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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ay.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way for ordinary people to 
publish informatio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widened, touches all aspects of society. In a sense, risk 
assessment is to collect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If 
realize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risk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enthusiasm of stakeholders can be 
mobilized, More risk related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risk assessment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from the decentralized network, 
we will face the problem how to deal with the diversity 
and fragmentation information, heterogeneous demand, 
how to apply the classical risk model and expertise and 
other problems. This paper select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IOI)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comb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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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xis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IOI), discussing from the aspect of theory. 
Through Requester participate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extract by oneself, Information 
diffusion method assess risk and give advice based on 
importance ranking of measures achieve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 information.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 risk assessment;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摘要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去中心化使得大众

有机会发布信息，互联网上产生了海量碎片信息，为

描绘事情提供了多个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评

估是收集与处理信息的工作，实现风险信息收集去中

心化有利于调动风险事件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获取

更多风险相关信息。同时，将主动权交给利用相关者

将带来多元化碎片化信息处理、异质需求与经典风险

模型与专业知识应用等问题。本文选择智联网来解决

这些问题，结合智联网已有理论与实践，从理论方面

进行探讨。提出通过需求者参与信息处理、信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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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信息扩散方法评估风险问题以及措施重要性排

序给出建议实现风险信息去中心化收集。 
关键词：去中心化；风险评估；智联网 

1. 引言 

起始于上世纪 90年代初，以 TCP/IP传输协议为
基础的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1]。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了制定
“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

拓展国际市场[2]。旨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

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

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如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传统

发布与接受信息的方式已被颠覆。 
在风险分析领域，倘若能实现互联网+风险分析，

利用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实现动态评估，将极大的

促进风险分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海洋环境资料极度

匮乏，充满缺乏先验知识的新兴风险，很难用陆地上

的监测技术与人海战术得到充分的资料的海洋环境

风险[3]，如果能够将互联网上多样信息筛选应用，可

以弥补海洋环境风险信息量的不足。然而对于互联

网，不能仅仅看到表面的信息爆炸，更应找到信息爆

炸的源头，掌握其内在逻辑，深入了解互联网信息传

播的方式。 
早在 2011年黄崇福教授提出了智联网的概念[4]，

以其柔性感知、智联万千、实时动态、虚拟现实对应

传统风险分析假设规律、数据不足、风险变化、难保

可靠的困惑[5]。人机交互，突破了传统概率统计方法，

对于互联网运用于风险分析领域进行了探索，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应用智联网进行灾害风险评估的

研究已经在台风灾害[6]、城市内涝[7]、地震群测群防
[8]等多领域开展了。智联网驱动的在线风险雷达进入

社区，为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提供风险监测展示平台
[9]。 
本文将分析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并在已有智联

网理论实践基础上，从理论探讨应用智联网实现风险

信息去中心化收集的可能性，以期在风险分析中充分

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获得更全面的数据。 

2. 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探讨 
如今，网络已经成了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打开电脑看新闻，拿起手机刷微博，刷朋友圈

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更是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途

径。获取新闻的方式从传统的报纸、电视的被动接受，

到通过谷歌、百度主动搜索，再到现在通过微博与微

信进行传递，大众不仅仅是信息接受者，同时也是信

息发布者。同时，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信息接受与否，

比如在微博上可以关注一个人，接受他发布的消息，

也可以取消关注。故而，尽管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

人们却能比以前更及时、更准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

息。 
上述过程中普通人不仅获得信息，同时也可以发

布信息。过去，信息的社会化传播以及“话语权”一直
是部分人享有的“专利”[10]。受众的能动性至多不过表

现为选择或者不选择某个传媒，接受或者不接受某项

传播内容或形式[10]。而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受众”
通过新媒体参与到新闻产制价值链的上游，新闻生产

不再是少数媒体编辑和记者的专利[10]。在传播领域，

普通人参与新闻发布，原有传统媒体权威消解的过

程，称为“去中心化”的过程。 
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

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11]。去中心化传播使得新时代

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知识

的海量化，并且当传媒拥有去中心化特性后，传媒渠

道由1对N向N对N转变[12]。网民提供了大量的零碎的

信息，而且不同的网民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

会经历的不同，对同一件事件的看法不同，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网民的参与，触及社会的更多方面。网民

