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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从社会整体发展的支撑、诚信度细化领域整
合、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的诚信度保障的重要性，基于此提出了
诚信度保障机制的构建要素，即确定诚信度保障的信息维度、数据交互进出口的筛选机制、计算机信息
技术的定制开发。并从策略层面分析了只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应用科学管理构建、进行网络信息筛选
交互和在信息技术全覆盖下，才能够保证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机制的全面构建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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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uarantee Mechanism of Integr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U Wei
(Tunxi District Library in Huangshan City, Huangshan 24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guaranteeing the integr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from the aspects of support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integrity and refinement of the field
integr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ity system, and then put forward to the elements of establishing the
integrity guarantee mechanism, i.e. determining the information dimension of integrity protection, screening
mechanism of data interaction import and export, and custom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nally, from the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it analyzed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a sound guarantee mechanism,
apply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using network information filtering and interaction, and full cover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integr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be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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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快速增

方面，从信息源头进行检索、归集和整理，并设置

长，信息的专业程度、覆盖群体和拓展领域都得到

诚信度等级来制约信息的传播和使用。只有这样才

了提升及扩展。但在海量信息中往往存在大量不真

能够避免不实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从而确保网络信

实、不诚信的内容，这些信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全

息资源的真实有效。

面应用扩散，会导致整体网络信息资源的诚信度下

1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

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
[1]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资源覆盖面广、

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针对网络信息资源

信息量大、结构复杂，这就注定了在驳杂的信息中

的诚信度进行深入研究，找到问题的根源，建立一

存在着大量“失效”信息，造成人们在信息使用效

种集约化的诚信度保障机制，结合新兴计算机信息

度上的不足。因此，要分析、提取网络信息资源特

技术，为正确信息的传播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另一

点，确定影响其诚信度的特征，以发现不足之处。
1.1 覆盖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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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传播，同时也保证了信息资源的创新和再创

撑，如信息内容、归类方法、处理方式和管理模式

造。大量多元化的信息涉及覆盖面十分广泛，所涉

等。正是在这样的大数据技术支撑下，能够有效地

及的人群、终端点、下载量、转载渠道呈现飞速增

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诚信度指标的量化处理，这也

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信息资源凭借大数

是诚信体系建设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从功能性、

据技术和其内在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实现资源的归

实用性和适用性上便于后续综合管控[5]。

集和整理，但是信息资源的内容很难做到真实性和

3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机制构建要素

[2]

有效性的校对，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机制的构
建需要遵循效率和效度为先的原则，需要确定诚信

1.2 信息量大
在大数据技术的延伸下，传统的信息传播和信

度保障的信息维度、数据交互进出口的筛选机制和

息体量会产生交叉、交互层面倍数增长，信息量十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定制开发，才能够为后续诚信度

分巨大，其特点是多、杂、乱和难以管理。如果没

保障机制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良好的信息筛查和管理，势必会导致信息在

3.1 确定诚信度保障的信息维度

传播和交互过程中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到正常、有

诚信度保障的信息维度十分宽泛，为了保证实

用的信息传达到用户手中。

用性的提高，在确立体系之前需要根据需求确定诚

1.3 结构复杂

信度相关信息维度，如资源库、信息来源、数据信

网络信息资源的层级从最初的单一类别内容逐

度和效度等，其中不但涉及一般类信息，也包含机

渐融合、创新，当下很多网络信息所涉及的内容结

构科研方面的内容。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需要将标

构十分繁多，如学科之间的交互、文化之间的交

准化的信息维度进行统一，这样能够更为明确地细

融、行业之间的交叉等，均体现了信息结构的复杂

分不同层级的信息指标，从而确保更多的机构、个

[3]

性 。另一方面，在信息结构上从机构到个人、从

人信息数据都会归集并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细化管

类别到内容均体现了大数据技术应用状态下的复杂

理，这是诚信度保障体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确

信息结构，其中的信息资源更是包罗万象，这也就

定过程中因需而定，采用弹性的管理机制才能够保

难免会在信息资源的某一个层级中出现不实信息，

证信息通路的宽松度适中，避免信息维度过窄而影

这也是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难以保证的原因之一。

响通畅性。

2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的重要性

3.2 数据交互进出口的筛选机制
大数据时代为信息资源的归集、整理、发布和

2.1 社会整体发展的支撑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快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使用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撑，无论是机构自建数据

社会整体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流”的支撑，尽管

库还是个人信息，均能够在多渠道实现信息交互。

人们的主观认知能够去判定信息资源的对错，但是

为了保证信息的诚信度，在信息数据交互的过程中

大量驳杂的信息筛选会造成信息使用效度的降低，

需要设置筛查标准，例如信息源头筛查、信息内容

而良好的诚信度保障能够不断地提高信息的使用效

筛查、关键字词筛查、数据库筛查等，以保证数据

[4]

