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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组织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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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组织行为与影响力建模、社会系统的计算实验、社会系统的探索性分析与优化设计四个方

面对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组织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后续研究方向: 网络

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与运行机理、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影响力建模方法、社会管理的博弈机理、基于多智能体的社会管

理计算实验方法和基于计算实验的社会管理策略探索性分析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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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of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s are review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s,

model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its impact,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of social system, exploratory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ocial systems. Based on the review, prospectiv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structure

framework and running mechanism of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s, network group behavior analysis

and influence modeling, game mechanism of social management,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of social management based

on agents, and exploratory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policies based on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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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

子系统, 渗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部门和
环节,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综合协调作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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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习近平在视察深圳某知名互联网企业时深
刻地指出: “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
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并进一步向我
党和政府提出 “互联网在社会管理方面, 我们怎么去
适应它” 的挑战性课题.

目前, 网络热点和敏感事件频繁发生, 国际上某
些国家和组织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巨大煽动力和传

播影响力, 精心策划官僚贪腐等热点敏感话题引发
社会动荡, 如 “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 等事件.
国内的某些社会问题, 如 “郭美美事件”、“宜黄强制
拆迁事件” 等, 还有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 如 “商品
房限购令”、“高速公路收费” 等, 也在网络上引起了
广泛关注和传播, 有些还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这些
都充分反映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新特点, 如信
息传播的全面性和快速性、网上组织或群体行为演

化的动态性、网上以及网下行为虚实交互性等. 这些
特点说明依靠现有的管理方法和手段, 如实地调查、
座谈、统计、分析、研讨、评估等, 已不能迅速、有效
地解决这些社会管理问题,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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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社会管理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 对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系统进

行管理是广义的社会管理; 对社会子系统的管理则
是狭义的社会管理. 具体来说, 社会管理包括对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 这是一个控
制和引导的过程. 其管理对象包括与社会领域相关
的一切事务, 社会的事业、工作、秩序、组织等都是
其管理对象; 政府、社会甚至企业中任何一个或多元
组合, 都可以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
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管理, 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 减少
社会问题的发生, 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增加广
大人民的幸福感[1]. 根据向春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的讲座, 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需要解决三个问
题: 1) 加强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和探索; 2) 建立
综合决策机制; 3) 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社会管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 Zald 和 Ash 提出的社会运

动组织到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计量学, 一直
到 2009 年 Lazer 等提出计算社会学的概念, 都为
传统的社会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2−3]. 随着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飞速发展, 如何探索面向大量
网络动态群体和不同组织形态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
如何揭示网络环境下组织、群体、个体等社会管理

对象的行为规律、博弈和相互作用机理, 如何建立可
计算、可实验、可比较的社会管理新方法, 实现虚实
互动的政策分析和策略反馈调节机制, 成为社会管
理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具有重大的理
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本节主要从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组织行为与

影响力建模、社会系统的计算实验、社会系统的探

索性分析与优化设计四个方面对网络环境下社会管

理的组织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1 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以互联网和社区网等为典型特征的网络环境下

的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现实社会的特征, 并且处于
快速发展变化中, 使得虚拟社会管理不断面临有别
于现实社会管理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徐晓林认为互
联网下的虚拟社会, 相比传统社会具有虚拟、移动、
融合、泛在、个性和膨胀的特征,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
三个特点[4]: 1) 互联网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别, 如许
多人在互联网社会中说话很随意, 人与人之间的话
语权基本平等; 2) 互联网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趋同性;
3) 互联网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交流. 根据笔者理解,
互联网环境下的虚拟社会给现实社会管理带来一系

列问题: 1) 社交网络助推小事变大, 如 2013 年巴西

民众大规模游行抗议联合会杯事件, 此番游行是由
一个生活在底层的 “无房劳动者运动” 组织发起, 由
于巴西政府处置不当而发展成一系列大规模游行抗

议; 2) 舆论绑架政府导致政策失效甚至管理失控, 如
2013 年昆明市民反对 PX 项目事件, 由于昆明市民
的强烈抗议, 政府已批复项目最终未能实施; 3) 应对
不当造成政府形象受损, 如 “郭美美事件” 使得中国
红十字会的形象严重受损.
张永进对网络虚拟社会带给社会管理的挑战方

面进行了研究, 对公安机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
了分析. 网络的虚拟性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主要
有三点: 1) 由于网络发言都是实时的, 而且经常是
匿名的, 因此许多人可以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不
用受到惩罚; 2)网络言论传播快而且广, 不负责任的
言论往往能爆炸性传播; 3) 由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
会具有反馈性, 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扰乱社会
治安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稳定[5]. 谢晶莹探讨了政
府在信息时代条件下, 如何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
加强政府社会管理效能建设, 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
容: 1)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2) 建
立网络民意表达机制,及时掌握民生需求; 3)利用网
络提高综合监管科技含量, 强化预防性监督机制; 4)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 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6].
王国华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功