在不同层面上关于某一个事物的认识，常常比专业媒

体的单一视角、单一层面的报道，更能反映事物的复

杂性。在某种意义上，碎片化的信息，是对大众媒体

垄断带来的信息不平衡状态的一种补充[13-14]。在传统

的中心消解之后，由于信息发布者数量大大增加，信

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了。对于某些热点事件，微博等媒

体极大的满足新闻地时效性。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传播

改变了传统媒体定向传播、信息同质、渠道单一、反

馈滞后的传播状况，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便捷化、个人

化、多元化[15]。实际上，对去中心化进程的一个回应

是分享。分享是去中心化进程的动词表达，可以分享

数据、进程、影响力、信息，去中心化的结果即是分

享行为的增加[16]。 
互联网通过降低信息发布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参

与新闻事件的制作，促进了现在信息的繁荣。然而，

降低门槛却并没有从整体上带来质量的下降，就每个

网友发布的特定一条信息而言，信息的完整程度，客

观程度，看问题的深度，必然是比不过传统媒体的，

每一条信息的质量有所下降，但互联网信息的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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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弥补单条信息质的不足。特别地，对于社会中复

杂的事件，由于不同网友的不同角度，网友异质的碎

片信息拼起来，常常比传统媒体单一层面更接近事件

的本来面目。 
同时原来信息被动接受者也会不仅仅满足于参

与信息提供，也会对信息提出更高的要求，表现在网

友还有选择性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的权利。譬如对

于某一个明星的粉丝，原有的报纸，电视渠道能否得

到明星的最新动态并不由粉丝决定，粉丝也不能选择

出现在报纸与电视报道中的明星，只能追踪少量的新

闻。而在互联网普及后，通过一些论坛等，粉丝对于

明星的动态可以时时关注，可以自主选择关注的明

星，粉丝间的交流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甚至某些

时候成为传统媒体信息的来源，人们异质的需求，在

微博与微信上催生了数量众多，观点相异的大V与公
众号，导致Quora，百度知道，知乎等问答式网站的
高人气。 
互联网为人们不同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发布、交流

信息的途径，新闻的发布与新闻的接受均呈现异质

化、多样化的特点，促成了现今信息传播的繁荣。从

某种意义上讲，风险评估的工作，就是收集和处理信

息的工作，灾害风险评估工作涉及到多方面的关切，

倘若能利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激发相关人员参与的热

情，对于缺乏数据的灾害风险评估，无疑是大有裨益。 

3. 去中心化在风险评估中应用模式 

风险是与某种不利事件有关的未来情景[17]。对于

未来的灾害情景，普通人、专家都有独到的见解。普

通人生活在地震高发区，只能听天由命，但对惨烈的

震后死伤情景终生不忘；专注地震高发区研究的专

家，能提出建筑物抗震设防建议，但落实程度如何，

难以考虑。相较于专家，普通人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并

不全面，但如果能搜集到触及风险问题的多个方面信

息，对得出可靠的风险评估将具有重大意义。 
利用互联网来解决风险评估中的难题，不仅仅是

从互联网上搜集数据，查找资料，况且互联网上信息

量巨大，不采用得当的方法，也很难搜集到风险评估

所需的有效数据。更为重要的是，要适应互联网的逻

辑，符合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式，要尽可能地发挥利

益相关者的作用。 
对于风险评估工作，现有研究中也常常用问卷调

查让相关人员提供信息，再进行分析。参与调查的群

众可以在问卷的范围内对风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自由度有限，而受制于线下问卷调查的时间、人力

等成本，提供的有效信息也有限。目前风险信息的提

供主要还是依靠研究者或是依据研究者制定的规则，

调查问卷也是由研究者提前设计好，经验者被动的接

受调查。如图1所示，通过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将
提供信息的主动权交给掌握经验信息的人，变被动为

主动，无疑能丰富风险管理相关信息的来源。这样不

仅使信息的量增大，还可获得不同人群对同一风险问

题的不同看法，拓宽了有效信息的领域，有利于全面

认识风险。目前，人们对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探索，例

如鼓励大众参与寻找安全隐患的活动，相信随着风险

研究的深入，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这样的信息收集

方式会越来越常见。互联网的便捷，随时发布，及时

反馈加上信息量的爆炸，可以使得风险评估的效率大

大提高，对于日常生活的风险，实现动态分析成为可

能。 

 
图 1. 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用于风险信息收集 

4. 去中心化信息收集模式面对的难题 

风险评估也涉及到信息收集，与网络上普通信息

传播有相似之处，但风险评估终究不是简单的信息发

布与获取。对于互联网上的新闻信息来说，信息的发

布与获取是重点，后续对于信息处理较简单。不同于

网上信息传播简单的匹配模式，风险评估对于信息处

理是重点，对于信息的内容要求更高，且一般的信息

处理涉及大量的计算与复杂的模型，这也为利用互联

网思维进行风险评估带来了难题。 

4.1. 多元化碎片化信息处理 

将提供信息的主动权讲给掌握经验信息的人无

疑会丰富信息的来源，也会导致信息的异质化、碎片

化。可以想象，不同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经历

的人对于同一件风险事件给出的经验信息未必相同。

风险评估不是仅仅的收集信息，更重要的在于评估出

可靠的结果。将主动权交由经验信息者，风险评估的

可用信息增加了，但使用这些信息的难度也增大了。

现有的风险相关信息的收集往往参与的人有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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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也是按照一定规律，当互联网增加了参与人数，

