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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嬗变与政府干预最优策略
——基于“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仿真分析
李燕凌，刘科呈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 2017 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微博数据、网络舆情传播系统动力学原理及其 SEIR 模型的

仿真模拟研究表明：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影响各类网民群体间的数量变化及其舆情走势。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对
照参数实验组，得到不同政府干预情形下的网络舆情演化趋势。进一步运用智能计算软件 Maple 对最佳效用函
数进行求值，验证政府最优控制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调控系数 m1＊分别为 0.0735、0.0299 时，政府舆情
引导效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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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emergenc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optimal strateg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hild abuse event
in Red, Yellow and Blue Kindergarten"
LI Yanling, LIU Kec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microblog data of the "child abuse incident in Red, Yellow and Blue Kindergarten" in 2017, the dynamic
principl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simulation of SEIR model show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quantity change and public opinion trend among various groups of netizens.
On this basis, through setting 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control parameters, we can get the evolution tren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urthermore, the best utility function i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intelligent computing software Maple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government optimal control
＊

＊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tervention coefficient is m1 ＝0.0735， m2 ＝0.0299,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s the best.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ptimal strategy; child abuse event; Red,Yellow and Blue
Kindergarten


网络舆情是指在一定社会空间内，网民通过网

效应的社会舆论或群体性网络情绪[1]。网络舆情的

络传播中介获取、传达、感知信息所产生的个体情

传播和演变具有爆发性、不确定性、隐匿性和互动

绪、态度和观点，并通过不断传播而形成具有聚集

性等特征[2]。据CNNIC第43次报告，2018年中国网
民达到8.29亿人。随着互联网逐渐渗透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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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民数量爆炸式增长，一旦在互联网上出现关于
某负面事件报道，极可能在瞬间形成剧烈的网络舆
论风暴。这不仅加剧原生事件的应急管理难度，还
可能引发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网络
舆情有效治理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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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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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中的观望者，也就是第四类群体。这类群体是

近年，学界围绕网络舆情治理，尤其是在舆情

经典 SIR 传染病模型的“潜伏者”。于是 SIR 传染

危机爆发后如何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能迅速精准

病模型演变为具有“潜伏者”变量的 SEIR 模型。

地读取舆情传播动态，预测舆情演化趋势的“治舆”

并发现舆情平息的关键阈值 R0，当 R0＞1 时，舆情

机制，实现中央提出的在控制社会风险和激发网络

就会扩散；当 R0≤1 的时候，系统将处于渐进稳定

[3]

活力之间保持合理平衡 开展了广泛探讨。曾润喜
[4]

等 利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数据，得出网络舆情
[5]

状态，舆情逐渐消亡。从理论上讲，对于渐近稳定
的网络舆情传播事件可建立舆情传播 SEIR 模型，

调控的具体步骤。张一文等 构建了由政府、网媒、

并构建网络舆情调控社会效用最优函数，但由于复

网民及传统媒体组成的四方交互的系统动力学模

杂网络的舆情信息演化路径不能仅从数理推导中

[6]

型。康伟 通过对网络舆情传播中网络结构的测量，

获取，因此采用计算机仿真建模法模拟网络舆情信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政府的对舆情调控

息在复杂网络中的扩散过程和传播效应逐渐成为

[7]

的引导对策。ZhaoLaijun 引入动态遗忘速率的概
[8]

主流。

念，建立了平均场系统动力学模型；吕鹏 运用演

2．基于数据驱动的仿真建模方法

化博弈研究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社会舆论观点的演

仿真也称模拟研究，是通过构造现实系统的数理

化情况，并建立了可预测政府调控成本的舆情传播

模型，实现对事件真象及其演变规律进行深度挖掘和

模型。

调控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21 世纪初，美国兰德公司

文献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学者对网络舆情传播

首先提出“人工社会”（仿真社会）概念，并将这一

规律进行了建模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鲜有深

概念用于计算机内复杂社会系统的刻画[15]。2000 年，

入基于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探讨政府舆情最有效的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动态数据驱动应用系统方