经验, 包括政府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扮演、完备的
社会管理法治环境、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充分参

与社会管理、加强网络监管的同时利用网络进行社

会管理[7].
唐玉对社会管理的国际模式与经验借鉴进行综

述, 提出了我国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构建过程中可遵
循的若干经验[8]. 宋效峰介绍了新加坡的 “好政府”
社会管理模式, 该模式通过政府主导的合作架构使
得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被控制在现有体制内[9]. 黄
富峰和王坤介绍了不丹的社会管理模式及启示, 通
过公正与和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推动政府善治、社

会经济的公平发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环境的治

理与保护, 大幅度提升了国民幸福水平[10]. 章勇将
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管理模式总结为政府全能管制

型、社会自治型和市场服务型三种形态, 同时阐述
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

社会管理架构[11]. 夏国锋和刘辉提出社会管理模式
需要从 “网格化管理” 向 “网络化治理” 转型, 即在
价值理念上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信任合作与

协调机制, 尊重多元与差异[12]. 程晓雯以社区建设
与管理创新为切入点, 研究了 “南通模式”、“江汉模
式” 和 “杭州模式” 三种典型模式, 并总结给出了各
种模式的经验特色[13]. 杨锦炎以北京市东城区为案
例, 总结提出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 认为该模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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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合作共治的良好状态[14]. 谢正富等总结提出
了以社会自治为主要特征的汉口社会管理模式[15].
何增科提出了面向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社会管理体

制改革的总体思路[16]. 韩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
个地市的文化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总结了新时期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文化治理模式[17]. 根据以上研
究成果不难看出, 目前还没有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
模式的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理解,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我们在体制、方式及人员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不适应. 在体制方面, 网上以及网下行为虚实交互
性造成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虚拟网络社会与真

实社会的互动; 在方式方面, 网上群体行为演化的动
态性造成传统社会管理方式不适应虚拟网络社会的

社会主体角色匿名性和群体聚集性; 在人员方面, 网
络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快速性造成社会管理人员不

适应网络传播的强大影响和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手

段. 鉴于此, 在体制层面, 研究基于多智能体的社会
管理计算实验方法、基于计算实验的社会管理策略

探索性分析与评估方法等关键技术, 创新发展网络
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手段; 在方式层面, 研究网络群
体行为分析与影响力建模、社会管理的博弈机理等

科学问题, 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群体行为演化规律
以及与政府相互作用的机理; 在人员层面, 探索网络
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与运行机理, 构建以网络
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组织形态.

1.2 组织行为与影响力建模

对社会管理中的组织或群体行为进行分析与建

模, 研究各种社会群体与组织的行为规律, 能够为政
府、团体等利益主体的科学决策提供坚实依据. 为
了更好地完成对组织与影响力建模的综述, 首先对
组织和群体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通常广义上的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

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 狭义上的组织是指人们为
实现一定的目标, 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
群体是指聚集在一起的同类人或物种. 组织和群体
的区别是: 组织是有目的、目标的个体形成的一个
强大整体 (人为集结), 群体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但
有一定的需求和喜好 (自发形成). 组织和群体的联
系是: 具有特定目标的群体就是组织, 每个组织内可
能有多个不同群体.
影响力表明了一种试图支配与统帅他人的倾向,

从而使一个人采取各种劝说、说服甚至是强迫的行

动来影响他人的思想、情感或行为. 构成影响力的
基础通常有两大方面: 权利影响力和非权利影响力.
权利影响力主要源于法律、职位、习惯和武力等, 它
的主要构成因素包括: 法律、职位、习惯和暴力. 非

权利影响力来源于领导者个人的人格魅力, 来源于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感召和相互信赖, 它
的主要构成因素包括: 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

1.2.1 社会组织建模与群体行为分析

对一个组织中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
并总结其规律从而提高对组织人员行为预测和引导

的学科, 叫做组织行为学, 它可以为组织管理提供便
利[18]. 随着经济日益的发展, 组织行为学也有了长
足的发展, 例如对组织变革的重要性有了重视, 对人
力资源的开发、国家目标都有了关注[19]. 具体来说,
组织行为研究的对象包括三个方面: 个体、群体和
组织, 这三个对象依次递进. 在提高组织绩效的目
的下, 对组织、群体和个体依次进行研究, 前者建立
在后者研究的基础上[20]. 罗家德等发现, 在组织内
部, 被别人经常求助的员工或者依赖的员工, 具有更
多的组织行为, 进一步在金融组织中进行了行为研
究, 表明社会网络分析对组织行为的研究有着重要
作用[21−24]. 吴静珊和王才康对网络行为界定和影响
因素等进行了研究[25]. 苏鹏指出社会组群体行为建
模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预测模型以预测群体可能的

行为, 并提出了基于可操作行为规则挖掘的群体行
为建模方法[26].

