系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通过对+#个案例进行跨案例分析' 发现! $)% 舆情主体包括媒体) 公众)

政府三方' 与开放式编码结果相同, 公众是互动过程的核心主体' 其价值) 情
绪和思想的表达构成了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 媒体本身行使着客观传递信息与

(*!

#

专栏! 定性比较分析与复杂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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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建构涵义两种职能' 既要客观地表述事情经过' 又必须按照政府意愿适度
调控' 对舆情演化具有一定作用, 政府在互动过程中运用舆情处理手段' 主观
上实现互动参与和舆论管控的双重目的' 客观上对网络舆情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 在实际案例中' 政府常把信息公开作为回应舆情的一种手段, $*% 公共
危机元事件' 政府的公共危机响应) 舆情处理) 自身因素' 以及可能存在的线
下聚集群体' 均是舆情情景的组成部分, 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的起点'

提供了网络舆情话题的初始载体, 政府充当着主管方) 处理者等多重角色' 由
此进行的公共危机响应#

) 舆情处理以及二者所反映出的政府自身因素会为互动
情景奠定不同的基调, 民众在公共危机及处理中处于被动地位' 关系的不平等
导致当事人掌握资源有限' 获得信息有限' 能动措施单一' 因此在与政府危机
管理互动中常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手段' 为互动情景引入新的要素, 综上' 结合
+#个案例展现的相同演化模式' 对元事件)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自身因素)

次生性群体事件) 政府舆情处理) 舆情讨论等指标所构成的编码系统进行修正'

得到多元主体在互动情景中的互动过程示意图$图*% ' 提出初步理论模型$即
假设% ,

结合跨案例分析结果' 以可测性) 概括性) 独立性和完备性作为变量筛选
的基本原则' 兼顾jJO方法的变量数量限制' 对三层次变量进行归纳) 筛选)

整合及变量的重新概念化, 具体进行了如下操作! 把信息公开速度和信息内部
流通度合并为发布及时性- 删除不能作为单一变量表达的变量$政府应对机制)

监测机制) 问责机制% - 把行动效率定义为征兆察觉' 行动速度定义为反应速
度' 把信息控制定义为强制手段- 删除无法测量的变量$政府人员专业性) 公
众参与的特征变量% - 用次生群体性事件作为线下公众参与的标志性变量, 以舆
论讨论概括媒体在网络舆情中的作用- 将媒体的*权威性+ *价值导向+ 变量
整合入*影响力+ 变量之中- 用方便测量的舆论热度表达媒体互动结果) 意见
领袖的作用, 最终形成的封闭式编码结果$详见表"% ,

$四% 变量的赋值规则

根据jJO方法对变量赋值的要求' 本研究对不同的变量依据案例实际情况

)*!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

#

对+#个案例的信息整理发现# 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进行的行动为民众所直接捕捉#

并对元事件的方向演化起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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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知识' 采取不同的赋值区间- 同时' 不同水平间不一定采用等距的间隔,

例如' 在实际调研中发现' 次生群体性事件存在行为强度介于* $在政府门口或
其他公共场合% 静坐抗议+ 和*无+ 之间的情况' 但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强度
较低' 一般经政府的处理与消解后难以在网络舆情中产生相应话题' 对网络舆
情的作用程度与*无$次生群体性事件行为% + 相近' 故在赋值时去除了#4*$

的分值区间, 研究案例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 '*#)% 年% ' 故所获材料多
为二手资料, 所选案例的支撑材料需要较为全面' 包含媒体报道) 学术论文)

论坛发帖) 博客微博) 公开信) 符号标语) 图片) 招标公告) 招聘启事) 新闻
发布会) 相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资料, 每一项变量进行赋值时' 赋值方式主要
有如下三种!