调控方法的分析。鉴此，本研究拟基于“红黄蓝幼

法，实现了仿真建模的“人工社会”系统向真实系统

儿园虐童事件”微博数据，通过数理建模及仿真验

的逼近[16]，复杂系统的研究者[17,18]都十分推崇此种基

证，网络舆情中政府调控的最优系数，进而探究不

于数据驱动的仿真建模研究。

同情景下政府调控策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寻

数据驱动的仿真模型构建的重要前提是获得

找在舆情危机中政府对网民群体的最优引导策略。

模型驱动所需的必要实证数据和科学的理论分析
框架，包括支持模型运行的各项参数、模型驱动所

一、网络舆情仿真建模理论与方法

需的科学理论方法。数据驱动的网络舆情事件的仿

1．网络舆情传播的动力学系统理论。

真建模主要包括舆情主体、事件主体、传播网络及

早在 1760 年传染病 SIR 模型的思想运用于系

调控路径 4 个维度，其理论和方法可概括为图 1。

统动力学后，Hamer、Ross 等便建立了传染病数学

（1）舆情主体建模，即舆情主体类别及属性

[9]

。 1927 年

确认。一般来说，舆情主体类型包括政府、网民及

Kermack，McKendrick 发现传染病在人群中的扩散

媒体等。在建模过程中，政府主体一般使用政府部

机理与网络舆情信息在网民中的传播机理存在许

门的官方政务微博作为替代；网民主体分为普通网

多相似点，以伦敦黑死病为研究个案，构建了 SIR

民和积极传播属性的网民；媒体主要包括传统媒体

仓室模型。该模型后来在谣言传播、流行病防控与

（如纸媒）和新媒体（具有意见领袖性质的自媒体

模型，并做了相当多的相关研究

[10]

政府鞠策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Leskovec 等

。此后，Fred，

[11-12]

采用 SIR 模型研究网络舆情危机

的传播规律，进而提出相应的政府应急对策。
随着 Web4.0 的迅速发展，民众参与的网络环
境越发复杂，网民群体与外部环境变量之间的交互
[13]

[14]

等）。主体属性包括，其基础属性(如微博赞转评状
态、影响力等)、话题传播状态（爆发、稳健下落、
平息）、事件情感状态(积极、消极)、主体行为(传
播状、免疫状等)。
（2）事件主体建模，即舆情事件中公众情绪

认为在交互活动中，

量化及事件后续演化预测。公众情绪量化可通过对

除了易染者 S、传播者 I 和免疫者 R 外，应当加入

舆情事件相关的公众评论语料进行情感判断、情感

性也日增

。Castagnet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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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染病模型等对舆情演化路径建模。

预测主要是通过使用经典演化预测模型，如动力

图 1 数据驱动的网络舆情仿真模型构建

（3）传播网络建模，即模型驱动所需的数据

据新浪舆情通及百度指数舆情平台数据资料，“红

和建模支撑理论。传播网络是指为舆情主体交互传

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暴发当日热度指数和舆情传

播提供场地的平台,目前主要有三种常用于网络舆

播期内整体的舆情走势如图 2。从走势图来看，
“红

情仿真系统传播网络构建的方法

[19]