打破了这些规则，会出现一些虚假，不可靠，不相关

的信息，如何有效的筛选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将异质

的、碎片化的信息筛选、整合，并优化就变成了关键。 

4.2. 互联网带来异质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拓宽了获得信息的渠

道，催生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例如，在气象领

域，美国等国家除了基础公共气象服务产品外，还存

在私营气象公司提供更专业、精细的天气预报产品
[18]。国内的气象个性化服务也在逐步发展。2011 年7 
月初，深圳气象陆续推出了智能手机客户端“深圳气
象”，该客户端软件能根据市民所处的位置提供附近
的基本气象信息[19]。。 
显然，一旦利用互联网来进行风险评估，我们除

了得到不同背景的人提供的信息，同时也要面对他们

关心的形形色色的风险问题，譬如，保险公司关注沿

海水产养殖台风灾害风险；环境部门关注海洋开发带

来海洋环境破坏的风险；而普通人可能关心他在某个

时期从青岛坐船到上海遇到海洋灾害的风险。评估这

些风险，需要考虑个体的特性。然而，当前风险研究

多是基于大量统计数据的概率分析或损失期望值，数

据统计时为了更大的样本容量将相当一部分存在差

异的个体视为同质个体，将这些个体的风险视为同质

风险，并非从个体不同资质出发，很难满足互联网上

可能产生的多样风险问题。

 
4.3. 经典风险模型与专业知识的应用 

不同于互联网上的一般信息，风险评估的信息专

业性非常强，涉及到专业知识以及复杂的数学运算，

一些专业的数据的处理涉及到专有的数学运算方法，

例如海洋环境风险就涉及许多海洋模式。实现专业化

的评估需要将这些常规信息与去中心化思想的信息

一同用于风险评估。常规信息的展示，经典的风险评

估模型如何应用，经验信息多以文字形式表达，如何

进行信息量化处理并选用合适的模型进行运算，也是

去中心化信息收集模式进行风险分析时需要探讨的

地方。 
上述问题涉及到将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引入风

险评估是否可行，需要妥善解决，否则去中心化应用

到风险评估依然只是设想。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的手

段作用有限，还是需要回到互联网，发挥人的智慧，

故本文选用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智慧的智联网来解决

这些问题。 
 

5. 智联网实现风险信息收集去中心化探讨 

5.1. 智联网介绍 

形式化的定义为设 A 是一个智能体集合，N 是
A 使用的一个网络，M 是处理 A 所提供信息的模
型，三元体<A，N，M>称为一个智联网，记为 Φ[4]。
其中智能体是指：具有观察、演绎、推理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个体。智能体能为他人解决问题提供所见所

闻、经验、知识和判断。一个最简单的智联网见图 4。
智联网的核心技术在于网络信息处理模型 M，它是实
现正向智联网的关键。正向智联网即智联网的智力水

平 Q，大于智能体集合 A中智力水平最高的智能体的
智力水平 q [4]。智联网的答案是由信息、判断、推理

和修正等组成的多个“图层”构成。当“图层”不止一
层，相应的智联网被称为复式智联网。其定义为设

Φ=<A，N，M>是一个智联网。如果 Φ的层数多于 1，
称 Φ为一个复式智联网[20]。Φ的一个层是指 Φ中处
理同态信息的一个过程。其中“同态信息”指该信息来
自同样的途径。最简单的复式智联网是智联网从智能

