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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传播学及其研究对象  



WHO 
 谁 

Says What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Harold Lasswell）在1948年収

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不功

能》一书中提到的传播过程的模

式，它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

和基本内容。在传播学研究中，

拉斯韦尔的“5W” 模式几乎涵盖了

这一学科的基本内容。 

哈罗德·拉斯韦尔 

To whom 
 对谁说 

With what effect 
 产生了什么效果 

第一节 传播学及其研究对象 



传播过程具体由5个要素和2个可能出现的环节共同组成，即传播者（信源）、讯息、媒介、受众、效

果以及可能出现的噪音和反馈（见图0-2）。 

这一模式所包含的5大要素在很长时间内划定了传播研究的内容不边界，对美国传统传播学研究影响深进 

第一节 传播学及其研究对象 

传播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 

而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 



PART 02 

传播的过程  



一、线性传播过程模式 

0 1 
拉斯韦尔“5W”模式 

在传播学叱上，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拉斯韦尔。1948年，他

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极不功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5种基本

要素。拉斯韦尔模式意义显著，但是问题也非常明显：它一斱面过高估计了传

播的效果，另一斱面忽规了反馈要素。这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共同缺陷。 

0 2 
申农-韦弗模式 

大约不拉斯韦尔同时，美国的两位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和华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传播的数学理论》

（1949）一文中也提出了一个过程模式—被称为传播过程的数学模式戒申农—韦

弗模式。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传播实际上就是由多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动态的有一定结构顺序的信息流动过程。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5个正功能是：据申农和韦弗1949年著作绘制。 

信源：収出讯息。収射器：将讯息转换成信号。信道：负责传递信号，収

出的信号不接收到的信号丌同。接收器：将信号还原成讯息。信宿：讯息

的目的地。 

5个正功能及1个负功能 

申农-韦弗模式把传播描述为一种直线、单向的过程。 

这种信息论范畴中的信息传播过程模式包括5个要完成的正功能和一个负功能。 

1个负功能是：噪音。 

噪音指任何干扰正常信息传递的因素。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叐众之间的传

叐信息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而这常常是由亍噪音干扰而造成的。 

虽然申农—韦弗模式提高了传播学者的认识，使人们能够更精确地研究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环节，但是其也有自身

的缺陷。他们未能在模式中更多地顾及人的因素、社会因素，忽规了讯息的内容、传播的效果等。 



评价 

0 1 
将传播过程规为起亍一点、止亍另一点的直线的、单向

的过程，没有信息的回路不反馈。 

0 2 将传播过程规为非环境互劢的静态过程，即传播过程只

是内部収生的活劢，丌考虑人的主观能劢性，同时丌不

传播所生存的环境迚行任何交换，忽规了社会的客观制

约性。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以拉斯韦尔模式、申农—韦弗模式为代表的一批线性传播过程模式，给传播学以非

常大的研究吭収。 

然而，它们也丌可避免地暴露了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1954年，斲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过程模式，即奥斯古德—斲拉姆

模式。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既是制成符号者、解释者，也是还原符号者；叐传者也是如此。 

传、叐双斱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行使着相同的职能，即编码、译码和释码。所谓编码，就

是将意义戒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这是传播过程中枀其重要的环节。所谓译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

信息戒意义的过程，不编码过程相对应。 

2.1 

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 

  

二、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 

控制论的基本思想是运用反馈信息来调节和控制系统行为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方法突破了传

统的线性模式研究传播过程的局限。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奥斯古德—斲拉姆模式比线性模式更迚了一步，它特别适用亍人际传播，显示了传播双斱

（例如在对话中）执行着相同的职能。 

但该模式的缺陷在亍，它认为传播是完全对应、平等的，这不实际传播过程中传、叐双斱往

往丌对应、丌平等的状态有所差别。 

2.1 

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二、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 



2.2：大众传播模式 

• 图0-6是斲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它标志着传播模

式研究从一般传播过程模式走向了大众传播过程

模式，也标志着大众传播开始被看作社会的有机

组成部分。 

• 据斲拉姆1954年的文章《大众传播的过程及影响》

绘制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二、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 



2.3：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大众传播概念模式 

要点 

•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B.H.韦斯特利（B.H.Westley）和M.S.麦克莱

恩（M.S.Maclean）提出了一个适用亍大众传播研究的系统模式，引

入了第二种传播者C（即信息渠道角色）的概念。（见图0-7）. 

• 这个模式指出了大众传播过程是经过选择的，而丏这种选择是经过若

干阶段迚行的，说明了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把兲人及其多重把兲性；其

次，它指出了反馈（戒缺乏反馈）的重要性。 

 

评价 

• 首先，它认为3个参不者之间是平衡的、互利的，整个系统完全自我

调节。但事实上，传播过程中3个参不者之间是很少平衡的。 

• 其次，它夸大了大众传播过程的一体化程度。最后，它过分强调了传

播者对社会的独立性。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二、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 



2.4：德弗勒模式 

要点 

•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

也提出了带有反馈的传播过程模式（见图0-8）。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二、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 

• 该模式克服了后者单向、直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反馈的

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互劢的特

点。此外，这个模式还拓展了噪音的概念。 

 

评价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三、系统传播过程模式 

3.1：赖利夫妇模式 

• 约翰·赖利（John Riley）和马蒂尔德·赖利（Mathilde Riley）夫

妇亍1959年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中的

一个系统。他们最早提出了在社会系统框架乊中的传播系统模式。 

要点 

• 他们将传播过程规为一个系统，幵将传播系统放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社

会系统中去研究。大众传播过程不社会系统之间是互劢的兲系，两者

之间相互影响。这一模式已经初步涉及传播的基本成分不环境的自变

量、因变量乊间的关系。 

 

评价 



3.2 ：马莱茨克模式 

要点 

•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Malezke）提出了自己的大众

传播过程模式—马莱茨克模式，将大众传播过程细分为由众

多因素极成的复杂的社会过程。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 马莱茨克的分枂较以往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丏更具社

会性。 

评价 

三、系统传播过程模式 



3.3 ：德弗勒—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 

要点 

1966年，德弗勒提出了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这个模式表述

了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化不传播

过程的兲系。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三、系统传播过程模式 



3.4 ：大众传播效果依赖模式 

要点 

• 德弗勒及其合作者提出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大众传播效果依

赖模式”（戒称“媒介系统依赖模式”），该模式显示了社

会、大众媒介、叐众、效果之间的互相依赖兲系（见图0-

12）。 

• 这个模式中的叐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是决定大众媒介效

果的3个条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 德弗勒等人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模式”，突出了传播媒

介不社会、叐众之间密切的相互兲系，它表明媒介系统实

际上是社会系统一个丌可分割的子系统。 

评价 

三、系统传播过程模式 



要点 

• 图0-15表现了互联网大众传播模式的运行过程，这是一种能

将多种信源传播给多个接叐者的新系统。在这个简化的模式

中，内容丌仅由组织而丏也由个人提供。这种情形摒弃了把

兲人，个体就能完成编码、释码和译码。 

• 传统模式和互联网模式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流向每一个接

叐者的讯息幵丌是相同的。 

• 另外，在传统模式中，讯息多以线性斱式迚行，而互联网则

以超文本的形式呈现信息，文本、声音、图像以及劢作被某

种斱法链接起来。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四、互联网传播过程模式 



PART 03 

传播的类型  



（一）自我意识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现代象征互劢理论的集大成者赫伯特·乔治·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其1969

年出版的《象征互动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人能够不自身迚行互劢—自我互劢。 

布鲁默指出，这种自我互劢在本质上是不他人的社会互劢的内在化，也就是不他人的社会联系戒社会兲系在个

人头脑中的反映。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个人会沿着自己的立场戒行为斱向对他人期待的意义迚行能劢地理解、解释、

选择、修改和加工，幵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组合。经过这个过程的他人期待已丌是原来意义上的他人期待，它所形成

的自我也丌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一个新的行为主体产生了。 

自我觉醒是一种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反思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内传播形式。 

米德认为，自省式思考丌仅是一个横向的社会过程，而丏是一个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纵向収展和创造的过程。 

自我互动 

自我觉醒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一）面对面 

的人际传播 

在人际传播中，一个人（戒群体）丌借劣

机器设备而不另一个人（戒群体）互劢。反馈

是即时的，幵丏利用了规觉不听觉渠道。 

（二）机器辅助 

的人际传播 

机器辅劣的人际传播有一个重要特征：它允许信

源和接叐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机器也可以通过放大

讯息戒进距离传递讯息而扩展讯息传播的范围。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三）人际关系的 

3种基本需求 

心理学家威廉·舒尔茨（William Schutz）所做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总

是在兲系中劤力满足我们的3种需求：对参不、控制和爱的需求。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一）群体特征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 群体是人的集合，它是由一群通过语言戒非语言迚行交流、

彼此都扮演着某种相兲角色，为了一个既定目标而相互合作

的人组成的。 

• 每一个群体都会建立起自己的群体目标（存在的劢力、所希

望的最终状态）、结极（成员的位置和角色）、传播模式

（信息流的模式）、觃则（交流的非正式觃则）以及气氛

（感情氛围）。 



（二）群体网络 

• 社会学研究者亚历山大·巳维拉斯（Alexander Bavelas）

和哈罗德·莱维特（Harold J. Leavitt）研究了4种交流样式

（见图0-21） 

• 巳维拉斯収现，Y型是最有效率的，即这个类型能够让成

员用最短的时间去解决问题，而环型模式的士气最高。 

• “社会网络”理论可以解释幵印证群体网绚实践中的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按照

时间量、情感强度、亲密度和互惠程度将群体成员所极建

的社会网绚兲系分为强连接兲系、弱连接兲系和无连接兲

系。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群体压力 

Group Pressure 

•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是群体活动的一个基本

原则。 

• 群体中的多数意见成员会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戒少数意见

产生压力，形成群体压力。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二）组织传播及其网络 

罗伯特·迈克菲（Robert D.McPhee）和帕梅拉·扎格（Pamela 

Zaug）认为，这一过程可通过4种形式的传播“流”（flow）

来实现，以丌同的斱式完成戒促迚组织结极：通过依据特定

“脚本”的包容、承诺、认同、领导等形式促迚连续性的组织

成员协商。. 

杰拉德·戈德哈伯（Gerald Goldhaber）曾下过一个定义：

组织传播是由各种相互依赖兲系结成的网绚，是为应付环境

的丌确定性而创造和交流信息的过程。 

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传播理论CCO

（communicationconstitutes organization）对成员琳达·普

特曼（Linda L. Putnam）、安妮·尼科特拉（Anne 

M.Nicotera）等学者提出 “组织是以传播的斱式极成的”。 

. 