。其一，基于现

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网络舆情从 11 月 22 日开始

有的复杂网络理论，随机生成的网络，如随机网络、

发酵。11 月 23 日 19 时，因与军队相关的谣言在网

无标度网络等；其二，通过舆情监测系统拿到特定

上热传，导致舆情热度指数暴涨，仅 4 小时舆情热

事件的舆情数据，得到相关用户的具体行为网络及

度指数就增长 8.8 倍，并于 11 月 24 日达到热度顶

受其影响的扩散网络，用真实数据驱动舆情的仿真

点。11 月 24 日教育部、北京市教委同时发声开展

系统；其三，通过统计大量真实的相似事件，获取

幼儿园安全大检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虐

特定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特征，进一步运用复杂网

童事件再现，“幼有所育”的底线不容击穿》。随

络理论构建的特定事件的传播网络模型，通常被用

后，网络舆情热度指数下降，11 月 27 日出现第一

于舆情系统的批量仿真活动。

个舆情指数低谷。后因涉事幼儿园态度暧味、处置

（4）调控路径建模。即综合舆情传播系统的

迟缓，11 月 29 日舆情一度反弹。当日，北京市朝

各个不同要素，包括对不同属性的网民群体、不同

阳区人民检察院宣布对该案涉嫌犯罪人刘某批准

阶段进行不同策略的舆情引导等，在技术上体现为

逮捕，红黄蓝教育机构向社会发表公开道歉信并承

控制网络关键节点、控制网络传播速率、政府信息

诺全国范围内整改，网络舆情再度下降，12 月 3 日

公开、媒体引导等。

基本平息。
（2）数 据 获 取 与 仿 真 建 模 。 本 研 究 采 用

二、突发事件个案网络舆情仿真分析
本研究以 2017 年具有高热度网络舆情的“红
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例，基于经典的系统动力
学舆情传播 SEIR 模型理论，采用 Python Scrapy 网

R2016b 版 Matlab 仿真软件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相关舆情爬虫数据及各
转化率参数见表 1。
表 1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相关舆情爬虫数据

络爬虫工具在微博抓取的事件真实数据，构建仿真
模型对该事件网络舆情进行仿真模拟研究。
（1）案例描述。2017 年 11 月 22 日晚，数十
名家长聚集在微博社区反映自己在北京朝阳区管
庄红黄蓝幼儿园就读的幼儿疑似遭遇幼教扎针、喂
食不明白色药片，并附上了孩子多处针孔伤口图。

日期

用户

日期

转化率

S

2017.11.22-25

150

2017.11.26-12.31

β=0.75

E

2017.11.22-25

220

2017.11.26-12.31

θ=0.65
α=0.45

I

2017.11.22-25

560

2017.11.26-12.31

λ=0.45

R

2017.11.22-25

58

2017.11.26-12.31

γ=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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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前首先对该事件的新浪微博爬虫数据

数 α、β、γ、λ、θ。接着，将数据输入 SEIR 模型微

进行文本分析整理，并根据经典系统动力学舆情传

分方程组，求得任意时间 t 的 S(t)、E(t)、I(t)和 R(t)

播 SEIR 模型理论，按照网民属性特征对爬取信息

参数值。进而设置对照组，通过调节转化率参数对

进行分类，分别获得网络舆情信息易染者 S(t)、潜

原始数据进行对照模拟实验，以检测数据是否符合

伏者 E(t)、传播者 I(t)和免疫者 R(t)四类群体的数量。

先验估计。最后，通过模拟分析政府采取不同介入

然后参照马建锋“长江学者”团队系统传播动力学

措施时，各类网民群体间的数量变化及其舆情走

SEIR 演化过程各参数的算法

[20]

，得出模型各项参

势。
红黄蓝事件舆情走势

红黄蓝事件热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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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新浪舆情通暴发当日热度指数和整体舆情走势

（3）仿真结果及其分析。应用仿真模型输入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真实数据进行自然状态

有效控制，舆论逐渐平息。对原始数据的仿真模拟
与现实基本一致，说明数据有效。

下的仿真。在政府介入并引导舆情后，网民易染者
S(t)、潜伏者 E(t)、传播者 I(t)和免疫者 R(t)四类群
体的演化趋势，如图 3 所示。

三、政府舆情控制模拟及最优干预策略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仿真模拟结果表
明，政府介入能够有效影响各类网民群体间的数量
变化及其舆情走势。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利用管
理工程 Maple 计算软件仿真模拟政府干预行为及其
效果，以寻求其最优舆情引导策略。
政府的网络舆情干预必然产生社会成本，诸如调
查、巡防、取证以及信息公开所消耗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等行政成本、为辟谣而产生的社会信用成本、
因操作失误发布不全面或存在主观片面的官方通告
付出的巨大风险成本[8]，以及因封锁网络信息、删贴