人类行为动力学主要研究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

类行为中的规律, 其研究始于 Barabasi 对电子邮件
和普通邮件的发送与回复行为的时间间隔的统计研

究, 发现人类行为同时具有长时间的静默与短期的
高频率爆发, 相邻两个事件的时间间隔分布满足负
幂次分布[27−28]. 人类行为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探索这种非泊松行为特征的动力学机制与来源.
几种重要的解释包括任务队列理论模型、自适应兴

趣模型和修改泊松模型[29−32].

1.2.2 网络群体行为的文化建模

文化建模是以特定群体的统计模式特征为研究

目标, 从行为、民族、宗教、信仰、社会环境、经济状
况、文化素养等方面, 对群体行为以及群体中个体的
外在表现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描述及分析.
在社会学领域, 人们对文化建模大都局限于定

性分析, 主要研究文化的定义、存在形式以及相关影
响因素. 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为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
所长 Hofstede 调研并撰写的《文化的结局》. 他用
20 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收集了 40 个国家
的相关数据, 得到了以下结论: 文化并不是一种个体
特征, 而是具有相同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
有的心理程序. 不同群体、区域或国家的文化都具有
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 权力距离、不
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

度, 在这四个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 “霍夫斯泰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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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模型”[33−34].
在统计物理学领域, 广大学者对社会体系中的

复杂群体行为展开了研究工作, 提出了一些数学与
物理模型, 用以描述复杂社会中的文化传播、社会变
革等社会动力学现象. 在文化传播模型中, 最著名的
是 Axelrod 模型, 该模型认为文化是由一系列的文
化成分, 如语言、艺术、技术、社会模式等组成的集
合体. 随后, 众多学者在 Axelrod 模型的基础上, 研
究了文化传播的动力学行为与演化模式, 并最终应
用于某些文化现象的解释, 如文化多样性的产生、特
定文化的消失以及社会网络对文化的影响等[35−37].
在信息科学领域, 学者们则主要是从实际数据

出发, 对人的认知行为进行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探
寻文化传播与演化的规律, 建立精确的模型, 最终实
现复杂社会系统的演化计算与预测. 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的 Paul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语义信息抽
取技术, 并结合自身开发的文化网络分析技术对网
络中特定群体进行文化建模. 该模型通过量化文化
模型、建立文化本体、抽取本体语义信息、构建文本

概念、抽取因果关系以及推理新知识等六个步骤实

现了网络特定用户群的文化建模, 该技术能够有效
地支持特定文化群组的认知理解与推理[38−40].

1.2.3 在线社会网络传播影响力建模

在线社会网络传播影响力是指网络中的节点通

过在线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其

他节点行为的过程. 基于舆论动力学的在线社会网
络传播影响力建模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舆论动力学认为舆论演化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 个体对话题的观点是在与他人互动中不断
改变的. 这个过程与物理学中粒子交互过程类似,
因而许多学者提出了基于粒子交互模型的舆论演化

模型, 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模型包括 Sznajd 模型、
Deffuant模型、Galam模型和Krause-Hegselmann
模型. Sznajd 模型考虑观点在链状结构上的传播过
程, 其模型演化规则假定个体会受到某邻域内个体
的影响而改变自身观点[41]. 在 Deffuant 模型中,
Deffuant 等研究了观点为离散值的情况, 提出有限
信任规则[42]; 只有当两个个体观点足够接近时, 个
体间才会发生观点交互. 在 Galam 模型中, Galam
提出基于局部多数原则的投票模型, 即在一个群体
的局部, 总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达成一致[43].
Krause-Hegselmann 模型认为, 人们不会简单地接
受或完全忽视其他人的观点,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
考其他人的意见, 因而可以通过对其他人的观点赋
予权值的方法建模个体的观点形成过程[44]. 在这些
模型中, Sznajd 模型由于其简单性, 受到最多关注.
Elgazza 将 Sznajd 模型应用到小世界模型中, 在一

维 Sznajd 模型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小世界网络, 并
加入了领导者的概念[45]. Stauffer 借鉴了有限信任
规则, 在 Sznajd 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只有当观点距
离小于某个阈值时, 个体才能使其邻居个体接受它
们观点的中心值[46]. Timpanaro 和 Prado 在有限
信任的基础上, 考虑了存在多个观点的场景, 并将
舆论演化问题扩展到 Barabasi-Albert 网络模型[47].
Crokidakis 和 Forgerini 在 Sznajd 模型中引入声
望, 作为用户的说服能力度量, 研究了二维格子上的
舆论演化过程[48].