$)% 权威定性, 根据权威) 客观的信息来源对应赋内容进行确定' 如变量
*S*媒体影响力+ 采用公共危机爆发当周的清博媒体微信公众号周榜排名, *N"

危害结果+ 的分级标准采用*##&年)月%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的"国家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中的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 三角检定法确认, 对多来
源) 多类型数据资料进行反复对比) 交叉检验' 保证赋值的较高信度, $"% 搜
集一手资料确定, 如本研究对于*S" 舆情热度+ 的赋值, 以每个案例的名称作
为关键词' 对今日头条及百度新闻进行全过程数据爬取, 参考曹学艳等$*#)+%

的网络舆情热度计算方法' 每个案例取前$## 条新闻的报道文本) 评论) 点赞
等相关数据' 每条新闻下的每条评论的赞数$:5,%)

&

% 8其评论出现的次序$&% '

第一天评论的赞数8)' 第二天评论的赞数8*' 以此类推, 将其加总' 作为每篇
新闻报道的热度*,

*d

$

+

&d)

:5,%)

&

&

再将每个案例$0% 的所有新闻报道的热度进行加总计算得到$*

0

% , 随后'

将+#个案例的舆情热度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最终的赋值,

案例0的赋值d

*

0

#"0

)

*

0

*

+#

*

0

基于以上赋值方式' 从政府视角出发' 立足危机管理理论框架' 经过数轮
预计算检验赋值表的合理性' 最终构建出包括& 个条件变量和) 个结果变量的
研究模型, 最终形成赋值规则表$表"% ,

*!!

#

专栏! 定性比较分析与复杂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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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赋值规则表
变量名称 子变量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结果
变量

是否爆发
舆情危机

爆发
不爆发

)

#

O政府舆情处理
!含信息公开" % 政府发布公
共危机事件诸如危机发生的
原因+ 状况+ 处置方式等相
关信息# 对危机事件出现后
的公众舆论进行处理

O) 强制手段 限制人身自由
统一新闻稿
删帖
无

)

#4&(

#4""

#

O* 回应质量 回应质量低
回应质量一般
回应质量高

)

#4$

#

O" 发布及时性 不及时
及时!第一时间发布"

)

#

O+ 渠道多样性 渠道单一# 难以获得
渠道多样# 难以获得
渠道多样# 易于获得

)

#4$

#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
部门在应对公共危机!原生
危机" 的全过程中所采取的
机制与措施的总和

>) 征兆察觉 未察觉可察觉的危机征兆
未察觉不可察觉的危机征兆

准确察觉

)

#4$

#

>* 处置方式 掩盖打压
被动应对
主动正视

)

#4$

#

>" 反应速度 反应迟钝
反应速度一般
反应迅速

)

#4$

#

J政府本身因素% 指能被舆
论观察并对舆论造成影响的
政府因素

J) 决策偏好 政府偏好导向
法规制度导向
民众偏好导向

)

#4$

#

J* 公信力 低
中
高

)

#4$

#

^次生群体性事件% 元事件
爆发后引起的次生事件# 公
众为了其利益诉求自发地在
现实世界聚集

)̂ 行为强度 冲击政府机关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静坐抗议
无

)

#4($

#4$

#

*̂ 聚集程度 数百人及以上的聚集情况
数十人

没有聚集或者没有规模

)

#4($

#

"̂ 组织状况 组织严密
组织散漫
无序

)

#4$

#

+̂ 持续时间 (天以上
"到(天
)到"天
)天内
无

)

#4($

#4$

#4*$

#

!!!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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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子变量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N元事件% 指公共危机事件
本身特质

N) 类型 社会安全
公共卫生
事故灾难
自然灾害

)

#4&(

#4""

#

N* 规模大小 全国以及跨$省以上
地区性!地理大区"

省
市
区县

区县以下!小范围"

)

#4%

#4&

#4+

#4*

#

N" 危害结果 特别重大!

%

级"

重大!

&

级"

较大!

"

级"

一般!