图 3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政府介入下

等造成民众满意度下降所支付的民意成本[21]。为使社

网民群体演化趋势

会成本消耗最小化，并有效遏制消极网络舆情及引导

仿真模拟表明：在警方通报该事件后，网民易

网络舆情传播向积极方向演变，在舆情演化的不同阶

染者 S(t)数量在 10 小时内迅速减少。潜伏期内的

段，应针对不同属性网民分别采取不同的引导策略，

潜伏者 E(t)人数先是大量增加，可能由易染者转化

以期实现政府舆情引导的社会效用最优化。

而来；然后迅速减少，转换成传播者或免疫者；传

（1）参数设置。根据表 1 有关原始数据，在设

播者 I(t)的数量大量增加，由潜伏者转化而来，并

置不同参数的情况下，可得到易染者，潜伏者，传

在官方信息通报后缓慢降低，最后进入稳态。免疫

播者和免疫者等各类网民群体在事件发生后相互转

者 R(t)最初的数量极少，而随着时间演化逐渐增

化的转化率变化趋势（表 2）。再根据不同参数条件

大，最后大多数网民成为免疫者 R(t)，即舆情得到

可仿真观察到各类网民群体的变化趋势（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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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各类网民群体转化率对照表
α

β

θ

γ

λ

μ

基础情景

0.45

0.75

0.15

0.45

0.45

0.07

情景一

1.00

0.75

0.15

0.65

0.45

0.07

0.75

0.75

0.15

0.65

0.45

0.07

0.25

0.75

0.15

0.65

0.45

0.07

0.00

0.75

0.15

0.65

0.45

0.07

0.45

1.00

0.15

0.65

0.45

0.07

0.45

0.75

0.15

0.65

0.45

0.07

0.45

0.25

0.15

0.65

0.45

0.07

0.45

0.00

0.15

0.65

0.45

0.07

0.45

0.75

1.00

0.65

0.45

0.07

0.45

0.75

0.70

0.65

0.45

0.07

0.45

0.75

0.25

0.65

0.45

0.07

0.45

0.75

0.00

0.65

0.45

0.07

0.45

0.75

0.15

0.00

0.45

0.07

0.45

0.75

0.15

0.50

0.45

0.07

0.45

0.75

0.15

0.75

0.45

0.07

0.45

0.75

0.15

1.00

0.45

0.07

0.45

0.75

0.15

0.65

0.00

0.07

0.45

0.75

0.15

0.65

0.25

0.07

0.45

0.75

0.15

0.65

0.75

0.07

0.45

0.75

0.15

0.65

1.00

0.07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四

情景五

考察 α

考察 β

考察 θ

考察 γ

考察 λ

基于表 2 数据，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

着 β 值的降低，S 类网民群体逐渐增加，而 E、I、

设置参数对照组，对原始数据进行对照模拟实验，

R 三类网民群体则逐渐减少。信息报道率 β 越低，

检测数据是否符合先验估计，即是否满足 R 0 =
θαβ
，并预测政府不同的调控行为引导下各
(1 + α )(1－γ)

网络舆情事件扩散速度越慢，舆情事件的消极影响

类网民群体之间的变化趋势。

也就越小。
类似地，我们能够得到如下仿真结果：
（1）政府调控潜伏者向传播者转化时，即调

（2） 仿真模型有效性检验。从表 2 可观察到

控 θ(1-θ)影响潜伏者向免疫者转化，θ 越高则(1-θ)