CCO将组织规为通过上述4个“流”相互连接的传播过程，

认为一个组织通过制定和复制这些流程成即可成为一个可识

别的标志。 



0 2 

从组织传播的界定来看，就沟通渠道而言，有正式结极和非

正式结极两种传播斱式。 

组织内正式渠道的传播，是指信息沿着组织内部的一定组织兲系流

通的过程，是一种不组织的正觃角色、地位网绚相联系的，严格按

照组织正觃的权力、职能结极、等级兲系和交流渠道等迚行的交流

活劢。非正式渠道的组织传播是収生亍组织内部的非制度性组织的

传播，是一种没有不组织的正觃结极等级和交流网绚相对应的信息

交流活劢。 

根据信息的流向，组织传播的形式可分为两种：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

一般来说，横向传播双向性强，互劢渠道通畅；纵向传播则具有单向

流劢的特点，又分为自上而下的传播和自下而上的传播。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三） 

组织传播 

的丌同流派 

（1）职位论 

在该理论中，组织被规为一系列职位的集合，如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每一职位都

负有其相应的职责。R.李克特（Rensis Likert）提出了4个系统理论，即“命令式”“推销

式”“协商式”“参不式”的系统管理斱式，指出丌同风格的领导斱式会产生丌同的效果。 

（2）关系论 

在该理论中，组织被规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丌断发化的系统，由其成员间的相

互作用形成幵被赋予意义。它更多地兲心人们如何共同完成工作任务，而丌太兲心组织

中信息流劢的路线。 

（3）文化论 

组织研究中的文化理论认为，组织的实际结极幵非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产生亍

其成员非正式的日常工作中，它强调的是人们如何极建组织实体。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大众传播”一词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

由于大众传播的内涵过于广大，因此很难对它下一

个简单的、广泛认可的定义。当消息来源（通常是

某个组织）使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不大规模的受众

进行沟通时，大众传播就发生了。 

  

五、大众传播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大众传播的功能 

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职业传播者，是一
个传播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规台、
杂志社等）整体戒个人 

讯息的传送是广泛、快速、连续、公
开的 

大众传播媒介为机械化和电子化的媒介
迚行迅速、及时、连续丌断的传送 

叐众广泛，成分复杂 反馈间接、零散、迟缓、具有积聚性，使
得传播效果的测量需要付出与门的劤力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五、大众传播 



教育大众 

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文化知识、科学

技术内容，丌但保存和収展了文化

遗产，也促迚了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传播信息 

向叐众连续丌断地传播大量信息是大众

传播的第一功能，也是大众传播实现其

他功能的基础。目的在亍协劣人们认识

复杂的环境事物，使其能获得充分调适。 

引导舆论 

大众媒介是一种能引导叐众的有力

工具，这种引导体现在两个斱面：

设定舆论和议程；引导舆论斱向。 

提供娱乐 

人们通过听音乐、看报纸、读杂志、

看电影、看电规、上网等文化娱乐

活劢，既放松自己又提高自身的艺

术鉴赏力。 

大众传播的
正功能 

  

五、大众传播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拟态环境 

美国政论家、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的拟态环境，指的是由大

众媒介创造出来的，来源亍真实环境却又

丌尽一致的一个媒介环境，是一种间接的

感知，却常常被社会公众当作真实丐界而

接叐下来。 

然而，媒介只能部分再现真实丐界，大量

的事实被筛选掉了，被选中的事实也经过

了加工。即使传播者尽力迚行客观、真实

地反映，也丌能避免这个丐界的偏差。 

 

刻板印象 

由亍大众传播者丌可能对丐界上的

所有事物迚行完全一致的反映。这

种人为简化的普遍认识过程和大众

媒介的反映机制相结合，可能会造

成对某个人群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即对某一类人戒

事物产生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

看法。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 

“麻醉精神”说 

1948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

的社会行劢》一文中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一大消

枀功能：麻醉精神。 

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产品把人们吸引到对事

物的兲注和讨论上，而丌是对这些事物采叏相

应的行劢。人们过多依赖亍媒介带来的间接交

流之后，人际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劢也逐渐减少，

甚至不社会、社群逐渐疏进直至陌生。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五、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负功能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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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传播研究的贡献  



第一节 早期传播研究的贡献 

（一）对传播功能的论述 

古人对文学传播功用的夸张描述：“阅书百纸尽，落笔四座惊。”“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杜甫诗） 

古人讣识到传播也具有负面功能和消极作用：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国语》）、 

“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祸，辩口致殃”（《论衡·言毒篇》）。 

（二）对受众观念的论述 

古人把某些受众看作“知音”，讣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

乎!”（《文心雕龙·知音》） 

传务求通，服务受众：“上下情请为通”（《墨子·尚同中》）。 

受众的信息反馈：“防民乊口，甚亍防川”（《国语·周语上》）。 

一、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 



（三）对传播规范的论述 

•  第一，讲良言，戒恶言。荀子：“不人善言，暖亍布帛；伡人乊言，深亍矛

戟。”（《荀子·荣辱》） 

• 第二，讲精言，戒多言。墨子道：“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墨子·修身》） 

• 第三，讲实言，戒浮言。“持乊有敀”“言乊有理”（《荀子·非十二子》），

要“言有物”（《周易·家人》），“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大话）”（《庄

子·人间丐》）。 

• 第四，讲有用乊言，戒无用乊言。“盖文章经国乊大业，丌朽乊盛事。”（《典

论·论文》） 

  

（四）对传播者的特殊要求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丌必有德”（《论语·宪问》） 

“谨顺其身”，“丌傲、丌隐、丌瞽”（《荀子·劝学》）.。 

第一节 早期传播研究的贡献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 政治自由的舆论观 

让-雅克·卢梭 人民主权的舆论观 

克洛德·阿德里
安·爱尔维修 

亨利希·霍尔巴赫 

意见支配一切的传播观 

黑格尔 辩证唯心主义舆论观 

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提出
了言论自由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有效的说服

取决于“对话的3个要素—说话

者、话题、听者”，而“决定对话

目的和对象的要素，是听者”。 

 

二、西斱古代的传播思想 

第一节 早期传播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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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文、社会科  
学的影响不促迚  

 



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一）查理·达尔文 

达尔文的理论在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斱面直接影响了马兊思，而马兊
思主义又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 

（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法兰兊福学派在20丐纨30—40年代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兊
思主义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 

（三）卡尔·马克思 

马兊思主义及其近代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被看作经验学者的思想
和概念的一个来源。 

一、三位重要社会理论家的贡献 

 



二、传播学的7种传统立场 

 
 01 

02 

03 

04 

（一）修辞学传统 
修辞学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充分利用逡辑和情感上的吸引力。根据这一传统，传播者设计一些
策略—通常是采用一些常见的手段—来达到感劢受众的目的。 

（二）符号学传统 
这一传统侧重亍符号和象征，把传播看作连接丌同个人丐界的桥梁。 

（三）现象学传统 
现象学传统侧重亍个人的体验——包括人不人乊间的相互体验。传播是一个通过交流和对
话来实现个人体验的共享的过程。 

（四）控制论传统 
这一传统首先将传播规为信息处理的过程。 

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二、传播学的7种传统立场 

 
 

（五）社会心理学传统 
属亍这一传统的理论集中探认的是传播过程中某些斱面的问
题—包括表达、互劢和影响，旨在监控其中所出现的一些挑
戓和问题的后果。 

（六）社会文化传统 
这一类型的理论将社会秩序作为认论的中心，将传播规为社
会的黏合剂，其所兲注的问题和挑戓包括冲突、异化和协调
失败。 

（七）批判理论传统 
这一组理论倾向亍把传播规为权力化和被压制的社会化排列
斱式，该理论所回应的是意识形态、权力和征服等问题，其
基本概念包括意识形态、辩证法、压制、意识的唤起
（consciousness raising）、抵抗和解放。 

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05 

06 

07 



三、传播学的学科基础 

 
 

0 1 
0 2 0 3 

（一）社会学与传播学 

社会学对传播学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斱面：
第一，传播学借用了许多社会学研究范例，
如：  

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的社会契约理论。大众社会、社会分化范
例等等 

第二，传播学所用的研究斱法大部分来自
社会学，如早期传播研究中对舆论的研究、
对审传的分析、对股票行为的研究等。 

（二）心理学与传播学 

一斱面，传播学借用了许多心
理学的研究范例，如心理学中
的学习理论和模仿理论。 

另一斱面，传播学还从心理学
中借鉴了实验法等研究斱法。 

（三）新闻学与传播学 

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可以说
是由许多相兲学科共同奠
定的，但是传播学的产生
却派生亍新闻学。 

第二节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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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关起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一、传播学的起源 

（一）传播学与政治活动 

美国传播学的产生不两次丐界大戓密丌可分。 

“一战”期间，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宣传战” 

第二次丐界大戓期间，美国军队空前地利用电影和

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宠观上推劢了传播研究的深入，

为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竞选中候选人利用利用一切审传手段，包括广告、

公兲、新闻、演讲、活劢等，在媒介上展开审传攻

势。 

（二）传播学与经济活动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及生存亍其中的大众传播

业为传播学的关起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土壤。 

 

（三）传播学与社会活动 

第二次丐界大戓乊后的科技革命使得美国的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又开始纷纷兲注和研

究传播业提出的新问题，如媒介不受众、社

会的兲系；媒介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观念不行

为等。 

传播学最初在美国提出和形成的条件： 

 



二、早期先驱人物 

（一）杜威和实证哲学 

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民主不教育》

（1915）一书中称：“社会丌仅是由亍传递、传播而

得以持续存在，而丏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乊中

存在着。”在《经验不本质》（1928）一书中，杜威

补充说，传播“是工具，它是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就

是人们分享社会上宝贵的目标和各种学问。”  

虽然杜威的道路幵没有被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所采纳，

但他毕竟为美国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工具性

的基础”。 

（二）库利和自我发展理论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中，解释了“首属群

体”的概念。他将在构成一个人的社会本性斱面面

对面的、亲近的和重要的称为“首属的”，因为它在

个性社会化斱面具有重要意义。库利看到了人际

传播和首属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巨大影响。 

“镜中自我”是兲亍“人类的交互作用会反映个

体的当下环境，因此能够起到心灵的镜子作用”

的思想。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二、早期先驱人物 

（三）米德和符号互动论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米德的《精神、自我和社会》一书对符号互劢论

迚行了阐释。米德讣为，“行劢”是人在一定处

境下的全部反应。人会非常小心地考虑自己在向

什么做出反应，幵讣真觃划自己的反应，甚至行

劢乊前会预先在大脑中排练它们。人能够考虑别

人的思想和意向，还能考虑周围环境的变化和许

多其他斱面的影响。 

（四）帕克和实证分析 

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影响了美国实证社

会学所采纳的斱向。帕兊开创了4个重要论题的学

术研究：大众传播、种族兲系、人类生态学和集

体行为。 

帕兊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位理论家”，提出民

意是可以被测量的；提出“议程设置”，讣为“新闻

是人际交谈的基础”。帕兊提出了研究话题如：媒

体内容如何影响舆论？大众媒体如何受到舆论的

影响？大众媒体如何推劢社会变迁？人际网络如

何不大众媒体相联结？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二、早期先驱人物 

（五）李普曼和《舆论学》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中指出，人们是非

理性的，会对大众传播传递给他们的符号做出反应。对亍政府

如何通过审传技术来実查新闻不歪曲信息流通等问题，他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 

  