根据建模方法不同, 在线社会网络传播影响力
模型大致可分为仿真模型与推理模型两种[49−51], 其
中仿真模型主要研究网络节点之间影响力扩散所涌

现出的平均结果, 而推理模型则更加注重个体与个
体之间行为影响的因果关系.
在线社会网络传播影响力仿真模型主要是以在

线社会网络中的某种观念、某项创新等影响力扩散

为研究背景, 通过建立传播影响力的数学与仿真模
型来研究在线社会网络信息的 “口口相传” 过程. 基
于典型传染病模型的建模思路, 徐腾龙提出了基于
复杂网络的微博信息传播模型[52]. 曾璠基于小世
界网络构建了一种危机信息传播模型[53]. 赵羽基
于元胞自动机研究人际信息传播模型[54], 刘克霞基
于元胞自动机构建了手机信息传播模型[55]. 还有
两类比较著名的模型: 线性阈值模型和独立级联模
型[56−58]. 这两种模型源自社会学, 更符合在线社会
网络传播的规律, 现有在线社会网络传播相关问题
研究大都基于线性阈值模型与独立级联模型[56−58],
如传播影响力最大化节点选择问题、事件感知节点

部署问题等.
在线社会网络影响行为推理模型主要是以贝叶

斯网络、因子图等概率模型为依据, 分析在线社会网
络中节点与节点的影响行为模式, 实现传播过程的
追踪与预测. 其中, Tang等基于因子图建模技术,结
合文本内容与拓扑结构提出了一种面向话题的社会

网络影响力分析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领域相
关意见领袖的挖掘[59]. Tan 等从实际的数据测量出
发, 得到在线社会网络的用户行为主要由个人兴趣、
邻居节点的影响以及全局行为趋势所决定, 基于因
子图建模方法提出了一种个体行为追踪与预测模

型[60]. Yang 等提出了一个半监督的因子图推理模
型, 用于预测微博网络 Twitter 的节点转发行为[61].
Lin 等结合在线社会网络的时间因素、网络结构以
及文本信息, 提出了一种话题追踪概率模型, 用于实
时追踪热点话题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过程[62].

1.3 社会系统的计算实验

社会系统是一个由众多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复



466 自 动 化 学 报 41卷

杂适应系统. 采用传统仿真实验方法研究社会系统
时, 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 难以刻画
不同主体在属性与行为方面的异质性; 难以描述多
个主体之间交互的非线性和不连续性; 很难对社会
系统的不确定性进行建模; 需要对仿真实验进行人
工设计及分析, 成本较高可重复性较差[63]. 鉴于此,
迫切需要开发新的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社会系统的实验问题, 美国兰德公司

提出人工社会系统概念, 即在计算机上模拟构建一
个人工社会, 并通过相关技术手段研究信息技术对
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作用[64−67]. 在人工社会
系统实验中, 主要通过创造各种社会情况来观察会
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情况发生, 从而对人工社会系统
进行评估和预测. 王飞跃等根据复杂系统的基本假
设, 在人工社会系统基础上, 提出了 “多重世界” 的
观点, 即在研究人工社会时运用多重世界的观点来
分析, 并进一步提出了计算实验的理念与方法. 王飞
跃及其团队根据人工社会实验可设计性与重复性好

的特点, 设计了许多不同的实验方案, 并根据不同指
标体系对人工社会系统进行量化分析[68−69].

徐峰等设计了一种可重用、可重构、可组装和

可扩展的供应链管理计算实验平台, 提出了三层平
台系统框架、柔性供应链概念模型以及平台系统组

装与集成方法, 可实现对供应链成员、成员属性与方
法、供应链成员关系以及环境的灵活调整甚至重构

问题[63]. 沈超等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研究了三网融合
平台运营演化问题. 他们将三网融合运营系统中的
角色抽象为平台、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三类主体, 根据
计算实验理论设计了 NetLogo 平台下的三网融合运
营系统演化实验, 最终得出了双平台容易形成双寡
头垄断而多平台容易形成龙头企业的结论[70]. 陈松
航等提出和实现了一种面向人工交通系统的分布式

