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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Hierarchical 

Holographic Modeling is adopted for risk model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hina-related public 

opinion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lin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china-related 

public opinion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line are analyzed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isk 

level,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ountries to better 

promot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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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 HHM 等级全息建模方法进行

风险建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相关

案例为研究依据，更全面地分析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涉华舆情有关的风险因素，并依据风险等级

提出相应对策，为国家更好的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提供更科学、有效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HHM 模型, 一带一路, 涉华舆情, 

风险 

I.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

涉华舆情一直深刻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战略发展和政策环境，因此准确识别“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要素，构建

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为政府有效控

制、正确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

情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II. 研究现状  

根据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人类无法将

客观的物质世界直接转换成客观的精神世界，

必须要通过主观的精神世界及数学思维、哲学

思维等人类的智慧才能形成被大多数人理解

的客观知识
[22]

，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知识图谱可

视化软件将已获得的文献可视化，以更好地分

析和展示“一带一路”涉华舆情领域的研究现

状。 

CiteSpace 主要针对研究某一领域研究

主题的演进，因此本文以 CNKI 为数据源，由

于研究的是我国的涉华舆情应对策略所以仅

选取我国学者的文献。在显示的文献信息中剔

除会议通知、征稿等内容，经过 CiteSpaceⅤ

处理后，对该主题下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

析，如图 1，截选词频前四的关键词，可以观

察到，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从以下 4 个视角对

“一带一路”倡议舆情方面进行研究，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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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词共现分析网络 

 

注：检索式为：主题=“一带一路 and 舆情”or

“一带一路 and 舆论”，检索年限限定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1 日，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数据库来源选择：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

刊 

 

表 1“一带一路”倡议舆情方面研究视角 

视角 区域 涉及关键词 切入点 

国际关系 1 国际舆论、中澳

关系、曲折、美国、香

格里拉对话、特朗普等 

基于国际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将“一带一路”

涉华舆情看作国际关系的反映，根据相关舆情，

分析该时间段内的国际关系及趋势
[2-9]

。 

传播学 2 对外传播、媒体

融合、主流媒体、媒体

监测、舆论引导等 

基于新闻传播学视角进行研究，将“一带一

路”涉华舆情分类探讨并针对性的提出传播建议
[4,10-13]

。 

经济学 3 央企、国资改革、

经济等 

基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环境及实施过程中对国内及合作

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影响
[1,7,11]

。 

政治学 4 国际话语权、全

面从严治党等 

基于政治学进行研究，主要是对相关政

策及其影响进行解读
[10-12]

。 

目前我国学者已经从舆情方面对“一带一

路”倡议进行了多个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

国际关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其中国

际关系和传播学方面研究较深入、分支较广，

因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与本次研究无关，

所以本文将着重对“国际关系”、“传播学”视

角进行分析。 

1 区从国际关系角度，集中分析国外对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方向：第一，沿线

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经济上积极合作，对倡议给予肯定，另

一方面担心中国会对其国家政治构成威胁
[2-4]

。

第二，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一

定程度的误解，“中国的崛起将会控制全球的

经济”等论调层出不穷
[5-7]

。针对这些舆论，国

际关系角度的文献提出了理性应对、坚持价值

标准和自信等对策
[3-4,8-9]

。国际关系方面在情

报搜集、分析所用的时间较长，消息的滞后会

错过舆情应对黄金期。 

2 区从传播学方面，针对国际舆论提出新

闻宣传报道方面的建议：第一，以多家媒体的

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主流媒体“一

带一路”新闻舆论工作的现状
[10]

。第二，新时

期网络舆情传播呈现新的特征，塑造良好社会

形象，正确利用社会团体、意见领袖的影响，

引导舆论正确发展。
[11]

。第三，“一带一路”倡

议推进过程中处理与美俄印三国关系应该对

“一带一路”进行正面宣传，尽量避免使用“战

略”、“计划”等敏感、侵略性词语，以免对地

缘政治造成不利影响
[4,12-13]

。传播学方面的方

法针对对外报道是极其有效的，但是在应对涉

华舆情方面就显得十分被动，针对这一不足本

文致力于为将被动变为主动提出对策。 

综合以上两区的研究内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涉华舆情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基于

此，本文在定性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

华舆情的基础上，通过 HHM 模型探讨“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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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要素及我国政府应