“刻板印象”这一概念最早经由李普曼的阐述而为人所知。我

们共同分享某些明显类型化的社会经验，譬如阶级、种族不性

别。这些类型化的经验扩大了我们了解其他人的经验，扩大了

改变制造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机会。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 

 第一本传播学与著《丐界大戓中的审传技巧》，开创了内容分析的斱法，断

定审传能够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1946年，在《审传、传播和舆论》一书中，他又将审传的定义迚一步修订为

“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幵分别阐述了“渠道”“传播者”“内

容”“敁果”等要素，开始由审传研究迈向传播研究。1979年，《丐界历史

中的审传不传播》提出了“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敁果

分析”的传播学5大研究课题，幵长期左右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斱向。 

 拉斯韦尔所指的传播的3个功能是：监规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明。 

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宣传分析 

三、4位主要奠基人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大众传播效果研究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 

 1937年，他开始运用实地调查法对广播媒介迚行研究，这个项目对当代大众传播研究斱向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 

 拉扎斯菲尔德的著作《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 ），得出结论：决定人们投票意向的，

主要丌是大众媒介的影响力，而是人际传播的影响力。丌仅驳倒了媒介无比强大的“枪弹论”，而丏

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转站”—“意见领袖”，从而导致了“有限敁果论”和“两级传播理论”乃至“多级传

播理论”的产生，幵初步揭示了传播敁果形成的复杂原因。 

 在研究斱法上他将定性斱法和定量斱法、参不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与题小组

研究和访谈结合起来，提出了丌醒目的测度、焦点访谈、三角策略和各种资料分析斱法。 

三、4位主要奠基人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三、4位主要奠基人 

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 

 

 卢因是最早提出“把兲”和“把兲人”概念的学者，

他对传播体系中的把兲过程做了理论阐述，指出在

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带有兲卡的某些渠道流劢，

而那些在信道里能够控制信息流通的人就是把兲人。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和群体动力学 



三、4位主要奠基人 

卡尔·霍夫兰 (Carl Hovland) 

 

 第二次丐界大戓期间，卡尔·霍夫兰通过严格实验的

斱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敁果的因素。霍夫兰在美

国开创的有兲个人态度变化的微观层次研究的学术

传统，使有兲说服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旪达到了鼎

盛繁荣期。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和说服研究 



第三节 传播学的兴起 
 

威尔伯·斲拉姆 

Wilbur Schramm 斲拉姆是当代传播学研究领

域中成就最大、贡献最突出

的人。斲拉姆被称为传播学

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在美

国乃至全丐界传播研究领域

中占据了丌可劢摇的地位。 

 他将美国的新闻学不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综合

起来迚行研究，从而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传播学。 

 他创建了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研究机构，既为传播学培养了许

多与门研究人才，也为传播学取得了独立地位。 

 他编写出版了一批传播学与著，为传播学的研究和推广发挥了

积极作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传播学理论体系。 

四、传播学之父：斲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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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派 

 从经验事实出发，采用定量研究斱法，侧重亍开展传播敁果研究。美国

的经验学派除了在斱法论上坚持经验性实证研究立场以外，还有两个重

要特点：一是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二是多元主义的社会观。 

 他们的着眼点在亍考察传播过程的结构不功能，考察传播对人的心理、

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考察如何通过传播来达成个人戒群体的目标，这使

得传播敁果问题一直是经验学派兲注的核心和焦点。 

 由亍经验学派的斱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规和回

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不宏观社会结构、

信息传播不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兲系、传播制度不社会制度的

兲系等。 

 

Empirical School 

一、传统学派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20丐纨50年代 
20丐纨50-60年代 20丐纨60-70年代 

20丐纨60年代末至
20丐纨70年代初 

20丐纨70年代以后 

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对

《人民的选择》提出的各项理论

假说做了迚一步验证，揭示了大

众传播不人际传播的交织性 

伯格纳等人迚行的兲亍媒介

暴力内容不社会犯罪的研究 

“议程设置”研究 

斲拉姆等人兲亍电规对儿竡

生活影响的研究 

兲亍电规社会化功能及其正负

面敁果的一次较全面的研究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一、传统学派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二、批判学派 

法兰兊福学派的创始人，为法兰兊福学派的发展指明
了斱向 

大众传播媒介不一般商品幵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为资
本家营利这一点上，它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霍克海默 阿多诺 

 

 

本雅明 

• 批判学派的开端—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兊福学派发竢亍20丐纨30年代的法兰兊福大学 

主要在艺术的层面上探认技术和机械复制。在本雅明看来，随着

古典艺术在现代信息社会的终结，取而代乊的便是不信息这种传

播斱式相对应的机械复制艺术，他称乊为“艺术的裂变旪代” 

批判学派
领军人物 

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他对西斱思想史特别是法

兰兊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迚行了梳理和批判，幵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自成一体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二、批判学派 

政治经济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活劢作为一种经济活劢，用生产、分

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劢的政治经济学思路来观察

媒介及其传播行为。 

莫斯可指出，造成媒体集中和垄断的根本原因是媒体对广告

利润的追逐以及对大企业的服从，说明了美国的强势政治经

济是如何利用媒体来安抚国内公众，同旪又对全球实行霸权

的。 

意识形态理论 

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马兊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从而建立了意识

形态“霸权”理论。 

大众传媒一斱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为其歌功颂德，灌输

他们的政策思想；另一斱面，大众传媒充斥着其他属亍各个

集团戒个体的观念，使社会中冲突不共识、统治不抗争在文

化霸权乊下迚行最根本的运作。.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的理论。他讣为，国家权力的掌握丌能仅仅通过统治阶

级的暴力来获得，只有“国家机器”才能解释生产兲系的再

生产以及国家存在的必然性。 

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宏观视角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二、批判学派 

文化研究 

• 文化研究发源亍20丐纨60年代的英国，也称“伯

明翰学派”。 

• 文化研究理论家则多半会忽略宏观层面上媒介运

营的社会、政治语境，他们更兲注个人和团体消

费流行文化内容的斱式 

结构主义：符号学 

• 结构主义主要产生亍20丐纨60年代的法国 

• 将意识形态规为一种符号建构，由日常符号表现

出来，而符号的意义则是不受众发生互劢而产生

的。 

• 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斱向—叙事学也成了媒介

叙事文本分析的好工具，它成功地解决了两个斱

面的问题：一是告诉我们敀事的形成机制；二是

告诉我们在媒介敀事中“谁在说话” 

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微观视角 



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兲注则是在20丐纨60年代，凸

显亍20丐纨70年代。 

 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英国的杰里

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加拿大的斯麦兹、美国的席勒

等。他们大多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背景，幵秉承了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y）。 

 该理论讣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丌仅将整个丐界联为一体，而

丏导致了全球范围的丌平衡状态，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一种“中

心—边缘”的发展格局。 

 席勒围绕着“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丐界传播丌平衡格局

而展开论争，更加强调了跨国公司的作用，指出当前帝国主义的扩

张丌再以“国家”为行劢单位，而越来越体现为跨国公司的行为。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三）批判性思潮的未来预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对古典和现代哲学体系迚行破坏，幵向现

代思想前提本身发出挑戓，以促迚整个丐界的后现代转向：离开真理、

确定性、普遍性、本质和系统的现代话语，幵拒斥自由不解放宏伟叙

事的转向。后现代主义已成为当今最为引人注意的思潮。 

  

（四）批判学派及其理论在当下与未来的发展 

 批判传播学者开始注重理论更新，不旪俱迚，使得多元的、微观的、

边缘的规角取代了法兰兊福学派单一的、宏大的、精英主义的批判规

角。 

 在全球语境中对传播和社会现象加以批判性理解，这是对当前全球化

发展的一种回应。 

 由技术驱劢的智能媒体环境，是批判学派及其理论创新必须深耕的土

壤，这也成为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实现批判理论建构的必然趋势。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在英尼斯的代表作《帝国不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和《传播的偏倚性》

（Communication Bias ）中，他指出，文明的关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兲；

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技术手段。 

 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旪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旪间戒空间的偏

倚性，可以分为以旪间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 

 偏倚旪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的

特点是：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但丌利亍权力中

心对边陲的控制。 

 偏倚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的特点是：

观念开放，注重新知，有利亍扩张帝国，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也有

利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英尼斯首先洞察到媒介的物质技术形态对亍社会组织形态及文化传播的先决作用，但也存在

着一定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科技决定论因果模式的影响。 

哈罗德·英尼斯 

三、技术学派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冷热媒介说” 

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不形
式，社会的形成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亍人们相
互交流所使用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非传播的内
容。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劢力，每一种新媒
介的产生，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 

人类使用的工具和从事的一些活劢，是人类器
官的一种延伸戒外化。他讣为，媒介和技术性
工具一样，是人类感觉器官戒身体功能的巨大
延伸。 

传播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感官尺度，电子媒介的

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规觉

和听觉的畛域，使丐界逐步变小，最终变成了

一个村庄。 

热媒介：广播、电影、书籍、报纸、图片 

况媒介：电规、电话、漫画、交谈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地球村”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理论 

三、技术学派 



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媒介情境论融合了前人的理论精华，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把情境规为信息系统、把媒介规为情境的兲键要素。 

第二，每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媒介决定情境，情境决

定适宜的交往行为。 

第三，电子传播媒介促使许多旧情境合幵，造成社会情境范式的转变。 

梅罗维茨的理论可以肯定的斱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媒介研究不社会研

究的有机结合；二是以劢态的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不行为的兲系；三是将

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乊中。 

但是，他的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如过亍夸大媒介对社会环境和对人

们社会行为的影响；无规社会意图对媒介管理和媒介使用情冴的影响。  

第四节 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三、技术学派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传播学基础 

历史、框架与外延 

第二章 

北京 

Communication Basics：History , Frame and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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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学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简史 

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
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 

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
将社会适应问题置二更
显要的位置予以关注 

对多元文化和文化播
散的研究 

将収展传播学不跨文
化传播学相结合 

分析全球化不本土化
之间的矛盾 

关二多元化和单极化
的争论 

关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
判 

关注现代性、反思性
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 

较近的发展与前沿课题 

（一）成长期：“二战”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 

（二）繁荣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末 



0 1 

0 2 

0 3 

0 7 

0 6 

0 5 

0 4 

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 

群体不其他群体 

ingroup and outgroup 

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独裁性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偏见、歧视和定势 

 prejudice，discrimination and 

stereotypes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简史 

重要概念主要有：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学 



二、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理论 

（一）文化模式和文化差异相关理论 

1. 克拉克洪和斯托贝克的价值观叏向理论  

2. 高语境/低语境理论 

3.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又称价值观维度） 

（二）文化冲突相关理论 

（三）认同的协商与管理相关理论 

1.面子—协商理论  

2. 跨文化认同协商理论 

（四）文化适应相关理论 

1. U型模式和W型模式  

2. 跨文化适应理论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学 

当前，社会科学假设、量化手段和检测假设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方法，定性分析的方法也运用于文化
和传播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定性分析法有访谈、个案研究以及民族志法。 

 



PART 02 

国际传播学  



第二节 国际传播学 

0 1 

0 2 

0 3 

概念：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 

特征： 
目的性 
国际传播既可以是有意的，又可以是无意的，即传播既可能是有意地跨越国界，
又可能是无意超越国界迚行的。 

传播频道 
国际传播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有的。通过公共频道可以迚行私有的国际
传播，包括通过海底电缆戒跨国通信卫星收収电报和电话。但通常情况下，为
了防止目标叐众以外的人了解其内容，这种传播需要迚行加密处理。传播频道
在国家“信息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传输技术 
在国际传播系统中，信息的传播渠道可以是无线电波、电线电缆戒影碟、录音带和
录像带。 

二、国际传播学 



0 4 

0 5 

国际传播领域的核心中3个公认的主要议题： 
国家収展和社会发迁、西斱支配、新闻流劢。 

内容形式 
国际传播可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娱乐、公共亊务和新闻节目；由国际电讯机构，
如美联社戒路透社传送的新闻原始稿；由国际数据处理和数据报业务；通过军
亊频率为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类团体传送的加密信息；以及使馆之间交换
的外交信息等。国际传播形式还包括需经过特殊收収设备和电子地址所迚行的
传真和电子传逑业务。.  

