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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下，网络舆情监测对政府合理控制舆情方向、进行舆情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网络舆情监测系

统主要根据网络舆情需求，构建在.NET平台下基于Entity Framework模型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C/S和B/S框架体
系。系统对信息采集、信息过滤、关键词挖掘、舆情主题分类等模块进行优化分析设计和实现。应用马尔可夫模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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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发展态势划分为生成期、发展期、极速发展期和衰退期，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算实现了舆情的未来发展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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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era of big data,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overnments to
reasonably control the public opinion dire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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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mainly constructs the C/S and B/S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Entity Framework model under the .NET platform.The system
optimizes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dules such as information collection,information filtering,keyword mining,and lyric
topic classification.The Markov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system to divid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to
the generation period,the development period,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recession period.The calcu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reali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range of th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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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数据支持成为舆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迅速发展，对人们的
[1]

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已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研究方向包括网络舆论的传播、控制及相关问题

[2,3]

。据

对网络爬虫、中文分词、信息存储方式、马尔可夫模型等的
研究，来实现一个可以及时、准确的舆情监测和预测系统，
为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数据上的支持。

广播、电视之后能够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之一[5]。此外，

2 网 络 舆 情 监 测 系 统 需 求 分 析 ( R e q u i re m e n t s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超过六成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就各种话题发表言论并进行

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交流具有匿名、及时、参与程度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
我国网民数量已达8.02亿人[4]，互联网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

[6]

广、影响面宽、破坏面大等特点，这些特点给舆情监督的工

由于网络中的舆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现实世界中人

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国内外普遍重视舆

们的观点，并且对现实世界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

情监测关键技术的研究，目前，舆情监测涉及的技术非常

何才能监测和发现网络舆情，为政府或者企业提供决策上的

多，其核心多为网络信息抓取技术、网络信息提取技术、自

讨论 ，以充分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个体情感模型的舆情传播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671093）研究成果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阈值的群体
事件互联网舆情传递链路预测及监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704085）研究成果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
编号：16ZDA054）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受江苏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培育点（应急决策与舆情管理）资助（2017ZSTD022）.

38

2019年8月

软件工程

然语言处理技术。其中，网络信息抓取技术多指利用网络爬

3.2 系统数据流程图

[7]

虫工具进行信息抓取工作 ；网络信息提取技术则指将文本里
[8]

系统的数据流来自采集模块，从自定义的采集网站中开

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多被处理为表格形式 ；自然语言处

始采集网络信息，采集的结果直接通过信息过滤模块，将用

理技术主要研究人与计算机交互的语言问题，通过分词、关

户所需信息从采集的网页源代码中分离出来，保存到本地数

键词提取等一系列操作对舆情状况进行分析，从而达到舆情

据库。随后，关键词提取模块读取采集信息的正文，利用中

监测的目的。

科院的ICTCLAS 2013版分词系统提取正文信息中的关键词

国内对网络舆情的监测起步较晚，又由于中西文的差
异造成中文分词技术、文本挖掘技术等许多先进技术无法借

及关键词在文本中权重，并将其保存到数据库中，系统的数
据流图如图3所示。

鉴，同时研究机构与应用机构又严重脱节，直接导致我国的
舆情产品比较昂贵同时发展也较为迟缓。不过，随着电子计
算机和互联网络在中国的普及，网络舆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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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大，网络舆情监控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其中以网智天
元、北大方正、西盈信息、人民网舆情为代表的软件公司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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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并且都实现了24小时实时监控、关键
词监测设置、舆情分析报告等基本功能。虽然国内的软件可
以完成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任务，并且提供完整的分析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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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没有提供对于舆情事件的趋势预测功能。

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概要设计(Overview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图3 系统数据流程图

3.1 系统总体功能介绍

Fig.3 System data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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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主要由舆情数据处理系统和舆情趋势
预测系统两个部分组成，在舆情数据处理系统中，又包括信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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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信息处理、关键词提取等模块。系统的功能模块图

4 网络舆情监系统关键模块的设计与实现(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key modules i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舆情数据处