体处分别获得所见所闻、经验、知识和个人判断等各

种信息，还要求智能体分别总结他人信息（总结层），

智联网再用数学模型（单个数学模型层）处理这些智

能体分别得出的总结，形成综合答案[21]。 
对于上文提到的去中心化在风险评估应用的几

个难题，智联网现有理论与实践已经为问题解决提供

了思路。智联网可以利用人脑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

根据对风险问题的了解和个体的知识、经验、智慧，

从零散的个体风险认知的柔性信息中定位、提取出有

效部分并判断信息的有效程度，实现对柔性信息的智

能化柔性提取[6]，智联网拼图模式通过某种方式对大

量智能体反馈的经验信息优化整合，并逐渐形成完备

经验[22] ，而复式智联网中智能体不仅仅参与信息提
供，也参与信息处理的结构，对于处理多元化碎片化

的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基于需求的风险沟通

以及需求定制模块[6]为异质需求评估打下了基础。目

前是，智联网已经实现了对文本信息的量化处理[6]，
信息处理模型 M 包括数学模型，既可以是仅是传统
风险评估模型，也可以是传统模型与人机交互处理形

式结合。 

5.2. 智联网实现信息收集去中心化的关键方法 

对于智联网平台如何解决去中心化思想在风险

评估应用的几个难题，本文进行了理论设计。针对上

述三个难题，智联网平台通过需求者参与信息处理确

保需求关切贯穿风险评估，应对异质需求。采用经典

的风险模型-信息扩散方法进行风险计算。通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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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取对多元化碎片化信息进行初步处理，而风险

评估总结问题与措施重要性排序保证对碎片化信息

处理的结果相对可靠。 
需求者参与信息处理，在现实生活人们对风险的

关注远大于现有风险分析的研究范围，大到中国未来

发生地震的风险，小到出门遇到暴雨的风险，都有大

量的关注者，如果将发布信息、发布问题的权利交给

风险问题关切者，智联网平台需要能够解决个性化的

风险问题。需求者参与信息处理过程，不仅能使需求

者的关切贯穿整个需求过程，同时也可以对碎片化的

经验信息进行筛选，保留需求者关注的方向，筛除部

分不相关的信息。智联网通过需求者参与信息处理过

程来实现基于异质需求的个性化评估。 
信息自我提取，柔性感知是智联网的一大特色，

在智联网平台上，智能体的经验信息是零散的，每个

人的关注点并不相同，且叙述中可能夹杂着大量与风

险问题并不相关的信息，需要从中筛选出可用于风险

评估的有效信息。针对智能体提供的碎片化异质信

息，采用信息自我提取的方式对经验信息进行柔性感

知，对于一条经验信息，提供信息的智能体是最明白

这条信息所要表达的重点，关注的方面。智能体对自

己的信息进行总结提取，筛选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将大段的文本信息简化，这样冗长的经验信息变为几

条简洁的关键点，能简明的看出每个智能体关注的方

面，也便于后期信息的量化处理。 
信息扩散方法评估风险问题，进行风险分析离不

开模型与计算，智联网通过上述需求定制，信息自我

提取等可以搜集风险评估相关信息，最后需要对信息

进行量化处理，利用模型计算。风险评估类总结问题

的设置就包含信息量化的结果，评估模型选取了处理

小样本问题的正态信息扩散模型。无论智联网收集到

多少信息都是关于风险的无限集总体的有限样本，是

不完备信息。信息扩散技术可以有效利用不完备信息

中的模糊信息，评估结果相对可靠。 

令 1 2{ , , , , , }i nX x x x x= 为区间[0，1]的随机

样本。 
使用正态扩散函数将 xi变为模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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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重要性排序给出建议，风险管理不仅仅是风

险分析，还包括面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所能采取的

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智联网扩大了风险分析范畴，不

仅仅是研究者，普通人也能参与。相较于未来不利事

件发生情景，普通人可能更关心能采取什么措施应

对。显然，给出可靠的应对措施也是智联网平台需要

实现的功能。在智能体的经验信息中也必然包含着应

对措施，经过信息提取得到需求者关切方面后，在评

估阶段对措施重要性进行排序，设置不同顺序的权

重，再经过计算，得出可靠的措施重要性。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式以及按照互

联网信息传播方式进行风险评估的优势与难题。互联

网之所以有海量的信息，不仅仅是因为网络提高了信

息传播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因为随着信息传播硬件条

件改变的还有信息传播的方式，普通网民有了发布信

息的权利，拓宽了信息来源。观点各异的网友提供了

多样的信息碎片，大大丰富了对同一事件的认识。现

在风险评估尽管也有经验信息者的参与，但权限有

限，信息的收集还是以研究者为主。利用互联网将提

供信息的主动权交给掌握经验信息的人，无疑拓宽了

信息来源渠道，可以搜集到更多风险相关信息，有利

于全面的看待风险问题。 
然而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带来的碎片化多样化

信息的处理，异质需求的评估，专业的知识以及传统

模型的应用，均是难题。对此本文选用智联网来解决

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通过需求者二次参与、信息自我

提取、信息扩散模型评估小样本问题、措施重要性排

序给出建议等方法保证了风险评估不偏离需求者关

切，对碎片化信息进行筛选、整合，利用经典模型计

算，最终得出较为可靠的风险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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