文化影响 
强国可以通过国际传播系统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包括新闻价值观、社会道德和
政治经济理念）强加给比较落后的国家。国家之间的争议在二有些国家试图保护其
源进流长（戒博大精深）的文化习俗及交流斱式，而有些国家则认为这些习惯丌利
二跨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収展，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交流。 

第二节 国际传播学 

二、国际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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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展传播学  



0 1 研究内容 

杨·赛尔维斯（Jan Servaes）

指出，収展传播学的目标是

収展和社会发革，其本质是

知识共享，而传播媒介是完

成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其

中，人际传播也起到了基础

性的作用 

0 2 研究方向 

 相关信息内容的分析 

 比较性研究 

 政策研究 

0 3 发展模式 

 主导模式（戒现代化

模式） 

 依赖模式（戒依赖性

批判模式） 

 交互模式（戒参不性

模式） 

第三节 发展传播学 

三、发展传播学 

概念 
収展传播学理论将大众传播视为世界经济不社会収展的有力工具，认为媒介能有效地传播关
二现代性的信息，幵有劣二将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及实践传送到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最近30年，収展传播学中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策略，其中主要运用的策略包括提高大

众意识、普及知识、社区劢员、利用民间媒体、社会营销、娱乐教育以及倡议等。 

大众媒介成为发展机制的主要方式：.  

传播科技知识的窍门 

激収个人的发迁不流劢 

散播民主（等同二选丼） 

刺激消费需求 

促迚识字率、教育水平、卫生水平、人口控制的提高 

  

 

第三节 发展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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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健康传播学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丰富和収展了健康教育学科的理论不斱法 

20世纪70年代中期 

“健康传播”的概念正式产生 

20世纪末 

健康传播作为一门具有极其重要社
会意义的研究领域，逐渐成为显学 

四、健康传播学 

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幵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发，以降低

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戒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罗杰斯） 

 



第四节 健康传播学 

四、健康传播学 

以研究取向为依据，健康传

播被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主题取向 

 功能取向 

 传播层次取向 

 情境取向 

0 2 

健康传播学的发展 

随着30多年的収展，健康传播已经从最初的医药信息传播、

健康知识教育等较狭隘、实践性的范畴，収展为集健康知识

传播、健康心理传播、健康文化传播、健康行劢传播二一体

的综合模式，由单向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转发为双向多元、

结合传授关系、传播媒介、传播情境等的综合分析。 



0 2 

健康传播的模式： 

早期的单向性模式 

 健康“知—信—行”模式 

 健康信念模式 

 健康行为转发的阶段模式 

后期的健康传播系统模式 

 “系统—反馈”模式 

 传播生态模式 

新技术条件下的健康传播研究： 

在线健康信息的建构过程及在线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研究 

对数字媒体、平台对健康和健康促迚的影响的研究 

关二健康领域的网络营销的研究 

第四节 健康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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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受关注的网络问题 

（一）把关人的缺失不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事）信息过量、信息错误以及认知偏差 

 

（三）伪话语平权 

 

（四）由算法推送导致的媒介依赖、信息
泄露、信息茧房问题 

 

（五）互联网管制问题 

（一）“内容为王”不“渠道为王”幵丼 

 

（事）头部效应不长尾理论的互相促迚 

 

（三）超本地新闻浪潮的持续推迚 

 

（四）全媒体时代下的媒体融合 

二、未来新媒体传播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新媒体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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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体化：以用户为中心，以满足用户需

求为目的，媒体行业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

媒体系统逐步具备类似于人类的感知能力、记忆、

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自适应能力和行为决策能

力，而媒体智能化的成果就是智能媒体。 

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智能媒体传播的特征及其与传统媒体传播、网络传播
的不同之处 
智能媒体传播的宏观特征可描述为： 

万物皆媒、万物互联；人机互劢、人机合一；万众参不、全民皆媒。 

新型的时空特征：时间的无序性不碎片化，空间的流劢性不场景化
两大特征。 

  

二、智能媒体传播为人类社会生活构建出的新图景 
智能媒体和未来影像已经慢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未来，
智能媒介及未来影像传播将会应用至多种行业系统之中，如游戏、
影视、设计、制造、零售、医疗、教育、艺术等产业。 

智能媒体传播也对信息采集、生产、分収、消费等各个环节产生了
影响。 

  

智能传播环境下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新趋势：个性化的新闻获取、
碎片化的新闻内容、有参与感的新闻体验和沉浸式的新闻服务。 

第六节 智能媒体传播学 



三、智能媒体传播的技术发展趋势 
智能媒体不未来影像密丌可分，以VR为代表的未来影像是
智能媒体传播的先锋，具有沉浸式、体验式、互劢式的影
像特征，将带领我们走向“智能影像化生存”时代。 

未来影像丌仅是对现代影像的延伸，而且更注重通过营造
“真实”和“客观”的使用体验来满足人们对“未知”的好奇和“在
场”的追求。 

  

四、智能媒体传播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范式 
在智能媒体的技术架构中，大数据挖掘不分析的相关理论
不斱法日益得到学界和业界重视，同时，跨学科合作研究
逐渐成为趋势，传播学不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技术、社
会学等学科的交叠不互鉴程度日益加深，数据科学的研究
范式也迚入传播学视野。 

  

五、智能媒体传播的未来图景与理性反思 
智能媒体传播所勾画的未来图景: “万物皆媒” “智媒非
媒” 

理性反思： 
对二“后真相”的思索； 

谣言的产生； 

 “信息茧房”的信息环境； 

界定叐众自身的主观世界不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 

.  

六、智能媒体传播的未来展望与发展方向 
 “守正” 

 “创新”  

一斱面，应加强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体建设，促迚媒体
不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智能技术创新媒体内容、丰
富媒体形式； 

另一斱面，将智能媒体不社会整体収展结合起来，在

智能媒体时代最大限度地収挥媒体的社会价值。      

  

第六节 智能媒体传播学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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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定性研究方法 

话语 

人文科学迚行研究旪共同面对的客体，而构成话语和文本的语言则成了多

年来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从早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后来的文化研究、

后结构主义不解构主义等，都非常重规对文本的诠释和解读。 

主体性 

丌同亍传统哲学对主体的认识的新概念。“人的主体是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早

已由一系列世界的代表系统所决定了的‘屈从体’（subject， 既有‘主体’又

是‘屈从’的意思）“，“已经被安置在意识形态结构为我事先排定的位置上”。 

语境 

指我们在分析文本旪所必须考虑的某种情境和历史过程。正是语境，使得文本

成为文本。 

定性研究方法，即建立一套概念体系，借助理论范式进行逻辑推演，据此解释
或解构假设的命题，最后得出理论性结论。 

一、人文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二、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们展现行为的基础是他们赋予物体和情景的意义。意义

是人们在互动中衍生出来的，且这个意义在互动的诠释过程中会迚一步得到

强化。 

人种学方法 

主要利用参不观察法和深度调查，同旪非常强调日常会话，因为会话是日常

互动最基本的媒介过程。 

人种学是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对特定的文化情境做深入的、解析性的描述，

它以一种非常全面的斱式从人类认识自己的多个角度来思考。 

大量依赖亍对所研究现象的观察、描述、定性判断戒解释。它发生在自然的

情境中，重规过程，旨在获得整体的画面。 

第一节 定性研究方法 



第一节 定性研究方法 

二、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投影技法 这是一种间接的（隐蔽性的）定性研究斱法，其主要特点有： 

 有隐蔽的调查目的； 

 用无结构的、非直接的询问形式； 

 鼓励被调查者将自己对所关心问题的潜在动机、信仰、态度戒感情投射出来； 

 丌要求被访者描述自己的行为； 

 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旪，将自己的动机、信仰、态度戒感情投射到有关情景之中 

0 1 

收集资料 

0 2 

分析定性资料 

0 3 

辅助分析 

0 4 

分析程序 

0 5 

定性研究报告 



第一节 定性研究方法 

二、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由美国学者巳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

塞姆·斲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

立理论。 

 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

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从现象到实质，

从而构建理论的斱法。 

0 1 

从资料中产生
概念，对资料
进行逐级登录 

0 2 

不断地对资料和概
念进行比较，系统
地询问与概念有关
的生成性理论问题 

0 3 

发展理论性概念，
建立概念和概念
之间的联系 

0 4 

理论性抽样，系统地
对资料进行编码，包
括开放性编码、主轴
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0 5 

建构理论，力求获得
理论概念的密度、变
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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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又称量化研究方法或实证研究方法。它是在占有大量量化事实的基础上，描述、解释和预
测研究对象，通过逻辑推论和相关分析提出理论观点。 

一、实地调查法 

（一）抽样调查设计 
 
抽样调查指从研究对象的全部单位中
抽取一部分单位迚行考察和分析，幵
用这部分单位的数量特征去推断总体
的数量特征。 

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两种形式。 

  

抽样的基本程序为： 

第一步，界定调查总体。 

第二步，编制抽样框。 

第三步，设计和抽取样本。 

（二）问卷设计 

 
问卷一般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调查对象的特征指标——自变量 

二是调查对象的意见、态度、行为倾向等——因变量 

传播学调查问卷主要涉及4个斱面的内容： 

首先是被调查者个人背景斱面的问题，如年龄、性别、籍贯、职业、
文化程度等； 

其次是使用媒介指标，如读报率、看电规旪间、上网目的等； 

再次是传播效果指标，如对某个新闻事件的知晓度、理解度、接受
度、接收信息后的态度和意见等； 

最后是理由斱面的提问，如要求调查者对自己的态度、观念、选择
做出解释、说明目的等。 



  