度，进而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支撑 。

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适度性。在此类筛查原则的

2.2 诚信度细化领域整合

约束下，保证数据资源有其独立的特征，确保诚信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各行各业中均需要信息

度体系的完整。例如，对于不诚信的信息发布源头

资源的使用，如制造业对于技术信息的使用、商贸

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筛查并屏蔽，同时为信息使用者

业对于交易信息的归集、农业对于环境信息的掌握

提供了提醒功能，在整个数据交互过程中保证了信

等，如此之多的信息需求有必要在不同的领域中采

息从“出”到“入”会自动筛查，屏蔽掉了大部分

用差异化的诚信度保障措施才能够有效提高信息的

不实信息，是构筑网络信息诚信体系建设的前提，

传播和使用效度，这需要在统一的诚信度保障框架

这种筛查机制是现阶段发展的趋势之一。

下细化领域整合才能够实现。

3.3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定制开发

2.3 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了全

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信息资源的动态

面支撑。在数据库阵列管控的基础上，采用计算机

监控和更新，能够为诚信体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支

软件的定制开发把控信息的诚信度，这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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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根据信息的不同使用需求进行策略设计，在

的引导才能够共同打造健康、诚信的网络环境。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择选和软件应用上，根据诚信度

4.3 基于网络信息筛选交互的资源库打造

体系建设的范围需求、内容需求、条件需求和发布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在现有技术、资源等供

需求来设计。建立互联网信息化监管平台，在平台

给条件下，资源库的信息被认为是权威且具有较高

中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将信息的检索、处理和检查

价值的实用性，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资源

集成为一体，对于不诚信的发布内容和源头进行了

库的类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而在交互频率与日俱

合理的管控。这是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每天

增的情况下，一些不够详实和精准、甚至错误的信

筛查的信息数以万计，对于违规发布者更是追究其

息会进入到专业的数据库之中。因此，为了保证诚

法律责任，此类定制开发的计算机软件能够充分地

信度机制的有效实施，需要利用技术手段针对网络

支撑起诚信度的管控机制。

信息进行筛选和交互，同时对于信息资源的利用上

4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机制构建策略

更需要进行管控，将“知识价值”的辨别关联到诚

4.1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的内容并加以实施

信度之中，从而形成知识信息传播的良性循环，一

大数据时代，应当采用科学的管理、细化的内

旦出现错误、模糊和不详实的数据，可以及时在源

容、完善的团队和严格的执行，才能够构建网络信

头上进行管控。

息资源的诚信度保障机制。具体在保障机制的内容

4.4 信息技术全覆盖下的诚信度保障机制

设置上可以延续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媒体的管控内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而诚信度保障机

容，如信息发布的内容、传播渠道的控制和发布源

制更需要结合前沿技术手段全面管控网络信息。例

头的梳理等，而其中涉及到的信息资源变更问题则

如资料的编排、交互、选择、处理和聚类等。在大

需要采用第三方监管或机构独立评测，在执行的过

数据时代，应当合理利用计算机定制软件、具有多

程中充分为其提供管理权限。例如，一些危机信息

功能的硬件、安全的网络控制和先进的技术实施手段

管理的传播会随着渠道的拓宽而人为恶意扩大化，

等，以充足的技术能力来不断优化诚信度保障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联合权威媒体进行更正并追究

5 小结

不实信息的发布源头，同时主动对于某些信息资源

只有在合理的诚信度保障机制下才能够将涉及

进行管控，也避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侵犯到机构和

面广泛的信息内容进行筛查和择选，同时在交互过

个人的权属问题。总体来看，诚信度保障机制的内

程中将体量巨大的资源进行处理，确保网络信息资

容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需要将其归类并使之能

源的诚信度有所保障。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资源

够执行，如源头管理、渠道管理、内容管理等，这

的诚信度保障机制需要在源头上综合管控、在使用

样才能够保证诚信度体系的建设更加完备并具有实

中注重技术应用、在管理中体现精准，只有这样才

效，从而打造更为全面的诚信度保障机制。

能够真正的从科学的角度建立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

4.2 应用科学管理来构建诚信度保障体系

机制，满足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

科学的管理能够为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保障机
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通过管理职能性的输
出实现全方位覆盖。具体来看，在管理当中需要确
定网络信息资源发布者和使用者的关联性，严格管
控各大信息平台、自媒体和资源库的信息精度，设
置奖惩机制，并定时、定期保证能够自查自纠。另
一方面，根据网络信息进出口的规模和体量设置专
管制度，有专业人员对于媒体渠道进行管控和监
督，从源头上杜绝不实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最后，
采用群众监督和举报制度实现信息监管的全面覆
盖，凭借大众的力量来推进网络信息资源诚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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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总体来看，只有在科学的管控下才能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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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度机制的“落地”，这需要科学的机制与合理

（修回日期：2018-02-07；编辑：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