计算实验框架, 并采用改进同步算法和新负载均衡
方案优化了框架性能[71].
熊熊等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研究中小企业联合担

保贷款问题, 发现了数量规模和信用环境对于信贷
行为的影响机制, 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72].
通过建立由异质投资者构成的限价指令驱动市场模

型, 刘匡民运用计算实验金融的方法对微观金融市
场进行了研究[73]. 张维等对国内计算实验金融方面
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了综述[74]. 刘凤朝等基
于计算实验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政策变动效应进行

了预测[75]. 王国成在剖析、分解和刻画微观主体行
为的基础上, 通过一体化建模和计算实验方法进一
步揭示社会经济复杂性的本质、成因和解决途径[76].
针对载人登月中止规划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黄文
德等提出了基于 ACP (Artificial systems, compu-
tational experiments, parallel execution)方法的载

人登月中止规划框架, 论述了该框架下人工系统和
平行执行的初步设计, 主要讨论了计算实验设计、分
析和验证过程[77].
盛昭瀚等在做了大量社会管理计算实验的工作

后, 总结提出了许多计算实验时的方法理论, 并运用
到了实际案例分析中[78−79]. 如应用计算实验方法分
析湖泊流域系统复杂性, 构建了具有可选择、可更
新、可扩展的太湖流域复合系统复杂性分析与综合

管理计算实验平台, 为揭示和解释湖泊流域复合系
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制定相关管理政策提供了新的

分析视角和工具[80−84]. 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 基于
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理论, 综合集成方法和复杂系
统建模技术的计算实验方法, 能很好地驾驭社会系
统管理的复杂性挑战, 并能以崭新的视角分析、理
解、控制和指导社会系统的构建、优化配置、协调与

风险管理等问题[63].

1.4 社会系统的探索性分析与优化设计

探索性分析是面向高层策略分析的方法, 兰德
公司使用探索性分析在军事战略、兵力结构、后勤

和自适应国防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并取得
很多创造性的成果[85]. 另外在非军事领域也进行了
应用, 如科学技术投资策略、毒品控制策略、全球
变暖和未来高等教育等[86]. 探索性分析应用领域的
主要特征是在高层策略分析中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
需要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专家知识和历

史数据等进行建模和分析, 通过全面探索不确定性
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来获取鲁棒策略[87]. 近年来, 探
索性分析在概念内涵、建模方法、支撑技术和应用

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88−90]. 在概念内涵上,
在原来的探索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鲁棒策略的基

础上, 进一步强调策略的柔性 (支持不同使命任务)
和适应性 (胜任众多不确定情形), 形成所谓的 FAR-
ness (Flexibility, adaptiveness, and robustness)原
则. 为此, 在建模方法上强调数据模型和因果模型的
结合, 提倡采用 Agent 方法进行适应性建模, 进一
步结合贝叶斯网络来更好地理解可能性空间, 强调
不确定性对投资组合分析的影响.

由于社会系统往往规模较大, 对社会系统的仿
真往往涉及几十甚至上百的影响因素, 因此计算量
十分巨大、费时费力. 为了优化计算过程, 需要对
实验方法进行设计. 拉丁方设计方法就是其中一种
设计方法, 由 McKay 等在 1979 年提出, 在 “充满
空间” 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91]. Johnson 等对拉丁
方设计进行了改进, 提出了极大极小拉丁方设计[92];
Park 根据最大熵和最小化均方差, 进一步提出了行
交换的拉丁方试验设计方法[93].
在现实社会管理模拟运用中, 由于社会系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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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变量的复杂系统, 因此需要对社会系统进行
优化设计, 才能模拟出最佳的效果. 但是在优化过程
中, 需要多次使用分析模型, 而在使用分析模型时会
花费大量的时间. 因此, 要采用代理模型来代替复杂
的实际模型. 所谓代理模型, 就是用显式关系代替
实际模型中的设计目标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运
用代理模型可减少仿真分析次数, 提高优化的效率.
在所有代理模型中, 响应面模型是一种常用的模型,
其中最常使用的模式是二次多项式[94]. 此外, 还有
Kriging 模型, 这是南非地质学者 Krige 开发出的一
种最小的无偏估计模型用以估计方差, 这个模型包
括一个参数模型和一个非参数的随机过程. 具有相
对参数化模型更加灵活的预测分析能力, 又打破了
非参数化模型处理复杂数据时的局限性[95].
韩巍等从人的社会化分析入手, 借助 “人 –参

与 –组织” 的过程观点, 尝试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
组织理论分析框架以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1) 如何理
解组织参与者; 2) 如何理解组织中人与人的关联; 3)
如何理解组织中人与人关联的决定性力量[96]. 覃志
定从传播学和社会学入手, 对两个学科的结合点 “网
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问题” 进行研究和探讨, 并从

网络传播参与者、网络监管和自律、传统媒体积极

作用和技术力量等方面提出了利用网络传播促进社

会问题解决的可能性[97].