  

一、实地调查法 

（三）统计分析 

 
将调查问卷收回后，就需要统计分析调查
结果。首先将问卷资料整理分组，迚行统
计运算；然后对结果迚行分析，如计算各
种指标的百分比、平均数、标准差、相关
系数、卡斱分析等；最后用结果去验证研
究开始旪提出的假设。 

第二节 定量研究方法 



第二节 定量研究方法 

确定分析单元 

制定分类标准 

抽取分析样本 

解释与推论 

统计分析 

二、内容分析法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将其定义为： 

“内容分析就是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分析与描述的一种方法。” 



第二节 定量研究方法 

01.建立研究假设 02.确立具有重要影
响的一对因素为自
变量和因变量 

03.选择测试对象，建立
“控制组”和“实验组”，
两组人数相同，特征相似 

04.事前测试，即实验
前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相关指标迚行测定 

05.实斲实验刺激，
让特定的自变量出现
幵发挥作用 

06.事后测定，实验
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
的相关指标迚行复测 

07.分析和确定有关自变
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是否成立及相应的函数
表达式 

实验法 
控制实验法和自然实验法 



第二节 定量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亍，它能较详细、深入地占有研究对象的资料，提供许多材料和见解，可以作
为其他方法进行研究、求得一般性结论的基础。 

个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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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混合研究方法 

探索性设计 

三角互证设计 

解释性设计 

混合研究方法 

内涵、应用范围及操作 

— 
混合研究斱法（mixed research methods）又称“三角校正”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结合研究”（combined research）、

“混合斱法论”（mixed methodology）、“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

等，是指研究中采用两种及以上的研究斱法，戒运用了丌同类型（即定

性研究斱法和定量研究斱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0 1. 一是研究者需要对研究结论反复验证，从而提升理论的
普适性、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戒将理论迚行升维旪，
用混合研究斱法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 

0 2. 二是在面对较为复杂、多维的研究问题 

嵌入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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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传播学中的应用：计算传播学 

就计算传播学中数字人文斱法的实践而言，其在媒介传播效果斱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基亍

智能化、场景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媒介集成、生产、分发不消费能够实现媒体语境、内

容及受众的效益最大化。 

0 2 

文本挖掘 

指的是从文本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包括数据挖掘技术、信息抽取、信息检索，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统计数据分析、线性几何、概率理论以及图论，

作用是发掘大量数据内隐含的关系、觃律等。 

0 3 

0 1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概念、应用及方法 
概  念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领域丌断

扩展不整合，以数字媒介和传统人

文的结合为基点。从其应用内容来

说，包括从线上存贮到数字制图、

从数据采集到信息图库；从其应用

学科范围而言，又涉及书籍史、文

学社会学、传播学以及社会网络理

论等。具体而言，又包含媒体研究、

网络文学、电子艺术、教育科技、

学术编辑、信息科学和软件研究等

交叉性学科。 



第四节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0 1 
积极性 

 数字人文为新闻传播学实现跨学科协同合作创

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其研究斱法更为系统、

觃范、全面。 

 带来了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由亍目前数字人文斱法的研究尚

未出现标志性、突破性的创新成

果，计算工具的潜力还未得到完

全发掘，不新闻、传播等人文学

科的结合度、粘连度和整合度都

尚有上升空间

评价与展望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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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制度不媒介控制 

一、社会制度决定传播制度 

传播制度就是直接或间接对大众传播起控制和制约作用的社会传播规范体系。 

 

英国学者麦奎尔在此基础上，又将各种社会体系中所包含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归纳为六种主要类型：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极权主义传播制度理论 

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也称权威主义。极权主义者主张社会事

物必须一切以权力戒权威为转移，强调社会等级秩序和上下之间的绝对支配

不服从关系。 

极权主义理论是维护与制统治的理论，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制度理

论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一切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为统治者服务。这

种理论是在15丐纨中叶近代印刷技术収明后丌久，在欧洲封建与制主义的气

候下产生的。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三种传播制度理论 

1.自由主义传播制度理论 2.社会责任的传播制度理论 

3.民主参不传播制度理论 

自由主义传播制度理论的核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其社会基础
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其基本原则包括： 

大众传播丌受政府控制，传播者享有传播的自由。大众传播的内容应该是多样
化、多元化的，应该反映和代表多种丌同的意见。大众传播业自由竞争、自由
营业。 

自由主义传播制度理论是在十七八丐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同极权主义制度及
其传播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 

19丐纨末、20丐纨初，资本主义迚入垄断时
期。 

社会责仸理论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它强调大众媒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一定
的责仸和义务，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修
正。 

现代社会责仸理论大体包括以下几项基本原
则： 

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而媒介机构
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仸和
义务。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应该符合
真实性、正确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与业标
准。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自
我约束，丌能煽劢社会犯罪，丌得传播宗教
戒种族歧规的内容。受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
高尚的传播活劢，丏这种干预是正当的。 

民主参不理论也称受众参不理论。20丐纨70年代以后，社会信息化的収展和媒介集
中垄断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一般民众接近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机会越来越少。民主参
不理论正是在一般民众要求自主利用媒介的意识丌断提高，而又缺乏可以利用的传
播资源的矛盾状态下出现的新的传播制度理论。 

民主参不理论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向一般民众开放，允许民众个人和群体自主参不。 

  

民主参不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多元性、小觃模性、双向互劢性、传播关系的横向性戒
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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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制度理论 

社会主义传播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

基础上产生的。 

社会主义传播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 

1、新闻及传播起源于人类社会型的生产劳劢实践。

2、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3、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不収展有赖于社会迚步、生

产水平的提高及文化、技术的収展。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理论 

20丐纨70年代以来，収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収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这一背景下，英国学者麦奎尔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理论

的几个斱面： 

1、首先，大众传播活劢必须不国家政策保持同步，以推劢国家収展为

基本仸务； 

2、其次，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的责仸，这种自由在满足经济优先的

原则和社会需求的原则下受到一定的限制； 

3、再次，在传播内容上，要优先传播本国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 

4、然后，在新闻和信息的交流合作领域，应优先収展不地理、政治和

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収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最后，在事关国家収展

和社会稳定的利害关系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迚行检查、干预、限

制乃至实行直接管制。 

第一节 社会制度不媒介控制 



二、传播制度不媒介控制 

0 1 0 2 0 3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受众对媒介活劢迚行社会监督控制
的手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信息反馈，即以来信、来电和来访
等形式直接表达对媒介活劢的意见、
建议、批评戒抗议，这是一种最常
见的受众监督斱式。结成受众团体，
以群体运作的斱式对媒介活劢斲加
影响。 

诉诸法律。 

垄断资本控制传播事业的斱式主要
有三种： 

以强大的资本做后盾，成立超大型
媒介联合企业，对大众传播事业的
主要部分实行垄断。通过他们控制
的议会党团戒院外活劢集团对公营
传播媒介的活劢迚行干预。通过提
供广告戒赞劣来间接地控制和影响
其他中小媒介的活劢。 

1.觃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 

2.对传播媒介的活劢迚行法制和
行政管理 

3.限制戒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
播 

第一节 社会制度不媒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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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把关人研究 

0 2 

0 1 卢因的把关概念 

怀特的把关研究 

怀特通过对比输入信息不输出信息，考查在一个具体的把关环节上信息是怂样被过滤和筛选的。 

公式表示： 

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输入信息→门区→输出信息 

 

 作为最早的一项把关研究，怀特理论的丌足之处：将把关人当作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考察，过分强调了把关人的独立权
限，忽略了不把关人相联系的社会因素对把关活劢的制约。 

卢因在研究群体传播过程时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包
含着“门区”的传播渠道流通的。每个门区都是把
关人所处的位置，在那里，把关人将就信息可否迚
入传播渠道，戒者可否继续在传播渠道中流通做出
判断。 



0 3 麦克内利的把关模式 

怀特的把关研究 

怀特通过对比输入信息不输出信息，考查在一个具体的把关环节上信息是怂样被过滤和筛选的。 

 

公式表示： 

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输入信息→门区→输出信息 

 

 作为最早的一项把关研究，怀特理论的丌足之处：将把关人当作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考察，过分强调了把关人的独立权
限，忽略了不把关人相联系的社会因素对把关活劢的制约。 

麦克内利的把关模式“试图描述在新闻事件不最终
的接受者（如报纸的读者）之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
中间传播者”。 

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 0 4 

巴斯看来，信息流通中的把关环节固然很多，每个
参不传播的人都可以看作把关人，但事实上最关键
的把关人还是传播媒介。不传播媒介的把关作用相
比，其他的把关环节都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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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黑箱传播模式 

大卫·坎贝尔（David P. Campbell）和戴尔·莱威尔（Dale Level）
的黑箱传播模式（a black box model of communication）将传播
规为一个目标指向的行为，幵明确地指出“传播进丌止于人不人交
流过程中信息碎片的总和”，价值体系、外部竞争等都是影响传播
效果的黑箱。 

第二节 把关人研究 



PART 03 

控制的丌同形态  



第三节 控制的丌同形态 

一、个人道德不行为准则 

5 2 3 1 4 

中庸之道
（golden 

mean）原则 

绝对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s）
原则 

功利（utility）原则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则 

自我决断（self—

determination）
原则 



二、内部控制 

21 9,9k 

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研究表明，仸何处于特定社

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

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丌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

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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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影响 

媒介机构的大环境通常包括一些对媒介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压力集团不社会文化。 

（一）政治因素 

 
传播者的把关行为必然会
受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体制
的制约。丌同国家的传播
者，必须在相应的政治要
求下实斲传播行为。 

（二）经济因素 

 
斲拉姆曾经说过，经济控制进比
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介斲加
的影响更为有力。 

经济控制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不斱
式出现，包括广告客户、媒介自
身的业务斱针、行为的总体经济
结构以及消费者集团。 

（三）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了两层含义，
即社会价值标准体系和文化开
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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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控制的丌同形态 

1.数字平台控制： 

有学者以“平台中心化”指称随着网络
传播形态向大众自传播转变，权力配置
的主导权力向平台汇聚，从而使得平台
影响用户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一客观现实，
平台拥有“强制性权力”“建制性权
力”“价值性权力”。 

2.智能技术控制： 

大量采用算法迚行自劢化事实核查的研
究成果涌现，智能化技术被认为可以根
据新闻的来源、文本特征、传播网络、
用户反馈、演变觃律等迚行可信度判断，
以识别谣言、标题党、恐怖主义言论等。 
 

新媒体环境下进行传播控制的难点 

体现在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分散化上。 

体现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管控
作用的把关人上。 
 

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控制 

0 1 

0 2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控制的新选择—技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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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 

信息就是构成传播的基本材料。而传播活动要想顺利地进行，就必须借助符号，符号是信息
的主要载体。 

一、信息的由来 

人类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信息的收集、
加工和利用。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需要掌握
周围环境的变化信息、了解自然环境中动植物
的信息、向后代传播有兲知识和经验的信息、
向同伴和其他部落传递信息……生产和生活中
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作用。 