理系统以及数据查询显示系统。其中舆情数据处理系统又包
括信息采集、信息处理、趋势预测等三个主要模块。该系统
主要用于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处理，为用户提供有效的舆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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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查询显示系统主要用于信息查询与趋势预测。该系

图1 系统功能模块图

Fig.1 System function module diagram

系统采用C/S和B/S相结合结构进行设计，C/S客户端主
要负责自动采集指定网站上的信息，并且对信息进行过滤和
分析，最后对信息进行存储；B/S系统主要用于数据展现、数
据查询以及舆情趋势预测等功能,系统的架构图如图2所示。

统主要为用户提供舆情信息、舆情分析统计，以及舆情趋势
判断等功能。其中，信息采集、信息处理、趋势预测也是网
络舆情监测系统中的重点与难点。
信息采集模块的实现步骤如下：
Step1：在数据库中准备好需要抓取信息的网站的URL地
址，并且配置好每个网站中的信息过滤规则。
Step2：根据用户预设的采集空间信息，初始化信息采
集模型，并且通过该采集模型，对URL地址列表进行循环采
集，下载当前页面的HTML代码到本地，然后由HTML解析
模型进行数据解析。
Step3：在HTML解析过程中，将网页的HTML代码根据
相应的网站信息过滤规则进行解析，并且将有效的信息保存
到本地数据库中。
Step4：循环上述过程，24*7小时执行数据采集的过程，
保持采集的数据的及时性。

图2 系统架构图

Fig.2 System architecture diagram

信息处理模块的实现步骤如下：
Step1：系统读取数据库中为被处理的帖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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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利用中科院的ICTCLAS 2013分词系统，提取出
文本中的关键词，以及关键词所占有的权重。
Step3：将关键词信息保存到数据库中，并且以此作为相
应帖子的内容标签。
趋势预测模块的实现步骤如下：
图6 帖子热度论坛对比图

Step1：将热度趋势划分为四个状态区间，大于0的分为

Fig.6 Post heat forum comparison chart

两个区间， =急速上升， =缓慢上升，小于0的也分为两个区

6 结论(Conclusion)

间 =缓慢下降， =快速下降。

综观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果，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与改

Step2：统计出热度趋势值从当前状态到下一刻状态的数
进：

目。
Step3：计算初始状态概率向量以及转移矩阵，预测对象

(1)在舆情趋势预测方面，通过将马尔可夫模型运用到舆
情监测的机制当中，有效地对大区间内的舆情事件趋势进行

5 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测试(Testing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了预测。

功能进行测试，确保系统能够给用户提供简洁、准确的数据
以及良好的用户体验。性能测试主要对系统的舆情主体分类
和舆情趋势预测的准确性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表明，本系
统可以准确地对信息进行舆情事件的划分和对舆情趋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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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功能测试中，主要对系统的UI界面操作，以及查询显示

(2)在舆情数据获取方面，系统所建立的规则不仅可以对
单个论坛使用，而是可以应用于多个论坛当中，保证了系统
所监测的论坛的普遍性。

(3)信息处理过程未详细研究，只是借鉴了中科院的

z.

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测试主要分为功能测试和性能测

m

在任何一个时期处于任何一个状态的概率。

ICTCLAS分词系统，对中文分词等过程及方法还需要进一步
的分析和研究。

(4)由于时间仓促，本文对于舆情信息倾向性分析，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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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分析等技术及应用未进行深入研究。

预测。

系统包括首页、舆情监测、舆情管理、舆情站点这四个
栏目，涵盖了系统需求部分所提及的所有功能。主页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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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关键词搜索界面，用户在搜索的文本框中，输入想要
监测的舆情的关键词，并且选择想要监测的时间段和监测的
网站范围，就可以得到与关键词相关的帖子数量日均变化图、
帖子热度日均变化图、帖子各站点比例图，以及帖子在未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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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内的趋势预测，搜索的结果页面如图4至图6所示。

图4 帖子数量日均变化图

Fig.4 Daily change in the average number of posts

根据本文总结的改进之处和不足，本课题展望如下：
通过实验论证，系统可以进一步完善中文分词模块；

对于本文未深入研究的技术和应用，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旨在全面提高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及实用
性，为舆情监测领域提供优秀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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