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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成为政府发展的新重点，国家重视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推广使用，突发事件本身及政府处置效果成为网络上民众的舆论中心，部分舆论对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极其不利，在应急管理的预防、监测、处置中需将舆情纳入其中，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具有极强社会性的网络舆情

等信息需要及时监测、分析和控制，同样也是要充分地利用当下的互联网优势，将高效的网络舆情相关技术应用在突发事

件舆情控制之中，坚决遏制企图破坏社会稳定的网络舆情，给社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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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当前的网络舆情形势

网络舆情主要是指网络受众在网络领域通过网络语言

和其他方式，围绕社会公共事务性的热点或普遍关注的议

题所表达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集合。随着的互联网的迅

速发展，信息在网络世界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与社会、

民众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这个人人用网的时代，社交

媒体迅速生长，舆论媒介快速增加，逐渐形成了圈层结构；

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已占全球网

民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我国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达 99.7%[1]，我国舆论主体数量上涨，上网时间增多，

形成过滤气泡；舆论客体更新速度增快，八卦话题多，网

络舆论的快速传播给社会和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

面，网络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的传播会影响民众对事件的

看法，容易导致事件信息失真，错误的、对社会不利的信

息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引起民众广泛关注，混淆视听，会

污染网络环境；另一方面，有心之人对网络加以利用，传

递错误的信息给广大民众，容易导致民众作出错误的判断。

1.2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近年来，突发事件在网络上越来越受到关注，从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到社会安全事件，因突发

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决定了突发事

件的网络舆情极其不易控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突发事件

快速发生后，社会、政府、人民都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

而部分不实言论极易在这个反应期快速传播，在社会上引

起极大反响；二是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也反应了

政府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其发生后与人民、国家都有

着巨大的联系，舆论的反向引导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使

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

1.3 网络舆情相关技术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第一时间将互联网发展最新成

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技术、

5G 技术等运用于网络舆情的监测搜集、分析研判、预警干

预和引导治理，关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可

谓纷繁多样、成果丰硕。政府越来越重视突发事件的应对

和处置，在应急管理的预防、监测、处置中需将舆情纳入

其中，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具有极强社会性的网络舆

情等信息需要及时监测、分析和控制，同样也是要充分地

利用当下的互联网优势，将高效的网络舆情相关技术应用

在突发事件舆情控制之中，坚决遏制企图破坏社会稳定的

网络舆情，给社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2 针对突发事件运用网络舆情技术

2.1 网络舆情监测数据收集

网络舆情监测数据收集主要可以通过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网页爬虫、数据采集工具和数据

交易等方式，快速收集舆情信息，以便及时地控制舆论。

2.1.1 API 接口调用

部分大型网站会提供 API 接口供开发者调用，如微博，

在已有的社交媒体提供的 API 接口中，我们就可以通过调

用这些 API 来获取想要的一部分数据。在突发事件中，我

们可以充分利用 API“中间件”的功能特性，利用 API 实现

数据共享性能，让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到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和应对。在控制方面，可运用不

同的接口设置对民众及用户屏蔽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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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是一种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地抓取万维