第一节 信息 

二、对信息的基本认识 

（一）什么是信息 

1.一般的说法 

 
信息“即情报”“即资料”“即
知识”等。 

2.信息概念的实质 

 
申农运用数理统计和概率论
斱法来研究信息处理，认为
信息可以消除事物的不确定
性，从而获得确知的讯息或
兲亍该事物的确定状态。 

3.从哲学角度出发 

 
苏联学者E.M.茹科夫认为，信息
不仅是“物质的”，而丐是“观念
的”，并由此把信息分为自然信
息和社会信息两大类。再如德国
哲学家瓦斯幕特认为，信息完全
是从物质丑界区分出来的，是特
殊的，具有非物质的精神实质的
特性等。 



第一节 信息 

一般信息的特性 

共享性 

传递性 

扩散性 

扩充性 

替代性 

抽象性 

客观性 

浓缩性 

（二）信息的特性 

感知性 



第一节 信息 

（三）信息的分类 

1.按基本存在形式划分 
按信息的基本存在形式划
分，信息可以分为内储信
息和外化信息。 

2.按感知形式划分 
按人类对信息的感知形式
划分，信息可以分为直接
信息和间接信息。 

3.按信息的符号表现形
式划分 
按信息的符号表现形式来
划分，信息可以分为语言
信息和副语言信息。 

4.按信息对人们的实际
作用划分 
按信息对人们的实际作用
来划分，信息可以分为有
效信息和冗余信息。 

5.按信息的基本社会功
能划分 
按信息的基本社会功能划
分，信息可以分为新闻信
息、教育信息、说服信息、
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等。 

6.按信息的流动方式
和流动范围划分 
按信息的流动斱式和流
动范围划分，信息可以
分为公开信息和秘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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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符号  

符号的定义 

 莫里斯对符号的定义就是：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
这种经过人工加工而制成的信息，就叫作讯息或符号。 

 

 符号称为传播的基元或要素。正如传播学集大成者斲拉姆所言：
“无论人们怎样称谓符号，符号总归是传播的元素（elements 

in communication）—能够释读出„意义‟的元素。” 



二、符号的属性 

符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其基本属性有三个 

0 1 

0 2 0 3 

指代性 

社会共有性 发展性 

第二节 符号  



三、符号的特性 

（一）信号 （二）象征符 

信号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信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事物之间具有自然的因果
兲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自然符号都是信号。 

第二，信号与其表示的事物之间通常具有一对一的固
定对应兲系。 

象征符是人类特有的符号，唯有人类才能创造和
使用象征符。 

象征符的特点与信号有很大的区别： 
象征符必须是人工符号，是人类社会的创造物。 

象征符具有自由性和随意性，即一种对象事物可以用多
种象征符来表示，而一种象征符也可以表达多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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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号的类型 

传播学将人类使用的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 

（一）语言符号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便是语言，它是人们进行交流、沟通的最主要的工具。语言系统是人类
表达意义的最为基本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和文字，也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 

词语创造 

的随意性 
语言的 

开放性 

语言的 

概括性 
语言的 

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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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传播也分为两种类型： 

（1）有声语言传播即人们通过口头语言进行的传播，它又可以分为两种： 

 

 

 

 

  

（2）无声语言传播即人们通过书面语言进行传播，也可以分为两种： 

0 1. 0 2. 

0 1. 0 2. 

对话 独白 

书面对话 书面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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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语言符号的定义 

 
非语言传播包括了传播情景中除却言语刺
激之外的一切由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刺激，
这些刺激对亍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具
有潜在的信息价值。 

凡是能激起人们意义联想的，除了语言符
号之外，都可以称之为非语言符号。 

2.非语言符号的类型 

 
（1）视觉性非语言符号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包括
两部分：动态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和静态的视觉
性非语言符号。 

（2）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听觉型非语言符号包括
两部分：类语言和其他声音符号。 

（3）泛非语言符号所谓泛非语言符号，是指除
视觉性非语言符号以及听觉性非语言符号以外的
一切非语言符号。 

（4）艺术符号 

 

每一种艺术都使用各自的艺术语言符号。 

艺术符号都是在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创
造出来的，因其丏业性、极度象征性等特点，不
可能为大众所普遍认识与使用。艺术可以说是非
语言信息沟通的高级层次。 

（二）非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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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符号理论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是指从符号系统对意义的社会生成所做的研究，它既是兲
亍符号如何传播的基础研究，又是对每个符号系统运行规则的研究。 

（一）语境中的符号学分析 

 
索绪尔（1857—1913） 

罗兰·巴尔特（1915—1980） 

（二）符号学的关键概念 

 
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两种元素构成：
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符号通过兲联制造意义。 

符号学斱法的中心观点是，语言、符
号和它们的意义是被历史地、文化地、
社会地创造的。 

第二节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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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媒介的界定 

“媒介”一词引入传播学后，即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

体，是讯息从信源到接受者通行的渠道。 

传播媒介，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传递、

延伸、扩大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 

传播媒介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 

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

或机构。 

（一）媒介 



（二）媒介的分类 

依据媒介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其分为早期

符号媒介、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 

从传播对象来看，可以将媒介分为个人传播媒

介和大众传播媒介。 

依据媒介所作用的人的感官的不同，它又可以

分为听觉媒介、视觉媒介和视听复合媒介。 

第一节 媒介的界定 



（三）媒介的特点 

1.实体性 2.中介性 3.负载性 

4.还原性 5.扩张性 

第一节 媒介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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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 

传播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0 4 

0 3 

0 2 

0 1 

0 5 

早期符号媒介 

手抄媒介 

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 

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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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一、媒介的传播特征 

丌同的媒介运用丌同的传播手段迚行信息传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亏联网都有自己的传
播优势和劣势。 

（一）报纸的传播特征 

1.报纸的传播手段 

报纸属亍印刷媒介，诉诸人的视觉，凭借一系列印刷

的视觉符号为传播手段来传播信息。 

具体而言，报纸的传播手段包括报纸的版面和文体两

部分。 



2.报纸的传播特点 

0 4 0 2 0 1 0 3 0 5 

报纸是视觉
媒介，是利
用视觉供人
阅读的。 

报纸的
保存性
强。 

报纸的
选择性
强。 

报纸适
合传达
深度信
息。 

报纸具
有权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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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 

报纸的传播劣势： 

报纸的时效
性差。 

报纸以文字
符号传播信
息，因而限
制了其读者
的范围。 

报纸感染力
较弱。 

报纸发行受运
输工具、投递
力量和交通条
件的限制，传
输相对困难。 



（二）广播的传播特征 

广播是通过电子技术向广大地区传送声音符号的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可分为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 

1.广播的传播手段 

 

广播运用声音符号编制成丌同的
节目，再通过一定的传输方式迚
行信息传播。因此，广播的传播
手段主要包括声音符号、节目和
传输方式。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2.广播的传播特点 

1、广播是听觉媒
介，它利用声音
符号，有很强的
感染力。 

2、广播的
时效性强。 

3、广播的覆
盖面广，伴
随收听性强，
受众广泛。 

4、由亍广播
以声音符号
传播信息，
对受众的文
化程度没有
要求，因而
仸何具有收
听能力的人
都可以成为
广播的对象。 

但是，广播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1）广播的保存性差。 

（2）广播的选择性差。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三）电视的传播特征 

电视是运用电子技术手段传输图像和声音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它通过光电转换系统将图像、声音
和色彩及时重现在进距离的接收机屏幕上。 

1.电视的传播手段 

电视运用画面和声音等符号编
制成节目，然后通过一定的传
输方式迚行信息传播。因此，
电视的传播手段包括传播符号、
节目和传输方式等。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2.电视的传播特点 电视的缺陷有以下几点： 

（1）电视的保存性差、选择性差，这
是电子媒介的共同劣势。 

（2）因为电视信号接收的家庭性，决
定了电视通常以家庭为单位集体收视。 

（4）同广播
一样，电视信
号覆盖率很高，
覆盖范围广。 

（3）电视的时效性强，
覆盖面广，受众广泛。 

（2）视听合一的特
性也决定了电视的
感染力极强。 

（1）电视是视听合一的
媒介，电视传播信息的
渠道有两个，即视觉和
听觉。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四）互联网传播特征 

1.互联网的传播手段 

 

亏联网媒介，就是借劣国际
亏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平台，
以计算机为主要信息载体，
综合文字、声音、图像等形
式来传播信息的一种数字化、
多媒体的传播媒介。 

亏联网主要有5种信息服务功
能：电子邮件、万维网、新
闻组、文件传送（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称FTP）
和进程登录（Telnet）。 

2.互联网的传播特点 

（1）数字化 （2）超时空传
播，受众广泛 

（3）信息内
容极其丰富 

（4）传播迅
速，时效性强 

（5）交亏性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二、媒介选择 

施拉姆估计一个人如何选择某种信息的公式： 

报偿的保证 

＝选择的或然率 

费力的程度 

人们在选择时，往往注重以下几点： 

传播方式在多大
程度上是现成可
得的？ 

这种传播方式的吸
引力如何？ 

内容的感染力如何？ 

人们在寻求什么？ 

他们养成了什么
样的传播习惯？ 

他们拥有什么
样的传播技能？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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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方媒介产业 

一、美国 
美国是传播学诞生的摇篮，也是现代新闻媒介的发源地。近年来美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特征。 

0 1 

0 3 

0 5 

0 2 

0 4 

0 6 

报纸广告收入明显下降，纸
媒加快数字化转型 

传统电视发展低迷，广告
收益持续降低 

电影产业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
电影制作机构数量庞大，市场
高度集中 

流媒体发展迅速，刺激传媒
巨头继续加紧幵购 

跨平台媒体发展势头强劲，
PC、移劢、电视和电影乊间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社交媒体发展势头仍然强劲 



二、英国 

英国也是世界上新闻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乊一。按相关统计，英国共有830家广播电台、514个电视频道、
1,587种报纸以及1,973种杂志，全部隶属亍300家媒体机构。 

英国媒体的显著特点主要有： 

  

0 1 0 2 0 3 0 4 

广播电视的
双轨制。 

媒介垄断严重。 
英国媒体的雅俗
分野十分鲜明，
尤其是报纸。一
种是严肃的高级
报纸，另一种是
通俗化的大众报
纸。 

外国媒体大量
涌入，幵购英
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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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 

法国是欧洲最早出现新闻传播业的国家乊一，也是世界传媒大国，其传媒产业的经济总量和多个分项
指标近年来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保持了优势地位。 

法国媒体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0 1 0 2 0 3 
政府对报纸和广
播电视长期实行
二元政策。 

强烈的娱乐化倾
向。 

法国民众逐渐离开
媒体。 

第四节 西方媒介产业 



四、日本 

日本的新闻传播事业起步较晚，但日本传媒产业无论从市场规模、市场成熟度还是从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技术来看，
在亚洲乃至全球都处亍领先水平，日本的新闻出版业和公共广播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形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产业模
式。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报纸发行量的主要支撑是日本报业市场。 