不同参数条件下仿真模型里网民群体的转化趋势。

越低）。仿真结果显示，当 θ 取值 0.25、0、75 和 1

由于篇幅有限，现仅给出改变信息报道率 β 的情景

时，满足 R0≤1，系统处于全局渐进稳定，仿真结

二的模拟结果，即降低易染者向潜伏者转化的政府

果符合先验估计；而当 θ=0 时，舆情在未知情况下

调控措施仿真结果（图 4）。改变其他参数时，网

趋于稳定，不符合先验估计。

民群体转化的仿真结果可类似地给出。

从政府对网民群体引导角度，1-θ 也可视为政

政府调控易染者向潜伏者转化时，即调控 β。

府介入方式的公信力度。由仿真结果可知，扩散率

图 4-1、4-2、4-3 中 R0 分别为 0.23、0.12、0.06，均

θ 对 S、E、I、R 四类主体具有较明显的影响，当 θ

满足 R0≤1，系统处于全局渐进稳定，网络舆情逐

值取 0 时，主体 S、E、I、R 几乎失效。随着 θ 值

渐消亡；图 4-4 中，β=0，系统崩溃。可知，仿真结

的降低，S 类网民群体明显下降，而 E、I、R 类网

果符合先验估计，仿真结果参见图 4。

民群体逐渐上升，传播者 I 在 θ=1 时，达到峰值，

从政府策略引导网民群体的角度来看，β 可视

可见 θ=1 时，网络舆情事件传播的影响效果最大。

为信息报道率。由图 4 可知，政府要对易染者向潜

从结果中可知，θ 值越高，传播者增速越高，网络

伏者调控时，需调控信息报道率 β。信息报道率 β

舆情扩散越快。

对 S、E、I、R 四类主体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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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β值下易染者(S)向潜伏者(E)转化

（2）当政府调控潜伏者向传播者及免疫者时，

γ>1 时，系统崩溃，仿真结果不符合先验估计；γ

即调控 α。当 α 在 0.25、0.75、1 取值时，均满足

＝0.75 和 1 时，运行时长超过系统有效时长，无法

R0≤1，系统处于全局渐进稳定，舆情逐渐消亡；

得出仿真结果，即 γ 在 0.75 及 1 处取值无意义。

当 α=0 时，系统崩溃。

从政府控制策略对网民群体的引导角度来看，

从政府控制策略对网民群体的引导角度来看，α

政府要对免疫者向传播者进行调控时，主要应加强

可视为政府执行力度，即实际的传播率，α 是扩散率

网络舆情传播后期管控，即调控“控舆”满意率 γ，

θ 的伴随参数。从仿真结果可知，虽然整体而言，传

防止出现明显的舆情“反弹”。

播率 α 对传播者 I 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但传播率 α
对免疫者 R 主体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政府调控传播者向免疫者转化时，即调

从模型有效性检测中可得知，政府若想降低潜
伏者的人群数量，则需控制信息报道率 β，比如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官媒报道等；若要降低传播者的扩

控 λ。在仿真结果中，当 λ 在 0.25、0.75、1 取值时，

增速度，则需控制扩散率 θ，来减少潜伏者向传播

均满足 R0≤1，系统处于全局渐进稳定，舆情逐渐

者转化，一般采取减少易引发公众负面情绪的行

消亡；当 λ＝0，系统崩溃。仿真结果符合先验估计。

为，增强政府介入方式的公信力，如雇佣第三方组

从政府控制策略对网民群体的引导角度来看,

织进行深入调查等；若想增大免疫者数量，可加强

政府主要将调控信息公开率 λ，λ 也可视为政府“辟

控制传播率 α，强化能带给公民正面情绪的举措的

谣”的力度。仿真结果显示，政府信息公开率 λ 对

执行力度；若想控制舆情传播范围，应在保持其他

S、E、I、R 四类主体具有较明显的影响。当 λ 值在

参数不变的状态下，尽量使 λ 值趋大。体现在实际

（0，1）时， S、E、I、R 四类主体呈活跃状态，

过程中则是，当网络舆情事件产生谣言时，需迅速

潜伏者 E 在 20h 时趋于稳定；λ 值越大，传播者 I

及时地辟谣；当网民对网络舆情事件产生疑问时，

下降速度越快，免疫者 R 增速越大，即网络舆情在

要及时合理地进行信息公开；从免疫者变化趋势可

更短的时间内趋于稳定。

知，政府采取柔性方式介入时，虽“控舆”时间较

（4）政府调控免疫者向传播者转化时，即调

长，但舆情被控制后，未出现明显“反弹”现象。

控 γ。在仿真结果中，系统运行有效时长内只能得

综上，从仿真结果来看，当政府控制潜伏者与

出 γ＝0 或 0.5 时，满足 R0≤1 条件，系统处于全局

传播者数量变化时，控舆效果最明显，这符合本研

渐进稳定，舆情逐渐消亡，仿真结果符合先验估计；

究建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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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引导网络舆情的最优策略。从上述