'

级"

)

#4&(

#4""

#

S舆论讨论% 媒体+ 网民的
符号互动

S) 媒体客观性 完全脱离客观事实
少部分基于客观事实
大部分基于客观事实
完全基于客观事实

)

#4($

#4*$

#

S* 媒体影响力 影响力极大
影响力比较大
影响力一般
影响力较小
影响力很小

)

#4($

#4$

#4*$

#

S" 舆情热度 如前所述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根据赋值规则) 数据降维结果和案例资料构建真值表' 使用SWjJO"4#软件
打开真值表进行jJO计算,

四& 计算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 单条件变量计算分析

单条件变量主要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个值进行计算, 一致性值$J529197<2/:%

越高' 表明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 W;MM1/1<2/:% 越高, 我们将条件变

"!!

#

专栏! 定性比较分析与复杂因果关系

#

鉴于篇幅所限# 文中不再报告)]个次级变量的一致性值和覆盖率+ 真值表及相关计
算数据$ 如有需要# 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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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反取值' 得到)* 个条件变量, 当J529197<2/:$n1

*

U1%

+

#4% 时' 可以认
为n是U的充分条件$Y105;à D5G<' *#)#% ,

如表+所示' 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 所有条件变量的取值都
没有达到#4%' 即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计算了所有次级变量的一致性' 其中*舆论讨论'媒体影
响力+ 的正向一致性值为#4]&' 负向一致性值为#4%$' 均达到了充分条件的判
断阈值, 经进一步分析多个案例文本及数据后发现' 公共危机次生网络舆情一
旦产生' 高影响力媒体的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舆情热度' 但这种提升不具
有明显的导向性' 只提高事件本身的关注度,

表+!单条件变量一致性值& 覆盖率表

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正向结果变量取值)# 负向结果变量取值#"

条件变量 一致性值 覆盖率

O'政府舆情处理! e" #4$+ #4(&

O'政府舆情处理! '" #4+& #4""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e" #4+( #4("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4$$ #4"%

J'政府本身因素! e" #4&+ #4((

J'政府本身因素! '" #4"% #4"#

^'次生群体性事件! e" #4*( #4(%

^'次生群体性事件! '" #4(+ #4+*

N'公共危机元事件! e" #4$# #4$"

N'公共危机元事件! '" #4$* #4+&

S'舆论讨论! e" #4(] #4$"

S'舆论讨论! '" #4*+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覆盖率$J5E<@.P<% 通过计算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交集
$RE<@H.-% ' 来测量某个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结果的估计范围, 当
J5E<@.P<$n1

*

U1%

+

#4] 时' 可以认为n是U的必要条件$Y105;a`D5G<'

#!!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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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表+所示' 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 条件变量的覆盖率均没
有达到#4], 从数据结果看! *舆情处理$ e% + *政府本身因素$ e% + *次生
群体性事件$ e% + 三个条件变量更具有解释效度- 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
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 同时' 所有次级变量的覆盖率均未达到#4]'

故在此不表,

$二% 条件组合计算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能否解释结
果变量, 由于分析软件给出的条件组合非常繁多' 首先通过布尔代数$>55H<.2

OHP<G@.% 最小化对条件组合进行化简' 然后计算所有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值'

结果显示! +组条件变量组合的一致性值
+

#4%' 且有对应的路径案例- 其中'

政府舆情处理$O%

"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政府本身因素$J%

"

舆论讨
论$S%

,

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KA>D% 是所有高一致性值组合中共同出
现的核心路径' 其一致性值为#4%&- 次生群体性事件$ %̂ ) 公共危机元事件
$N% 两个变量在具体的案例中更多起到次要作用, 具体分析详见后文典型案例
过程追踪部分, 见表$,

表$!条件变量组合结果表

编号 条件变量组合 对应的路径案例!节选" 一致性值

) O

"

>

"

J

"

^

"

N

"

S *#)&年湖北仙桃反焚事件 #4%)

* O

"

>

"

J

"

^

"

S *#)*年四川什邡钼铜事件 #4%"

" O

"

>

"

J

"

N

"

S *#)%年山东寿光洪灾 #4%*

+ O

"

>

"

J

"