对相关舆情的策略，为政府能够更快、更好应

对相关舆情提供决策思路，以期保证“一带一

路”倡议顺利推进。 

II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建模 
随着国家的强大与进步，中国国际话语

权显著增强，“中国方案”越来越受到国际社

会的关注，基于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提

出“5W 模式”理论，即传播主体(who)、传

播内容(Says 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客体(To Whom )、传播效果

(With What Effect )
[21]
，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涉华舆情实际情况，提出传播来

源、传播过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和民众

反应五大影响要素。 

A.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

情风险要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挑战并存，面

对相关涉华舆情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对我国存在的风险隐

患主要包括新疆社会治安问题、恐怖主义、

极端势力
[17]

等安全风险，中国经济模式与合

作国家本土经济模式相碰撞的政治和经济风

险，以及网络传播的不可控性和政府消息的

滞后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在反复迭代的过

程中确定不同主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涉华舆情中的风险要素（见图 2）。 

1) 传播来源要素识别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性质以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使地球村中各个国

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中国国际地位

提升后，中国的一言一行备受瞩目，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变成了全球热议的话题，

传播来源多样化。 

2) 传播过程要素识别 

自 2013 年我国新媒体、社交媒体发展迅

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使信息的

获取更加方便快捷，新增的视频、音频等传

播方式，增加了信息的可读性，使涉华舆情

更容易被理解，同时传统主流媒体为信息增

加了“权威性”，由主流媒体发布的舆论更

容易被公众相信，因此由主流媒体发布的负

面舆情更容易引起民众的负面情绪。 

3) 传播内容要素识别 

西方国家长期掌握话语权，面对中国的

崛起，西方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适应，以西方

为主导的舆情仍以曲解、质疑为主，内容涉

及文化、宗教、恐怖主义等多个方面，且不

当舆论、负面情绪极易引发舆情事件。 

4) 传播效果要素识别 

图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相关主体及其活动的 HHM 框架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volume 171

166



 

由涉华舆情热度持续时间来看，传播效

果既反映国外媒体的关注点，也反应国外群

众的对华认知和情感，既能反映媒体影响

力，又能透析发布环境。用户关注度高的媒

体，其发布的舆论更容易被用户评论和转

发。 

5) 民众反应要素识别 

舆情的最终反映形式是民众的反应，负

面报道会引导公众情绪向极端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当政府对相关舆情敏感度低、反应速

度慢，更会促使负面舆情爆发式增长。 

IV. 风险量化与评级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

险框架之后，需要对风险因素进行量化和评

级，以便为决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优先次序。 

表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传播来源 FI  反政府组织 F111,政府 F112,网民 F113,智库机构 F114,网

络推手 F115,宗教组织 F116,公益组织 F117,意见领袖

F118,企业 F119 

传播过程 F2 传播途径 F21 网络论坛 F211,视频网站 F212,电台广播 F213,自媒体

F214, 

报纸杂志 F215,社交媒体 F216,新闻网站 F217,电视新闻

F218 

 传播方式 F22 文本 F221,图片 F222,音视频 F223 

传播内容 F3  经济 F311,法律 F312,外交 F313,科技 F314,民生 F315,民

族 F316,军事 F317,宗教 F318,文化 F319,生态环境 F320,

国内政治 F321, 

地缘政治 F322,社会安全 F323 

传播效果 F4 事件影响力 F41 发布时间 F411,发生地点 F412,涉及人物 F413 

扩散范围 F414,扩散时间 F415,扩散程度 F416 

 媒体影响力 F42 知名度 F421,公信力 F422,覆盖率 F423 

民众反应 F5  ,政府处置 F521,政府态度 F522,利益相关度 F523 

参与程度 F524,对华情感 F525, 对华认知 526 

通过帕累托分析法( Activity Based 

Classification)对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分级：

首先将三级指标按综合权重降序排序；然后计

算权重累计占比；最后将累计占比分级，0%-

60%为高级风险，60%-85%为中级风险，85%-100%

为低级风险。 

分析得出高级风险11个，中级风险13个，

低级风险24个，其中高级风险因素为利益相关

度、对华情感、政府处置、参与程度、政府态

度、公信力、涉及人物、扩散程度、地缘政治、

发布时间、对华认知，这11个风险因素应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管理的重点，

我国舆情管理部门应着重做好针对这些风险

因素的应对策略。其次是中级风险，包括扩散

范围覆盖率、知名度、电台广播、扩散时间、

民生、民族、发生地点、音视频、意见领袖、

科技、政府、经济。低级风险包括：宗教、国

内政治、社会安全、图片、社交媒体、军事、

报纸杂志、文化、新闻网站、外交、反政府组

织、网络推手、宗教组织、生态环境、自媒体、

电视新闻、文本、网络论坛、企业、智库机构、

视频网站、法律、公益组织、网民。 

V.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防范

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具有传

播主体区域化、报道态势多元化、国内外共

鸣去中心化等特点，为了适应当前国际环

境，根据前文提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涉华舆情风险防范思路，本文针对 11 个高级