2 后续研究方向

在第 1 节中, 笔者主要从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
组织行为与影响力建模、社会系统的计算实验、社

会系统的探索性分析与优化设计四个方面对网络环

境下社会管理的组织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的研究现

状进行了综述. 基于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不难看出,
目前在社会管理政策的认识、分析与评估方面主要

采用定性的方法来进行, 利用社会科学的手段来进
行研究, 缺乏必要的定量数据和严格逻辑的支持, 将
探索性分析与计算实验的手段引入到网络环境下社

会管理策略的分析、评估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
此, 笔者提出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组织行为建模
及计算实验的后续研究方向 (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
通过以上相关方向的探索及研究, 以期解决基于实
证数据的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建模、网络环境下社

会管理的博弈机理、基于多智能体的计算实验理论

方法等关键问题.

图 1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组织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研究的基本框架

Fig. 1 Basic framework to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to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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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与运行机理

根据第 1.1节对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综述,不
难看出: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网络信息传
播的广泛性和快速性造成社会管理人员不适应网络

传播的强大影响和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手段. 鉴于
此, 迫切需要探索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与
运行机理, 构建以网络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组织形态.

1)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 研究网络环
境下社会管理的群体等社会运动组织成员在特定事

件下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结构和形态, 研究网络环
境下政府组织对特定事件下的社会运动组织的信息

获取方式、舆论引导和干预途径, 研究网络环境下
社会管理的组织结构和职能, 利用博弈机理、计算实
验、探索性分析等理论方法, 研究构建能够及时感知
社会群体行为, 可计算、可实验、可比较、可快速准
确提出管理策略的虚实互动的社会管理结构框架.

2) 面向管理创新的社会管理运行机理. 基于网
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结构框架, 分析网络环境下社会
管理的动态过程, 研究面向网络动态群体和不同组
织形态的、快速响应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 研究虚实
互动的政策分析评估和策略反馈调节机制, 研究网
络环境下基于组织和影响力建模、博弈、计算实验、

探索性分析的社会管理运行机理.

2.2 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影响力建模方法

基于第 1.2 节对组织行为与影响力建模的综述,
可以看出: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网上群
体行为演化的动态性造成传统社会管理方式不适应

虚拟网络社会的社会主体角色匿名性和群体聚集性.
鉴于此, 迫切需要研究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影响力
建模方法. 对形成网络个体行为的内因与外因进行
分析与建模来探究网络群体行为的文化影响力和传

播影响力建模方法, 进而基于实证数据构建网络群
体行为的文化影响力模型和社会传播影响力模型,
是理解和揭示网络群体行为聚合机理的基础性和关

键性科学问题.
1) 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建模方法. 网络群体行

为是网络个体行为聚合的结果. 针对网络环境下个
体的多态性与组织性等特点, 研究网络个体行为模
式挖掘方法, 提取不同类型个体的网络行为动力学
特征, 分析网络个体行为时间序列中的行为规律, 构
建个体行为动力学模型, 为网络群体行为的分类与
建模提供基础; 研究网络群体行为的识别方法, 提出
基于个体行为特征的聚类算法, 实现有组织网络群
体行为与无组织网络群体行为的识别与分类; 研究
网络群体行为建模方法, 建立网络群体的社会网络,
提出网络关键个体识别方法, 建立网络群体行为动
力学模型.

2) 网络群体行为文化影响力建模方法. 基于网
络个体发表的社会媒体数据, 研究网络个体文化知
识定性与定量描述方法, 提出信念、价值和认知概念
等文化特征及其因果关系抽取算法; 研究基于扩展
贝叶斯网络的网络个体文化影响力建模方法, 提出
个体文化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和参数学习算法, 构
建网络个体文化模型, 提出文化模型对网络个体行
为的影响力推理算法; 在此基础上, 研究网络群体文
化模型融合方法, 精简和优化网络群体贝叶斯网络
文化模型变量, 提出文化模型对网络群体行为的影
响力推理算法.