S *#)%年福建泉港碳九泄露事故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与演化的逻辑模型构建

综合考量各案例的演变逻辑' 基于单变量) 条件变量组合的定性比较分析
结果' 结合生命周期论相关观点' 以变量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阶段划分依据'

构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逻辑模型' 详细解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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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与演化的逻辑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_社会风险阶段

图+!社会风险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此阶段公共危机尚未爆发, 从风险研究的视角来看' 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
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体$张海波' *##(% , 政府通过风险预警机
制进行公共危机防控' 是此阶段发挥作用的唯一主体, 本研究将不同的预警机
制统一概括为对公共危机的*征兆察觉+ $即子变量>)% , 一般而言' 在政府察
觉到公共危机发生的征兆时' 可能提升其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后的反应速度
$>"% , 但也有多个案例表明政府察觉到公共危机发生征兆' 由于错判) 误判形
势' 或不够重视' 致使错过公共危机预防和处理的黄金期, 从计算数据上讲'

征兆察觉$>)% 和反应速度$>"% 有较高的一致性值$#4(%% ' 但并不足以成
为其充分条件, 在该阶段' 事件未被大部分网民关注' 只以个人意见的形式散
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 是次生型网络舆情生命周期的起点, 如若各个部门单
位能在这一阶段及时察觉社会风险' 做好监控' 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及时有效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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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回应' 将有利于预防大规模的谣言传播,

*_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图$!公共危机爆发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社会风险在集聚到一定程度后' 演变为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爆发后' 政府
介入并进行公共危机响应$>% , 是否提前察觉到公共危机爆发的征兆$>) % )

是否为单维管制) 打压的处置方式$>*% ) 处理速度是否迅速$>"% 都会对公
共危机响应的效果产生影响, 此时' 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J)% ) 公共危机元
事件的类型$N)% 与次生群体性事件$ %̂ 的一致性值较高' 分别达到了#4%]

和#4%(' 可以近似认为是次生群体性事件的充分条件, 即在公共危机中' 政府
单维管制) 强力打压的处置态度对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起决定性作用' 公共
危机的人为程度较高$尤其是政府过失' 如政府行为失当或监管不到位% 可以
决定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通过跨案例分析发现' 如果政府在危机响应中态
度积极' 及时应对' 即便是规模) 危害较大的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也不易诱发
次生群体性事件, 此外' 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政府的危机
响应态度$>*% , 政府往往畏惧*一票否决+ 的考核体制' 被倒逼转变处置态
度' 并借助相关手段来重塑政府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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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图&!网络舆情形成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网络舆情的起点是公共危机元事件$N% ' 经一致性检验' 类型$N)% 为元
事件$N% 子变量中的核心变量$一致性值#4%&% , 即' 公共危机事件的人为因
素$尤其是政府过失程度% 越高' 其爆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充分性就越高, 而元
事件的规模大小$N*% 和危害结果$N"% 的一致性值分别为#4"+) #4(&' 即
公共危机的区域规模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低' 公共危机的危害
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较高' 但并不足以成为其充分条件和必要
条件, 其次' 政府危机响应过程中的各种措施与价值导向往往是舆情议程的主
题' 此时政府公信力$J*% 对媒体信息客观性$S)% 具有较高影响' 一致性值
为#4(), 在危机响应的现场层面'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所包含的处置方式
$>*% ) 反应速度$>"% 为民众提供了议论评价的信息基础, 在舆情处理中' 信
息公开的发布及时性$O"% 和渠道多样性$O+% 则影响着民众在网络议论中能
否及时接触到充分真实的信息, 同时' 民众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形象的认知
模因$X<6<% ' 并以模因为核心进行猜测) 传播作为网络舆情形成阶段的话题,

次生群体性事件$ %̂ 在上述情境下以其行为强度$ )̂% ) 聚集程度$ *̂% ) 组
织状况$ "̂% ) 持续时间$ +̂% 等因素对原有网络舆情环境进行冲击并提供了
重要话题与议程,

