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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ise of virtual community provides a new onlin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also brings 

about new challenges for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a common concern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the theme, and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looking for work through the shar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post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lex network, we study o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try to reveal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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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网络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网络舆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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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实践社区的兴起为大学生网上交流提供了新平台，也为大学生就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毕业生群体在有关

就业的虚拟实践社区中拥有共同关注的主题，一起分享求职的经验，通过发帖或跟帖实现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的

视角，对大学生就业网络舆情建模研究，试图揭示其扩散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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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网络社会发展的今天网络社区已经成为人们相互学

习和传递知识的重要渠道。尤其是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发

展，许多大学生利用网络社区分享求职经验、面试过程和

职业规划等，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就业网络舆情进行分

析，本文从复杂网络的视角，对大学生就业网络社交平台

的知识共享机理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其知识扩散的机理，

为大学生毕业网络社区监控和引导提供支持。 

2. 虚拟实践社区概述 

实践社区的概念最早由 Lave 和 Wenger 提出。他们分

析了组织中成员共享知识的行为，认为“情景学习”是知

识传递的有效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在员工中（尤其

是从老员工到新员工）共享和传递，各种新的想法和解决

方法不断涌向出来。 

另一方面，知识管理实践在组织中遇到了困难。组织

管理者一直试图能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使得员工的经验可

以共享，即使在员工离开组织他们的宝贵技能也能留在组

织中。然而以将知识编码化作为共享的手段似乎并不能真

正解决如何进行有效的知识共享的问题。     

在实践社区中，社区成员分享他们的兴趣以及特定主

题的问题，针对某一话题展开交互从而获得知识和专业技

能。新加入的成员通过参与社区中相关的实践活动从而获

得新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员从社区的边缘人物

变为社区的积极参与者。Wenger 等认为实践社区不同于组

织内部其他形式的内部小组，例如项目小组、运作小组等。

首先，社区成员没有一个被赋予的组织角色，也不会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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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任务分工；第二，成员在组织中的角色也并不象在项

目小组中那样明确。衡量实践社区成功与否不在于它完成

了多少既定目标，而在于社区中产生了多少可以改进组织

绩效的实践行为。即使一个实践社区达到了先前规划的目

标，也不会象项目组一样随即停止。第三，社区没有明确

的约定成员应该履行何种义务，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最后，

实践社区的主题非常明确，种类也很单一，致力于成员对

知识“知其所以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实践社区已经

不再局限于本地的成员了。异地的、不同背景的成员不断

加入到实践社区中，使得实践社区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虚拟

性。 

3．虚拟实践社区中毕业生的行为分析 

虚拟实践社区是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起来的在线网络

交流平台。在虚拟实践社区内部，社区成员共同讨论相关

话题，分享各种经验，形成了一种知识交流和传播的组织

结构，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现实社会的延伸。在实践

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于虚拟实践社区内部成

员间，但是成员间的知识协同才是虚拟实践社区的本质，

成员共同实践某一知识型任务，从而增强自己在此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协同的结果可以是一个新知识，也可能是实

践一个项目或解决一个问题。 

大学毕业生由于年龄和知识的原因是在线虚拟实践社

区的重要参与者，很多大学毕业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分享

自身的求职经验、评价招聘单位和向有经验的社区其他成

员学习，是虚拟实践社区的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但是，当

前有关大学毕业生在实践社区中如何分享经验、知识以及

这些经验和知识是如何在虚拟实践社区传播和扩散的相关

研究较少，而这些是高校主管就业的辅导员需要及时关注

的方面。 

4．虚拟实践社区内部毕业生知识传播的复杂网络分

析 

复杂网络理论是近期研究的热点理论，复杂网络的研

究对象是大规模网络，这些网络节点数目巨大，节点间的

连接复杂，甚至无法确定。复杂网络理论是对网络的整体

性质进行研究，并分析这些性质产生的机制，同时尝试对

复杂网络的整体拓扑结构建模。主要的复杂网络模型包括：

小世界网络模型，规则网络模型，随机网络模型等。 

虚拟实践社区内部成员知识的共享与扩散具有多样性

和复杂性，其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网

络。因此，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理论研究大学毕业生在

虚拟实践社区中的知识传播，其研究结果可以对大学毕业

生就业心理及其管理提供建设性的参考价值。 

 

图 1  规则网络         图 2 小世界网络 

 

图 3 随机网络 

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虚拟实践社区中的知识的共享与

扩散具有典型的网络形态特征：①社区内部大学毕业生成

员间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通过相互之间的跟帖和留言

来建立。一个成员发帖后所有其后面跟帖的数量则为复杂

网络节点上的入度，而其回复或者跟帖虚拟实践社区内部

其他成员则为复杂网络节点上的出度。②虚拟实践社区中

大学毕业生用户根据帖子的主题来有选择性的浏览和回复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根据发帖人的注册信息识别发

帖人。③虚拟实践社区中大学毕业生用户也是非常多样的，

不同的家庭背景、学校、兴趣等，使得网络社会虚拟实践

社区产生多样性。 

以上的这些多样的联系方式特点使大学毕业生在虚拟

实践社区内部知识传播网络符合了复杂网络的标准，也就

是可以用复杂网络理论的方法来对大学毕业生在大学生就

业网络舆情进行相应的分析研究。 

5．虚拟实践社区内部毕业生知识传播过程复杂网络

建模 

根据复杂网络的观点，可以把在虚拟实践社区内部的

每一位大学毕业生看做一个主体，那么这个过程是每一个

大学毕业生在虚拟实践社区内部都为一个节点，节点与节

点之间通过留言与跟帖实现知识的传播，一个成员即为网

络上的一个节点，网络用 G 表示，网上的节点用

niiN ,，3,2,1,  表示。如果对于某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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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有 iK 条边与之连接，则表明该节点发表的帖子

跟帖的数量。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毕业生之间

发帖、跟帖的关系。 

根据上述过程，应用 Gephi 平台，以某个大学毕业生

求职论坛为数据来源，通过导入数据实现了上述知识扩散

过程。 

 

 

 

图 4 虚拟实践社区大学生就业相关主题知识扩散网络演化过程 

 

 

图 5 复杂网络指标的相关特征 

上图反映的是大学毕业生在虚拟实践社区内部知识传

播之间通过交流而发生的复杂的知识流动网络，随着时间

的发展，成员之间交流的知识流动网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节点之间的连线反映了知识交流的关联性，即跟帖的数量。

一个节点和其他节点连线越多说明该成员发布的帖子被更

多人的关注。网络的平均度为 2.669，平均聚类系数为

0.107，而每个节点的出度和入度都是不同的，一些成员的

知识背景丰富，分享的求职经验被更多的成员关注，表现

出高的节点连接，这些人一般都是虚拟实践社区的领导者

或者领袖人物，其发表的言论会对社区其他成员产生较大

影响，是主管大学生就业的辅导员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6．结束语 

本文以大学毕业生在虚拟实践社区内部知识传播和扩

散过程为研究对象，将虚拟实践社区的大学毕业生抽象为

网络模型中的结点，将虚拟实践社区中大学毕业生之间的

联系抽象为网络模型中的边；对大学毕业生在虚拟实践社

区内部舆情传播和扩散过程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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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识别一些关键成员或者虚拟实践社区的领袖，这些

社区领袖在大学毕业生网络社区内发布相关观点和经验，

对其他的成员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为了更好的引

导大学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必须对虚拟实践社区

中这些所谓的“关键成员”进行识别与监管，进而有效促

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正向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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