3) 网络群体行为传播影响力建模方法. 通过分
析社交网络中个体间的关系类型、演变规律, 研究网
络个体社交网络的创建、分裂、合并等演化机制, 构
建网络环境下的社交网络演化模型; 在此基础上, 建
立个体与个体交互影响模型, 研究个体交互对其所
持观点行为的影响力函数, 提出基于动态社交网络
的网络行为影响力模型及推理算法; 研究社交网络
结构特征对网络群体行为的影响, 提出网络群体行
为追踪与传播规模预测方法, 提出网络群体所持观
点行为的演化规律.

2.3 社会管理的博弈机理

根据笔者理解,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网上群体行为演化的动态性造成传统社会管理方式

不适应虚拟网络社会的社会主体角色匿名性和群体

聚集性. 鉴于此, 迫切需要研究社会管理的博弈机
理, 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群体行为演化规律以及与
政府相互作用的机理. 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社会管理
政策和社会特定事件的情绪、态度、观点和反应行

为以及网络群体的整体目标与网民个体诉求一致性

等, 均有可能影响网络群体的形成及其演化的形式.
网络群体性行为的成败基本可以等价为网民群体合

作博弈的成败. 因此,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博弈机
理研究非常关键.

1) 网络群体聚合及行为博弈机理分析. 网络群
体的形成及其采取的行动有其追求的整体目标, 个
体网民加入群体或是受文化背景影响做出理性决策

的结果, 或是受社会网络关系影响做出非理性决策
的结果. 网络群体的整体目标与个人的诉求并非一
致, 于是网络群体性行为的成败可以等价为网民群
体合作博弈的成败. 针对网络群体及其行为, 首先要
研究网络个体的合作博弈行为决策函数, 分析文化
模型和社会化传播的影响力权重, 提出网络个体合
作博弈行为决策模型, 在博弈视角下研究网络群体
行为的形成机理和主要成因; 其次要利用合作博弈
的解概念, 在静态和动态环境下研究网络群体行为
的稳定性问题, 并建立相应的稳定性指标体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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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博弈的解概念, 研究网络群体的边缘个体获
取方法, 通过对边缘个体文化模型与社会网络关系
实施影响与干预等管理策略, 实现对网络群体行为
的瓦解或有序引导等社会管理目标.

2) 政策 –反应演化博弈及趋势分析. 在合作和
非合作两种分析视角下,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研究社
会管理政策和公众反应行为的交互演化机制, 以及
该演化过程的趋势分析问题. 首先要研究并构建管
理政策库和社会后果库, 研究对社会后果进行量化
评估的方法, 并进一步建立政府博弈策略空间和效
用函数; 其次要研究并建立个人、群体和网络组织
等行为主体的策略空间和效用函数, 构建社会的代
表性个体和群体, 作为互动演化博弈的参与人; 第三
要在演化博弈的框架下, 研究政府和公众间的政策 –
反应演化博弈机理, 通过策略的互动、选择、优化、
变异和演化, 在演化稳定均衡下评估社会管理政策
及其社会效果, 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提供评估和
决策支持.

3) 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管理政策与社会特定事件
的反应机理. 面向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和特定社会
事件, 研究社会网络环境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政策和
社会特定事件的情绪、态度、观点和反应行为, 并进
一步用于指导对网络化社会的科学管理. 首先, 研
究对已有的社会管理政策和社会特定事件构建博弈

的案例库与知识库, 分析并设定针对不同类型社会
管理政策和社会特定事件的公众博弈策略空间, 通
过对博弈均衡的分析来获取公众对不同类型政策或

事件的反应, 进而评估相应的效果; 其次, 研究并构
建公众的反应机理模型, 从文化模型和社会化传播
影响等方面分析并提取影响公众反应的决定性因素,
并利用海量社会媒体数据对其进行标定和验证.

2.4 基于多智能体的社会管理计算实验方法

基于第 1.3 节对社会系统计算实验的综述, 不
难看出: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管理, 网上以及网
下行为虚实交互性造成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虚

拟网络社会与真实社会的互动. 鉴于此, 迫切需要研
究基于多智能体的社会管理计算实验方法, 探索网
络环境下社会管理计算实验的场景设计方法, 设计
计算实验的运行与控制机制, 并深入分析动态网络
群体行为演化规律, 为政府的管理决策提供有力支
持.

1) 基于多智能体的社会管理计算实验平台构建
与控制机制. 结合网络群体行为分析与影响力建模
方法的研究, 利用采集的海量网络社会媒体数据, 研
究模型驱动与实时数据驱动的网络个体与网络群体

智能体构建方法, 构建网络个体与网络群体的文化
与社会交互关系模型及其行为影响力推理机制; 结

合社会管理的博弈机理研究, 研究基于协同演化博
弈的社会管理计算实验平台驱动引擎技术, 根据多
目标和多分辨率的社会管理场景设计, 构建基于多
智能体的网络个体微观协同演化聚合成网络群体行

为的涌现实验和网络群体行为宏观演化博弈相变形

成社会对事件的分析实验, 提出社会管理计算实验
的多层次分析与控制机制; 研究社会管理计算实验
的实时运行机制, 精简与优化计算实验控制流程与
控制因素, 支持特定社会事件的平行追踪与态势预
测预警.