+_网络舆情危机爆发8网络舆情消解阶段
网络舆情形成后' 伴随着舆情主体注意力的聚集) 削弱与转移' 存在愈演

愈烈与逐渐消解两种趋势, 与线上网络舆情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线下政府公共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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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响应$>% ' 处置方式$>*% ) 反应速度$>"% 不断为民众输送讨论的话题,

此时若次生群体性事件$ %̂ 仍在持续$ +̂% ' 会使网络舆情不断加温加热, 在
此阶段' 媒体的介入大大提高了公众对元事件的关注与讨论的热度$S"% ' 媒体
因其影响力$S*% ) 客观性$S)% 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网民意见的集聚, 而作
为另一互动方的政府' 一方面其回应质量$O*% ) 信息公开的及时性$O"% 和
渠道多样性$O+% 形成对舆情的互动回应' 另一方面又以强制手段$O)% 形成
对舆情的工具回应, 回应的效果因回应所体现的决策偏好$J)% 与回应者本身
的公信力$J*% 的差异对网络舆情的趋势产生影响, 上述因素共同影响着网络
舆情的发展走势,

图(!网络舆情危机爆发8网络舆情消解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典型案例过程追踪

由于jJO技术具有*黑箱特性+ ' 需要使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作为*手
电筒+ 来完成以下两个目的! 验证计算结果是否偏离案例实际内容' 案例是否
提供了与计算结果相反的竞争性解释- 探索*黑箱+ 内部的作用机制' 即jJO

计算得出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何以产生' 提出具有理论概括性的概念来对作
用关系进行解释, 在此部分' 基于分析软件给出的路径案例' 本研究将计算结
果回归案例进行检验' 详细阐述模型中多变量协同作用的演化机制,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选择过程追踪典型案例, 首先' 除覆盖所有变量的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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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变量组合外#

' 为每个具有解释力度的条件变量组合选取至少一个案例进行过
程追踪, 其次' 遵循最大集合成员资格原则$ F@12/1-H<5MX.a16;6 W<7

X<6G<@901-% $A<5@P<̀ O2=@<[' *##$% , 即选取那些条件变量组合一致性值最
大的案例, 限于篇幅' 仅展示核心路径*O

"

>

"

J

"

S

,

KA>D+ 的案例过程追
踪结果,

$一% *#)%年T市S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 案例简介

*#)%年))月' T市S区发生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 造成了了严重水体)

空气污染' 对当地群众的健康安全造成了恶劣影响, 当地相关部门危机处理手
段失当' 并进行了相当的言论控制' 致使民众与相关部门形成舆情对峙, 舆论
经不断加温加热后' 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二% 过程追踪

)_社会风险阶段
S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并非纯粹的意外事件, T市政府发布的"通报S

区化学品泄露事故调查及处置情况# 称' S区有关部门在事发前对相应物品的
日常检查中存在着*走过场+ 现象, 相关部门长期漠视社会风险' 使孕灾环境
不断恶化' 其征兆察觉甚至晚于周围群众$>)% ' 直接导致危机响应迟缓' 直
到接到群众举报后相关部门才开始采取措施$>"% ,

*_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相关部门的迟缓应对$>"% 使得部分泄露物流向临近的海域' 受灾范围进

一步扩大' 临近的海域与空气受到了泄露物的扩散污染, 区域居民的渔业设施
遭到泄露物的破坏' $*名疑接触泄露物者送医, 对于这场与政府监管不力具有
较强关联的公共危机' 民众本身带有负面的舆论情感, 在相关部门持续公共危
机响应不力的背景下' 网络舆情逐渐形成,

"_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危机的响应不力为网络舆情形成填充了负面的基调' 而相关部门舆情处理

失当则进一步加深了线上线下的负面情绪, 首先' 当地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不
及时与发布渠道单一, T市市农林水局所发通知未对民众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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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分析包含所有变量的路径# 因为结果从经验上来讲是多因素决定的$ 即当所有
条件变量均存在时# 从经验上来讲结果必然发生!A<@@12P# *##(" $ 同时# 在本研究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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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