值原理构建引入时间变量的拉格朗日微分方程组，

仿真模拟结果来看，所有内置参数均有意义且符合

求得 m(t)1，m(t)2，于是我们便可得出政府的最佳干

模型先验估计，这也验证了政府最优控制模型的有

预系数中的具体最佳干预时间节点。至于，更为具

效性，即政府的不同引导策略对网络舆情演化趋势

体的政府调控方式、调控力度、影响后果等变量该

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进一步，本研究将根据政府

如何表达，受篇幅限制在本文予进一步探讨。

对网络舆情传播的最优控制模型，寻找政府对网络
[22]

舆情引导的最优策略。现借鉴经典研究成果

，利

本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政府若要实现
网络舆情调控最优化，需从舆情传播的四个阶段入

用庞特里亚金最大值理论，构建网络舆情传播 SEIR

手，在不同的传播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首先，

模型最优效用函数如下：
max W (m1 , m2 ) =

在舆情传播期，政府应该降低舆情扩散的速率。此
时若官方盲目发声，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因此政

∫tt10 [ A1 ( S (t ) + R(t ))－A2 I (t )－A3 (m12 + m22 )]dt

府信息公开时应当谨慎。其次，从仿真分析中发现，
＊

根据函数求出政府策略的最优控制变量 m1 、
＊

m2 的算法如下：
( ρ － ρ )(1－ θ )αE
m1* = 4 2
2 A3

段适当，且未有出现新的负面信息，即政府在介入
事件时，不能一味地采取强硬手段、忽略民众感受，
而应该增强介入方式的公信力，并及时公开事件进

( ρ － ρ )γUI
m = 4 3
2 A3
*
2

展情况。再者，政府在网络舆情的调控过程中，不

根据上面算法，将先验估计仿真结果代入微分
方程并输入智能计算软件 Maple，求最优控制变量
＊

＊

m1 、m2 的数值解。通过 Maple 计算机软件智能计
算，得出共四组微分方程组解（表 3）。

M1

M2

0.073483236

0.029858989

仅要时刻关注舆情传播的网民人数，还应关注舆情
事件本身对网民公众情绪的影响，包括公众对该事
件的情感认知（事件是否引发公众集体性焦虑、恐
慌、质疑等情绪）、事件所属的社会关注类别（优
先处理民计民生等敏感问题），以及是否存在前期

表 3 Maple 智能计算微分方程组数值解
数值解 1

舆情信息最终会进入稳态，但其前提是政府调控手

的强负面信息传播（如持久性网络负面情绪铺垫）
等，并针对不同的影响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及时

数值解 2 -1.685516516-7.800634006i -7.606489665+0.4629964008i

公开信息并避谣，避免事态恶化，必要时可采取关

数值解 3

-7.479734936

-0.4380930348

健词屏蔽、删帖等处理措施，避免负面情绪进一步

数值解 4

-1.685516-7.800634006i

-7.606480665+0.4629964008i

扩散。最后，在网络舆情调控的后期，政府应针对

＊

＊

由于 m1 、m2 仅在［0，1］中取值，因此后
三组数值解不存在现实意义，故仅对第一组数值解
进行仿真模拟。根据表 3 便可知，数值解 1 为最优
＊

＊

＊

＊

政府调控系数 m1 、m2 。当 m1 ＝0.073 5，m2 ＝
0.029 9 时，此时政府采取的网络舆情调控策略的成
本消耗最低、社会效用最大。本研究中的最优控制
＊

网民群体出现的“回踩”现象果断采取措施，阻止
网络舆情事件“反转”或“再反转”，谨防事件人
为恶化与炒作，加强善后措施并推动恢复社会信
任。从最优控制的角度来看，政府应额外强调对于
潜伏期和传播期的调控手段，若在此时将舆情有效
遏制，则可最大化实现舆情的平息。

＊

变量 m1 、m2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也不
是一个简单的政府删贴数量概念，而是一个综合的
概念。可以认为，最优控制系数 M1,M2 是由多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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