风险因素提出风险防范对策。 

A. 合理利用外媒，促成舆情的自

我矫正：针对传播内容中的高级风险采取

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使更多国家进一步认

识中国、了解中国，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立

场等方面的不同，外媒对中国“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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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某些外媒缺少权

威的信息来源，报道内容失真，如果我国不

能很好的利用外媒，那么国外舆论会更倾向

于传播负面信息，从而影响我国的国际形

象。 

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报道

内容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是“一带一路”倡议最直接的受益国，大

部分国家对倡议持肯定态度，但是一旦出现

负面涉华舆情对我国的影响将是极大的，因

此我们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报道内容，实时监测、及时分析，了解“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情绪，适当调整传播

重点。 

其次，参与角色不同，引导策略不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传播内容涉

及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内容，我国的引

导策略应根据舆情类别作出适当调整，例如

在面对涉及我国地缘纠葛的内容时，应大力

宣传倡议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打破

信任壁垒，确保倡议顺利推进。 

最后，新政策出台后应及时召开发布

会，实施有效的口径管理。要坚持与媒体统

一战线的思想。新政策发布后及时向基层工

作者及国内外媒体传达政策中心思想，使外

界及时了解新政策的决策思路及带来的福

利，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歪曲解读和报道。 

B. 第一时间发声，引导舆论秩序

恢复：针对传播效果中的高级风险采取的

对策 

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对信息新鲜度要求

较高，面对不确定的事件，“谁第一个发声，

谁就是知情者”的心理让网民被各种虚假信

息迷惑，因此涉华舆情事件发生后必须做到

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这样才能掌

握话语主导权。 

首先，抢占时机，“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第一时间掌握话语权，对于引导民意、

化解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需

要我们具有舆情敏感性还需要我们实时监测

网络舆情，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争取在萌

芽状态就掌握主动权，正面引导公众情绪。 

其次，借力意见领袖让正面舆论占上

风。意见领袖往往对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引

导作用，利用新闻发布会，媒体工作者座谈

会，加强意见领袖培养，让他们准确了解我

国政策的决策意图，利用他们的网络影响力

传播正能量，充分发挥他们的舆论引导作

用。 

最后，主动发布避免受到社会舆论左

右。通过对近几年涉华舆情的分析，我们发

现在舆论压力下发布的事件处理结果往往无

法令传播受众满意，因此我国政府必须主动

发布事件处理进展，及时表态，树立积极负

责的形象。 

C. 态度决定成败，增强国外民众

安全感：针对民众反应中的高级风险提出

的对策 

舆情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民众情绪的波

动，而政府的态度往往会对民众情绪激化或

缓和造成直接影响，面对负面涉华舆情，诚

恳的态度往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与担

当，了解民众意愿，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有

利于重塑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首先，精准把握民众利益相关做到知民

亲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民意国

家，民意在国家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我国相关政策的提出应考虑到实施

国民众的利益相关，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了

解民众意愿，精准把握民众利益相关，为后

续的政策和宣传提供参考。 

其次，态度真诚，积极回应，妥善处

理。面对国外民众的激烈情绪，如果能打出

感情牌，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以人为本

以情动人，给公众以情感修复，往往能够获

得舆论理解与支持，在此基础上，积极解答

民众疑惑，妥善处理事件后续，从而增强国

外民众安全感。 

最后，借助舆情修正决策。面对涉华舆

情，重点在“预”，对舆情进行预警，对民意

进行预判，对波动进行预防，所以提高政府

防御能力的重点是做好“预”。但在舆情发生

之后，我们除了安抚民众情绪，最重要的是

解决事件背后凸显的问题，尤其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涉及到国家政策，相

关政策的提出是否顺应民意是否符合该国人

民根本利益，我们可以从舆情中看出一二，

因此借助舆情修正决策可以使决策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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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研究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得到许多

国家的积极响应，在倡议推进的过程中，程

度不同、影响力不同的涉华舆情，在政治、

经济、民生等领域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也不

同，因此面对不同的传播来源、传播内容我

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通过“一带

一路”涉华舆情案例的检验可以发现，本文

构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情风险

模型是具有可行性，并且通过风险点和案例

提出的决策建议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摸索对外

传播的重点，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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