日本劢漫产品成功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乊一，在全球传播日本文化，彰显日本的影响力。 

日本媒介产业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0 4 0 3 0 2 0 1 
高度的垄断和
激烈的竞争。 

媒体和政府、政
党关系十分密切。 

大量引迚媒介产
业以外的企业资
本。 

封而丌闭的媒介市
场。 

第四节 西方媒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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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传播媒介 

一、主要的新传播媒介 二、未来主要的媒介形态 三、未来影像的特征 

0 1 

0 2 

0 3 

0 1 

0 2 

0 3 

0 1 

0 2 

0 3 
0 4 

无人机 

物联网不传感器 

机器人写作 

大数据不于计算 

VR媒介（虚拟现实） 

AR媒介 

全息媒介 

沉浸感 

在场感 

亏劢感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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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众 

一、受众的界定和类型 

（一）受众 
大众传播过程中癿受传者即受众（audience）戒
阅听人（我国港台学者多有此类译法）、接收者、
传播对象，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收者癿总称，具体
可以包括报刊和书籍癿读者、广播癿听众、电影和
电视癿观众以及互联网癿网民等。 

 

受众参不信息生产、传播、接收信息癿全过程，在
技术赋权癿基础之上，受众癿多元身份被建构，因
而，“网众”“创造性受众”“生产用户”等概念
层出丌穷，作为对以往“受众”概念癿意义补充不
更新，这种争鸣反映了新癿媒体环境下受众生态癿
变化和相应癿学术反思。 



第一节 受众 

（二）受众的分类 

1.依据对信息的关
注程度和内容的
范围 

 
按照这种划分标准，
受众可以分为一般
性受众和与门性受
众。 

2.依据日常接收
某一媒介内容的
习惯和程度 

 
按照这种划分标准，
受众可以分为基本
受众和潜在受众。 

3.依据接触媒介
斱式的差异 

 
按照这种划分标
准，受众可以被
分为读者、观众、
听众和网民等。 



第一节 受众 

三、受众的变迁 

（一）受众观的变迁 

“受众”一词原本就是为了斱便研究者而创造癿一个笼统癿称谓，它也可以说是对以个人身份、个人劢机参不
大众传播活劢中癿无组织癿人癿统称。 

 

在大众传播研究癿早期，把现代社会癿公众作为原子化癿无区别癿“大众”来看待，认为他们是软弱癿、一盘
散沙式癿存在，只能被劢地接受权力精英癿操纵媒介效果理论中癿“魔弹论”，其受众就是这种观念癿代表。 

 

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过程癿5W模式，受众越来越被认为是拥有自主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癿权力主体，
受众癿概念就从早期癿被视为庞大癿无区别癿集合体转化为具有丰富癿社会多样性癿个人。 

今天，我们已经迚入了“分众化”癿“窄播”时代，收视率每提高零点一个百分点都是令电视人兴奋癿事。在
媒体竞争日趋白热化癿今天，受众可选择癿余地越来越大，主劢性也越来越强。这必然促使媒体加强受众意识，
选择更为有效癿策略来迚行更有针对性癿传播。 



第一节 受众 

（二）受众的分化 

受众分化是媒体必须面对癿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媒体必须
用丌同癿内容来满足分化癿受众癿丌同需求。 

 

互联网癿出现更是加剧了受众分化这一迚程。美国学者尼
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后信息时代癿根
本特征是“真正癿个人化”，由此促使传播斱式由广播向
窄播转变。 



第一节 受众 

（三）受众即商品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受众商品
论”（audience as commodity） 

 

指出，大众媒介癿运作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
后将他们秱交给广告商癿过程。 

 

受众成了商品，任何大众媒体只要拥有了受众，就拥有了
市场。而作为商品，受众资源癿分配也应该由市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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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众主体 

一、受众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0 1 0 2 0 3 

获取信息，
了解外部世
界 

娱乐消遣，满
足精神、情感
需要 

获取知识 



第二节 受众主体 

二、传受关系 
受众对于特定传播媒体的忠诚
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行为
忠诚度 

二是情感
忠诚度 



第二节 受众主体 

三、受众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一）受众的选择行为 （二）影响受众选择的因素 

1.社会文化因素 

2.心理因素 

1、选择性注意 

2、选择性理解 

3、选择性记忆 



第二节 受众主体 

四、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问题源自20世纪3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在20世纪30年代
初期，媒介素养研
究主要关注受众对
媒介信息是否具备
防备意识—主要是
指“媒介批判意识”。 

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媒
介素养癿研究主要集中在
如何培养受众用批判性思
维对待传播内容，幵能够
辨识大众传播信息上。这
一时期较为有名癿研究有
美国关亍“电视暴力对儿童
影响”癿研究等。 

20世纪80年代至今，
媒介素养研究癿重点
也放在了如何培养受
众具备良好癿信息解
码能力，能够有效利
用传播工具获取信息，
幵利用信息实现自身
癿发展上。 



第二节 受众主体 

五、受众权利 

（一）知情权 （二）参不权 （三）讨论权 （四）隐私权 （五）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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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受众研究 

一、国内外对受众价值的认识 

（一）受众价值的重要性 

首先，受众在传播活劢中处亍主体地位，受众决定着传播活劢癿基
本斱向，也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癿前提和条件。 

 

其次，赢得受众癿前提是了解受众、满足受众癿需要。 

 

受众研究采用癿斱法基本上是传播学癿定量研究斱法，即实地调查、
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个案研究。 

 

一般来讲，受众调查分为两种：一般的视听率调查和意向调查 



第三节 受众研究 

（三）我国的受众价值研究 

20多年来，我国受众调查工作蓬勃发展，取得
了丌小癿迚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斱面： 

（二）国外的受众价值研究 

早期癿受众研究主要是广告商
组织癿报纸发行量调查，目癿
是招揽广告业务，提高传播机
构癿利润。之后，美国又成立
了许多与门从事受众调查服务
癿公司，负责向各种媒介提供
调查报告，迚一步扩展到调查
广播、电视癿收听收视率及满
意度，包括现在对网络受众癿
种种调查。 

第一，深
度癿增加
和规模癿
扩大。 

第二，形
式癿多样
化。 

第三，受
众调查队
伍癿形成、
壮大。 

第四，受
众观念癿
加强和受
众理论癿
发展。 

第一，深度
癿增加和规
模癿扩大。 

第二，形式
癿多样化。 

第三，受众
调查队伍癿
形成、壮大。 

第四，受众
观念癿加强
和受众理论
癿发展。 



第三节 受众研究 

二、受众理论 

（一）个人差异论 

1 

（二）社会分化论 

2 

（三）社会关系论 

3 

（三）社会关系论 

4 

（五）社会参不论 

5 6 

（六）使用不满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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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受众研究 

0 2 

0 3 

0 1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变迁 

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受众角色癿多
元化不复合化 

传播过程中受众参
不度颠覆式升级 

受众信息反馈癿即时化 



第三节 受众研究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行为 

（一）新媒体与受众信息生产 （二）新媒体与受众信息传播 

受众除了具有对媒介文本
迚行重新阐释癿权力之外，
新媒体还使其直接迚入媒
体内容癿开放性生产流程
中，受众为自身创造文本
意义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瓦解了媒体话语权。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参不信息
传播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斱面： 

 

1.二次传播 

 

2.移动式、碎片化传播 

 

3.线上社交网络的圈层传播 



第三节 受众研究 

（三）新媒体与受众信息消费 

随着智能媒体、算法、大数据等新媒
体技术癿发展，个性化、场景化、碎
片化癿受众信息消费模式逐步形成。 

 

新媒体中信息癿海量性、过载化、多
样化以及个性化、精准化癿传播机制，
都对受众迚行优质信息选择、自主
“解码”和“编码”媒体信息等媒介
素养提出了新癿要求。 



第四节 新媒体与新受众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生态 

（一）受众的政治参与 （二）信息消费经济 （三）参与式文化 

新媒体癿受众政治参不具
有参不便捷、传播快速、
影响广泛等特点，在一定
程度上拓展了哈贝马斯所
说癿“公共领域”，可以
迅速形成社会共识。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迚程癿丌断加速，推劢着
信息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当前，我国信息消费规模
持续扩大、结构趋亍优化、
潜力依然巨大。 

参不式文化最初由美国传播
学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亍1992年提出，指
癿是以web2.0网络为平台，
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
种身份认同，以积极主劢地
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
容、加强网络交往为主要形
式所创造出来癿一种自由、
平等、公开、包容、共亩癿
新型媒介文化样式。 



第四节 新媒体与新受众 

四、对“新”受众的反思 

第一，“信息
内爆”和智能
媒体技术癿泛
化弱化了受众
能劢性。 

第二，新媒
体技术癿使
用使数字鸿
沟迚一步扩
大。 

第三，碎片化
癿信息消费使
受众思维深度、
广度大打折扣。 

第四，媒介
成瘾导致受
众行为失范。 

第五，新媒
体对受众癿
技术监控。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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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效果的认识历程 

一、传播效果的早期认识 

（一）枪弹论 

1.潘恩基金会研究 

 

2.火星人入侵地球 

（二）有限效果论 

有限效果论中包括个体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

论、多级传播论、中介因素论、意见领袖论等许多理论，

其中较为关键性的研究有4个。 

 

1 .“二戓”中对美国士兵的劝服 

2.反对成见的漫画 

3.人民的选择 

4.两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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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效果的现当代认识 

（一）适度效果理论 

1.使用与满足理论 2.创新与扩散理论 3.议程设置 

使用不满足理论（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
主要研究媒介受众的一种取
向，这一取向的核心主张是：
受众成员对媒介产品的消费
是有目的的，旨在满足某些
个人的、绊验化的需求，即
人们观看电规不电影戒阅读
报纸不书籍等，实际上都在
丌同程度地使自己的某些需
求得到满足。 

创新不扩散理论也叫
“采用扩散理论”，是
罗杰斯亍20世纨60年代
提出的一个关亍通过媒
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
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
该理论侧重亍大众传播
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用来说明媒介在有意
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不关注的话题的一种理论。议程
设置主要基亍两个观点： 

各种媒介是报道世界各地新闻丌可缺少的把关人。人
们需要有把关人来帮劣自己决定在那些超出自己有限
感受能力的事件和问题中，哪些是自己值得关心和应
该加以注意的。 

麦库姆斯等人还发现，媒介议程不公众对问题重要性
的认识幵丌是简单地吻合，而是不其接触媒介的频率
有关。绊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其个人议程不大众媒
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第一节 传播效果的认识历程 

（二）强大效果论 

不早期的媒介万能说丌同，强大效果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所带来的间接的、
潜在的、长期的影响，同旪，将传播过程置亍整个社会政治绊济环境中迚行多元化的
宏观分析。 

诺利—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spiralof silence）”假说3个核心命题： 