2) 针对社会管理的计算实验场景设计方法. 以
社会媒体信息为基础的周期性的输入, 研究以多智
能体为基础的计算实验场景自适应生成、半自动校

准与扩展机制; 根据社会群体、组织以及突发的群体
性事件在网络环境中的发生规律, 对以多智能体为
基础的计算实验场景的设计和参数进行研究. 对计
算实验场景与社会媒体的数据同步与运行机制机型

进行研究, 使得场景模拟符合基础模型. 通过建立合
理的指标评价体系对不同实验场景的多智能体计算

实验进行评估与量化.
3) 计算网民群体行为演化动态过程的实验分析

方法. 对以涌现为基础的实验观察与解释方法进行
研究, 开发出多种多目标和分辨率的分析实验结果
的方法. 为提高数据感知的效率以及智能化水平, 对
有关舆论热点和情感观点演化的模型验证方法进行

研究. 依据网上 –网下的互动模型, 对网民群体行为
的动态演化、信息扩散和社会事件变化转折点的形

成机理, 通过具有设计性和重复性的社会管理计算
方法进行研究.

4) 以数据为基础的在线信息分析处理技术. 数
据驱动的思想和数据驱动的控制是数据驱动的两部

分, 其中思想指的是通过系统的在线和离线数据, 来
达到对系统的预报、评价、调度、优化、监控等. 由
于社会管理计算方面有大量的数据, 包括网络数据
和一些媒体数据, 为了处理这些大量数据, 在离线处
理的基础上, 通过在线处理的方法, 对数据可以进行
同步、更新以及转化等处理, 为多智能体模型的建立
和场景设计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另一方面, 通过
运用模型驱动思想, 开发出了计算时延控制引擎, 为
计算实验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2.5 基于计算实验的社会管理策略探索性分析与评

估

为了创新发展网络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手段,
迫切需要研究基于计算实验的社会管理策略探索性

分析与评估方法等关键技术.
1) 基于试验设计的社会管理策略的探索性建

模. 社会管理策略的制定涉及大量的决策因素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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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社会影响因素, 需要进行探索性建模来开展
分析. 分析社会管理目标、对象、环境和政策等社会
管理策略影响要素, 在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探索空间
的基本特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层次化试验设
计方法, 研究基于试验设计的社会管理策略探索因
子获取方法, 识别影响干预效果的关键变量, 选取关
键的变量组合, 同时剔除相关性较小的变量, 减小探
索性分析模型构建的复杂度, 构建社会管理策略的
多分辨率模型.

2) 基于探索性分析的社会管理策略因果追溯.
针对社会管理策略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多样性、隐

含性、动态性等特点, 基于社会管理策略探索性模
型, 利用探索性分析的方法探索社会管理的目标、对
象、环境以及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基于决策树
和原因模板的定性分析方法、基于扩展事件图的行

为分析方法和基于统计的因素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
管理决策因果追溯方法及其综合应用技术, 实现政
策分析和策略反馈效果的解释.

3) 以代理模型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策略评估. 在
社会管理策略的探索性模型和赢过追溯模型的基础

上, 开发建立社会管理评估的代理模型及其更新方
法, 并通过次模型进一步研究社会管理策略, 同时依
据效果对策略优劣进行评估.

3 结束语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信息传播的全面性和快速

性、网上群体行为演化的动态性、网上以及网下行为

虚实交互性等特点决定了仅依靠现有的管理方法和

手段, 已经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网络环境下的社会
管理问题. 在对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组织行为建模
与计算实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相
应的后续研究方向. 从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管理这一
管理创新的视角入手, 研究确定面向大量动态群体、
组织形态的社会管理模式, 研究分析网络环境下社
会管理个体、群体行为及博弈机理, 研究基于计算实
验和探索性分析方法建立社会管理中虚实互动的政

策及策略反馈调节机制. 通过以上相关方向的探索
及研究, 以期解决基于实证数据的网络群体行为分
析与建模、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的博弈机理、基于

多智能体的计算实验理论方法等关键问题, 为解决
网络环境下社会管理计算实验提供理论基础, 为创
新社会管理提供可控制、可观察、可预测的技术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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