"

N

"

S的路径可以被O

"

>

"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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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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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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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未注明危险物的名称$O" % - 且这些信息仅通过当地部分媒体进行发布
$O+% , 信息公开不佳在民众心中产生了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前置不满, 其次' 当
地相关部门表现出与民众利益相悖的决策偏好, 事发次日' T市环保局在"环
境空气质量通报# 中称*各项大气指标已恢复正常' 并持续改善向好+ , 但当地
群众反映' 环保局为了得到合格的空气检测指数' 在通报前后采取向当地空气
质量监测点喷水的措施$J)% , 现实的状况与官方通报的差异引发了民众对相
关部门的质疑, 民众的负面情绪逐渐酝酿' 形成对政府负面的认知模因' 而此
时遵循政府通报口径的当地媒体报道激化了这一趋势$S)% , 政府危机响应不
力) 舆情处理失当) 自身失范三类因素共同作用下' 导致民众认为必须依靠自
我发声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_网络舆情危机爆发阶段
民众不断在互联网媒介上进行事件的*民间介绍+ 与情绪表达' 并形成了

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舆情, 但通过分析爬取文本发现' 这些表达在演变过程中
不断被政府采用管控手段进行抹除$O)) J)% ' 讨论热度波动强烈, 政府危机
回应不力与一味强压的舆情调控举措导致网络舆情的不断酝酿发酵, 民众在这
种情况下持续通过网络媒介反映不满情绪' 网络舆情不断积蓄与加温加热' 最
终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六&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本研究的结论和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 政府舆情处理失当)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 政府自身失范与舆论
讨论失控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 其组合路径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
条件, 从整个过程来看' 上述四个因素构成了*政府三角形'舆论讨论+ 耦合
机制' 具体阐释如下! 政府自身因素的决策偏好直接作用于政府舆情处理和政
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成效) 政府自身因素的公信力决定舆论讨
论初期的客观性' 并持续为舆论讨论提供议题- 政府舆情处置与舆论讨论双向
互动' 相互作用, 同时' *政府舆情处理失当+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 *政
府自身失范+ *舆论讨论失控+ 四个核心因素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 任意两个
或三个因素出现' 都不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 该观
点不同于既有研究中*政府) 媒体) 网民) 公共危机特质等各类因素对网络舆
情危机形成均非常重要+ 的结论,

其次' 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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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公共危机元事件的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群体性事件爆发一致性值
较高' 次生群体性事件为网络舆情提供负面议题' 两者组合形成正反馈机制,

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一致性值较高' 从自然因素到人
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 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递增, 不同于既有研究
普遍认为*媒体) 公共危机元事件是决定舆情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 ' 政府*是
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主体+ 等观点, 为网络舆情研究中媒体) 政府) 公共危机
事件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再次' 随着公共危机和网络舆情的发酵' 媒体介入会对舆情热度有较大提
升' 但这种提升主要起*催化+ 作用' 不改变舆情的演化路径,

此外' 本研究完善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式, 既有研究中' 变量体
系构建的完备性) 使用jJO计算结果产出理论的严谨性一直是jJO应用中的两
个难点$T;P' *#)"% , 新范式提供了科学化) 可操作化的完备变量体系构建方
式和理论产出方式, 此外' 改进jJO方法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论域应
用' 克服了传统研究大样本回归分析观察值不足的缺点' 也弥补了案例比较由
于样本过大难以进行控制的缺陷,

本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论性解释, 研究的
不足之处在于' 没有采用网络舆情大数据对结论进行定量检验' 构建的理论模
型对于其他类型的网络舆情危机可能并不具备解释力, 对于危机研究本身而言'

通过文本数据还原实际网络环境下舆情的动态演变过程' 可以为本研究的理论
性解释提供有效补充, 在后续研究中' 研究者可以结合网络爬虫与复杂建模技
术' 构建多案例) 多维度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仿真模型' 并选取额外案例对
其拟合度进行检验' 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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