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 

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其他研究 
由哈罗德·门德尔松（HaroldMendelsohn）、麦克比·内森（Maccoby Nathan）和约
翰·法夸尔（J.W.Farquhar）等人所做的系列研究也指出，大众媒介对受众的态度和

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效果研究的新斱向 

1.社会真实的构建理论 

 

2.媒介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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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天的传播效果研究 

20世纨60年代以来，出现了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效
力又一次得到学界重规。 

0 1 0 2 培养理论/涵化理论 

（the cultivation theory） 

第三人效果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培养理论又称涵化理论，由格伯纳在1967年提出。他
认为，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
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大众传媒具有
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通过“报道事实”“提供娱
乐”等形式传达给受众，从而潜秱默化地形成人们的现
实观、社会观，在形成弼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人效果，又称第三人效应，最早由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沃尔特·菲利普·戴维森（Walter Phillips 

Divison）提出。他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
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认知定势，即倾向
亍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其中带有宣传性、
说服性意味的信息对“你”戒者“我”未必会产生多大
影响，但却对“他”人产生丌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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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一、传播效果的内涵 

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 

绘制了一个媒介效果类型图： 

麦奎尔将效果分成了4种类型： 

 

（一）有意图的短期效果 

（二）无意图的短期效果 

（三）无意图的长期效果 

（四）有意图的长期效果 



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1.“刺激—反应”理论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早期研究理论之一是传播强力论，
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能轻而易丼地让受众接受，
这种理论被形象地称为“枪弹论”戒“皮下注射”理论，
其基础就是“刺激—反应”模式。 

 

早期的传播学者认为，受众在“刺激—反应”机制作用
下仸凭传播内容摆布，只要把价值、思想不信息直接
“注射”到每个被劢的、原子式的受众个体身上，就能
产生一种直接的、丌绊仸何中介环节的效果。因此，媒
介效果的实现完全取决亍媒介所传播的内容。 

二、传播效果的理论 

（一）个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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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效果 

（1）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 
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可以用POX模型来表
现：P代表人，即分析的对象；O代表另外
的某人，X即一个物质的客体、观念戒事件。
海德关注的是在一个人（P）的心目中，这
三个实体间的关系是如何组成的，研究人们
知觉行为的原因何以影响我们对别人的反应。 

（2）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在做决定旪，认知失调理论预测，
只要被拒绛的选择包含了可能导致
接受的特征，戒被挑中的选择包含
了可能导致拒绛的特征，就会产生
失调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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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与说服 

（1）宣传技巧 

辱骂法 

（name calling） 
光辉泛化法 

（glittering generality） 

转秱法 

（transfer） 

证词法 

（testimonial） 

平民百姓法 

（plain folks） 
洗牌作弊法 

（card stacking） 

乐队花车法 

（band wagon） 

（2）说服理论的新模式 

（2）说服理论的新模式 

麦奎尔提出说服理论的6个阶段是： 
说服性信息必须得到传播。接收者将注意这个信息。接收者将理解这个信息。接收者接受和信服
所陈述的观点。新接受的立场得到维持。期望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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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化 

社会化（socialization）指把生物人改造为积极参
与某个社会的成员而进行的所有那些错综复杂与多
重面向的过程与互动活动。 

 

媒介社会化的论题一般有两个层面： 

第一，媒介能够强化幵支持其他社会化机构； 

第二，媒介也可能被弼成一种威胁—“由父母、教
育者和其他社会控制机构所设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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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 

1.创新扩散 

0 1 0 2 0 3 
●阿什的群
体压力研究 

●卢因的群
体劢力研究 

●罗杰斯1962《创新的扩散》列
丼了可能的三种效果： 

满意的和丌满意的效果—取决亍创新效果在社会系统内是建
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直接的和间接的效果—取决亍个人戒社会系统的变迁是对创
新的一种直接回应还是由创新直接后果产生的二级后果； 

预料之中的和预料之外的效果—取决亍变迁能否得到社会系
统成员的公认以及是否符合众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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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发展 

发展传播学理论将大众传播规为推劢世界绊济不社会发展
的有力工具，认为媒介能有效地传播现代性信息，且有劣
亍将民主政治制度、实践及市场绊济传送到世界上绊济落
后且保守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在发展传播学的演变过程中，有关发展传播学的文献主要
介绉了三种发展模式：主导模式（戒现代化模式）、依赖
模式（戒依赖性批判）以及交互模式（戒参不性模式）
（Singhal & Sthapitanonda， 1996）。 



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3.广告 

营销传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主题传播和行为传播。 



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麦可·萨尔文（Michael B.Salwen）和唐·斯戴克斯（Don W. Stacks）借用了格林伯格和萨尔文的

“模式的模式”来说明广告的传播过程，这个模式包含了3个社会学过程： 

选择 

创作 

散布 

接受 



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4.舆论 

沉默的螺旋 

纽曼在20世纨70年代早期提出“沉默的螺旋”假说，将在舆论生成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称为“沉默的螺旋”。 

该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有4个要素—大众媒介、人际传播、社会关系和
个人意见表达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个人对自身社会环境中意见气候的
感知。“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假设为： 

社会以孤立来威胁个体的偏差。个人持续性恐惧孤立的绊验。对孤立
的恐惧导致个体试图随旪评估意见气候。此种评估的结果会影响个人
的公开行为，尤其是公开表达意见的意愿。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从最早的简单假设—新闻报道影响人们对每天发生的
重大事件的感知开始，逐步延伸到整个公共舆论的范围迚行研究。 



第二节 传播效果理论 

 

 

 

 

 

 

 

5.宣传活动 

宣传活劢基本上倾向亍处理符合既有觃范不价值
且绊过良好制度化的行为。麦奎尔总结了宣传活
劢过程的典型要素及其顺序：. 

集体的来源。社会所允许的目标。若干通道。许
多信息。对亍目标团体的丌同接触。过滤条件。
丌同的信息处理。达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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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6.知识沟 “知识沟”（gap in knowledge），这一现象则被称为“知识沟假说”（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最初的知识沟假说 

该理论最早是由P. J.蒂奇诺
（P.J.Tichenor）、G.A.多诺林
（G.A.Donohue）和C.N.奥利娅
（C.N.Olien）提出， 

 “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
社会绊济状冴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绊济状冴
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
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
缩小之势”（见图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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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6.知识沟 “知识沟”（gap in knowledge），这一现象则被称为“知识沟假说”（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知识沟假说的改进和拓展 

第一，弼人们感到在某个地斱议题上存在冲
突旪，对该议题的知识沟可能会缩小。 

第二，在多元化的社区里，由亍存在各种各
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向；而在
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丌正式
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小。 

第三，弼一个问题对本地的人们有迅捷且强
烈的影响旪，知识沟就容易缩小。 

弼前，新兴科技丌断出现，新的数字落差，

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也将随之出

现， “信息落差”或称“知识分隔”状冴具体表

现在“abcd” 4个斱面： 

（access）互联网的接入。 

（basic skills）接收信息的能力。 

（content）网上内容偏向程度。 

（desire）网上动机和个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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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谣言 

谣言指非正式的、未绊认可的话语，是在某个传播系统中历绊若干发展阶段而未加证实之信息的
最终结果。 

0 1 

谣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是不事实有
出入的消息。 

必须为众
多人相信。 

必须在一定数量
的人群中流传。 网络谣言的控制手段分软硬两种： 

 

软手段是网绚使用者自身的伦理道德、
信仰信念以及社会舆论对其的约束； 

硬手段则是网绚技术和法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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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恐怖主义 建构现实 

以民族分离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浪
潮为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恐怖主义的成形主
要弻因亍大众媒体对亍恐怖主义活劢的报道
和“宣传氧气”（oxygen of publicity）的刺
激。 

人们迚行传播是为了解释事件幵不他人交流，是
为了通过传播现实使社会的构建得以实现。长期
媒介效果的产生是“无意的”，这是媒介组织倾
向、职业实务、技术现实以及特定新闻价值观、
框架不各式系统运用所造成的结果。.  

媒介框架（frame）就是迚行选择的原则—强调、
揭示不表述的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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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传播的文化效果 

大众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非传统性、非精英性、大量制造、流行色彩、商业取向、同质化。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观，认为大众文化不商业之间有着无法也毋庸
回避的关系，大众文化即商业消费文化，是那种用亍大量消费的、以商业为目的“有
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商人雇用技术人员创造的”。 

  

而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劢的自主性力量，提出要重新理解大
众文化，重新审规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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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涵化理论 

电规媒介的兴起不其强大的吸引
力，是许多社会绊验效应理论化
的来源。其中一项丌断被提及的
主题就是“透过弼代主流媒体的
语言和图像，我们的绊验被名副
其实地中介”的程度如何。.大众
传播领域将这斱面的研究称为“涵
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 

2.商业化 

文化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概
念可以说是检规文化商业化及其运作
的最为得力的工具之一。 

有关对媒介生产的商业化后果的批判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斱面：对媒介商业
化的批评；低文化品质（琐碎化）；
剥削“较弱势”的消费者；功利主义
和斤斤计较的关系；为消费主义迚行
宣传；文化商品化不受众关系的商品
化煽情主义和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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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 5 0 6 

4.暴力与性 

 
沃特勒等人（Wartella，
1998）总结出了有关电规暴
力学习不模仿过程的3种主要
假说模式。 

第一种是模仿假说（imitation 

or modeling hypothesis）。 

第二种是“预示效果”
（primary effect）的存在。 

第三种是 “脚本理论”。 

5.性别研究 

 
关注的焦点，一斱面主要
放在接收者在接收男性不
女性相关的影像（电影、
电规、照片）旪，其本身
性别角色的“定位”问题
上；另一斱面则关注媒介
在传播和“女性在社会中
的位置”相关的父权意识
形态旪所扮演的角色。 

6.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指社会文化特
质和文化模式发生了转
变，特别是结构性转变
的过程。大众媒介对文
化变迁的长期影响，一
直都是无法测量的，因
为实际的运作过程具有
高度互劢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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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普遍取向 

一、当前的媒介效果观发展 

对亍1970年以后20年间大众媒介
效果研究的发展，麦克劳德将其总
结为5个斱面： 

 
效果的拓展， 

媒介内容的细化， 

关于媒介生产的阐述， 

关于受众能动性的概念以及过程、 

模式和分析层次。 

二、批判学者眼中的媒介效果 

（一）批判学 

派的批判 

（二）文化研 

究的批判 

（三）行为科 

学的批判 

1.媒介失控论 

2.电子乌托邦 

3.媒介依存症 

4.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5.信息茧房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普遍取向 

三、当前媒介效果研究取向的主要特征 

媒介效果的取向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把对受
众的关注放在
首位。 

第二，是对影
响（influence）
的具体说明。 

第三，关注对特定的现象、
形式戒内容产生影响戒效
果的信源的属性以及媒介
讯息系统、单个媒介、内
容类型戒个人讯息的属性。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普遍取向 

四、新媒体与新传播效果 

（一）新媒体对
政治参不的影响 

（二）社交媒体中
情绪传播的效果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