网信息的程序或者脚本。通过网络爬虫可以抓取网页包括

各种格式，包括 html、图片、doc、pdf、多媒体、动态网页

及其它格式等。在这些文件被抓取下来后，就可以把这些

文件中的文本信息提取出来。通过网络爬虫技术可以快速

地收集处理网络上复杂的信息，网络爬虫不仅可以广泛覆

盖收集到相关信息，还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能够发现网页

重复内容并消除该内容，这正符合突发事件的突发性质及

政府、相关人员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置，通过快速收集相关

信息，相关人员及部门能够迅速掌握到舆情发展态势，及

时发布信息，引导公众走向正确的舆论导向（见图 2）。

2.1.3 数据采集工具

数据采集，又称数据获取，是利用一种装置，从系统外

部采集数据并输入到系统内部的一个接口。大数据技术是

网络舆情管理数据的基础性内容，大数据为采集海量数据

信息提供了基础工具，可以选择的数据采集技术包括全文

检索系统、社交网站信息采集、RSS（简易信息聚合）摘要

搜集等 [2]。借助上述技术能够针对知乎、豆瓣、天涯、论坛

等各种知名论坛以及微博、微信、QQ 等常用社交媒体实施

数据采集。当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某一事件进行精准定位，

直接收集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广泛采集用户信息及网

上言论，实时掌握动态的舆情信息，掌握事件发展态势。

2.1.4 数据交易

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小到地区，中到

国家，大到世界，突发事件错误舆情的广泛传播对国家安

全影响极大，而针对政府本身不具备的条件，可以通过数

据交易更加广泛、精确地收集数据信息，在数据采集领域，

有许多独有的数据采集技术，根据突发事件舆情处置需要

与部分平台进行合作采集到特定需要的信息，帮助政府部

门判断、处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2.2 针对突发事件有关情感分析

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和严重程度都会给公众带来极大的

情感冲击，而公众的情感走向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情感

走向，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必要对公众的整体情感进行

分析，及时关注社会的广泛情绪，若公众情绪极度不稳定

或引起了较大恐慌，在应急处置阶段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安

抚公众，维护社会秩序。针对突发事件，对公众可以采取

以下方式分析情绪。

2.2.1 表情识别技术

网络舆情分析主要包括人工分析和智能分析，表情识

别技术就是通过计算机对人脸的面部表情进行智能识别并

分析出人所表达的情感。在舆情控制监测中，通过大范围

地对公众在网络中传播的图片、以及现实中的人脸进行识

别，该技术能够对公众面部表情进行一定的识别，但使用

范围有限，还需要不断发展。

2.2.2 文本情感分析

社会媒体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地方，成为信息

传播和社会关系维系的重要渠道，文本是社会媒体交流中

的主要媒体。伴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信息在

网上出现。网民可以在微博等公共平台上发布对于各类事

件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在舆情分析方面，通过

对热点事件进行情感剖析，寻找情感原因，对政府了解民意，

预防危害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意义 [3]。突发事件发生后，

针对突发事件本身，主要为了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预防不利

的言论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因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和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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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事件发生后容易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因此，需

要对舆情进行关注，通过对舆情进行分析，及时了解热点

突发事件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综合突发事件性质及文本

承载的广泛应用，对文本进行广泛的分析能够有效获取公

众所表达的情感方向和社会对该突发事件的偏向，政府能

够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

措施，在网络上及时引导大众舆情方向，避免引起恐慌。

2.3 网络舆情控制

上文主要谈及如何去收集舆情信息，那么在收集和分

析了舆情之后，还需根据已分析的数据信息快速反应作出

决策和处置，对舆情进行控制和处理。

2.3.1 网络舆情应急预案

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事件需要做好预防工作，更多

的把事后处置提前到事前预防上来，根据突发事件预测危

险源、危险目标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危害程度，来相应

地制定的舆情处置方案，建立突发事件舆情处置的总体预

案和专项预案，并根据预案进行相关演练。

2.3.2 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突发事件的发生后其信息公布的主要负责人是政府，

在信息没有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公众在社交网路平台容易

看到各种各样的言论，而正是在政府没有公开信息或者完

全公开信息的这段时间容易造成社会的各种不实言论，公

众在社交网络上也极易盲目跟风。因此，政府需要建立突

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机制，不仅要及时、公开，还需要准确。

不断去构建突发公共事件政府新闻发布协同机制，要克服

内部障碍和外部制约，着眼于与社会公众建立相互信任关

系和共同价值认知为目标，着力构建发布主体、内容、渠

道相互协同的新闻发布机制 [4]。

3 结语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媒体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突发事

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

应急管理预防和处置方面需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

控制。新媒体时代，政府积极有效地应对重大灾害并进行

灾后舆情引导，对于减少灾害损失、提高政府公信力和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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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缩小了，返工物料也相对应减少，返工区域修补刮涂，

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每台车节

约工时 1 个小时，减少物料 40%-60%。

将调好的腻子用刮刀刮到车体上，一般先将腻子填上并

刮满后，再收刮平整。要用力按刮刀，使刮板与物面倾斜

50 － 60 度角，以此最终目的达到车体表面平整，刮涂时要

尽量避免大的刀棱及残留腻子坠。注意：20℃时腻子适用

期为 4-6 分钟，温度高时时间更短。调好的腻子需要按要

求配比。重点区域刮涂，需要测厚仪实时监测腻子涂层厚度，

要求：腻子涂层打磨完毕后不能超过 1MM, 凹陷区域不能超

过 3MM。施工后使用仪器进行施工面检测，如图 5 所示。

涂装过底漆的车体表面，不一定均匀完整，往往留有

细孔、裂纹、针孔等缺陷，如图 6 所示。

另外受车体制造水平的限制，车体焊缝处难免会凹凸

不平。对于表面要求高的装饰性涂层，要求表面光亮、平整，

需要刮涂腻子，以便修饰涂层。刮刀是腻子刮涂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一把好的刮刀，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

人的劳动效率。由于现代轨道客车项目车体有许多内凹角，

还有碳钢车所使用的用于刮涂平面的刮刀已不能满足现代

轨道客车项目生产要求，所有我们需要一种新式的刮刀。

4 结论

比较传统腻子刀具，包括其方法和工艺在内，本刀具

优点显著，可以概括如下：现代轨道车辆腻子刮刀角度设

计合理，符合人体工程学，尤其适合车体楞线及狭小区域，

并且可以大幅减少腻子涂层上缺陷的产生，优化了劳动成

本和重复工作量，为公司带来了经济效益。此外，从价格

成本上来讲，本刀具成本较低；从结构上来讲，本刀具结

构简易，容易操作上手，加快了施工进度，节省了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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