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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2020 年 6 月 11 日，推特宣布删除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 23,750 个账户。技术指标显

示，这些账户与 2019 年 8 月被封的 20万个账户的运营者相关。此次披露的 23,750 个账户中的绝

大多数都被及时发现，并未在平台上获得吸引力。推特对此次行动的评估中指出，这些账户只是

一个更大网络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账户主要是用来转发核心账户的推文；这些回声账户没有被包

括在此次披露数据中。

这次推特的行动与 2019 年 8 月的行动在主题上有相当大的重叠，特别是香港民主运动和攻击中国

亿万富翁郭文贵（现流亡美国）的主题。其中一小部分推文发生在 2019 年的行动前后，涉及了第

一次清除后新发现的账户。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失去第一批账户网络后，只是简单创建新的

账户用来讨论相同的话题。这些账户没有展示出可信的人格特征，既没有个人资料也没有背景故

事可以清晰阐明人物的诉求。这些推文的语气营造出一种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见和想法的氛

围。

这次事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叙事手法是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内容。最近的其他研究，比如英

国调查新闻网站 Bellingcat 的分析认为，以冠状病毒为主题的推文涌现与大量中共（CCP）的账

户脱不了关系。这次推特的行动证实了该文章的观点。（在这次清除的账户中）与冠状病毒相关

的推文内容包括为中国政府喝彩，呼吁全球团结，赞扬医生和医疗工作者等。同时，推文也对美

国在流行病上的反应速度进行了明确批评，一些推文针对国际社会认为台湾的反应优于中国而展

开争论，并攻击郭文贵散播冠状病毒的虚假消息以及“诋毁中国”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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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显示了四大主题始终贯穿推特此次行动，每个主题由推文的话题标签代表（白色）。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就某

主题发表推文的账户。边缘根据话题标色：粉色代表香港，绿色代表郭文贵，橙色代表冠状病毒，黄色代表台湾（与王

立强有关则用深蓝色）。各账户在数据集中讨论话题的范围决定了节点标色：例如，只讨论香港问题的标为粉色，既讨

论香港又讨论郭文贵的标为浅蓝色。完整的色彩图例见附录。

2 关键要点

• 推文根据主题分为四类：香港抗议运动；冠状病毒；流亡海外的中国亿万富商郭文贵；台

湾（占比较小但很重要）。

• 以冠状病毒为话题的推文从 2020 年 1 月末开始增加，至 3月末达到峰值。大多数账户是在

1月末发推前的几周内创建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在 2019 年 9 月就已经建立却一直在休眠

状态，直到 3月份开始讨论病毒话题变活跃。

• 以冠状病毒为主题的推文主要称颂中国应对病毒的措施，并偶尔将中国与美国或台湾政府

的疫情应对做对比，也会借机针对参与香港抗议运动的人。

• 与 2019 年中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类似，这些账户存在诸多疑点：大多数账户关注量不超过

10 位，没有个人资料；有些账户同时使用俄语和中文；大量的账户以相似的命名方式和资

料特征在同一天批量建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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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 2019 年的数据，大量推文把香港问题与郭文贵现象联系起来。到 2020 年，相关话题

更是围绕重大事件聚焦，致力于反击香港的民主诉求，同时声讨郭文贵与前白宫首席战略

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新商业合作。

3 运作模式

3.1 账户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SIO-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分析了 23,750 个被暂停的账

户和 348,608 篇推文。这些账户创建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之间，其中大部分

创建于 2019 年 10 月之后。

图 2：大多数账户是在 2019 年末至 2020 年 1 月之间创建的（在上次推特行动之后）

与 2019 年推特行动的数据相似，一方面，这些账户没有鲜明的个人特征，没有任何意图要讲述自

己的观点或故事，也没有尝试与真正的“网红”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这些账户明显按照相似的

命名规则批量创建，尽管命名规则随着时间有所变化。比如，有些用户名创建使用名+姓的格式，

另一些则为姓+数字的格式，相同的名字被重复使用数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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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以相似命名规则批量账户创建示例。这些账户的任务是转发来自中心账户群的内容，已多次观测到这种环形模

式。这些中心账户群中的账户即使不是在此次行动中被封禁也早已因其他原因而被封禁。

大多数账户的关注量非常少：超过 92％的账户只有不到 10个关注者，有证据表明，部分账户参

与了标签“ #Followback”互相关注的请求活动。大多数账户没有个人简介，即便有的话也都是

通过在线工具生成，比如，推特忍者（Twitter ninja）、大企业家（Total entrepreneur）、专

业读者（Professional reader）、屡获殊荣的互联网大师（Award-winning internet guru）

等。只有 16个账户有个人资讯相关链接，还是以垃圾页面为主，仅有几个账户关联到 Instagram

和 VK 等其他社交平台。

这些账户中，部分账户同时使用俄语和中文发布推文。例如账户@ivanovg58，创建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最初仅以俄语发推，推广俄罗斯农场的链接，并提供化妆教程和情感建议等。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改用中文发推： “郭文贵和班农，一个是寻求政治庇护，一个为了年薪 100 万美

元的酬劳，各怀鬼胎，狼狈为奸。#郭文贵 #班农 #双面间谍 https://t.co/V6UNJCyLxs”。

之后，该账户一边发布宣传俄罗斯农场的俄语推文，一边继续用中文发布有关香港“暴徒”的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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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文

3.2.1 关注主题和账户部署

此次删除的推文主要集中在四个主题类型上：香港， 流亡海外的中国亿万富商郭文贵，冠状病

毒，台湾。这些推文叙事的主流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与冠状病毒爆发前和爆发后的时段非常吻

合。

第一阶段 - 2019 第二阶段 - 2020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早期有关香港或郭文

贵的账户被创建

推文主题围绕在香港与郭文贵，11 月有少部

分关于台湾。11 月与 12 月发生最为活跃

冠状病毒

相关账户

被创建

推文主题围绕在香港、郭文贵与

冠状病毒。3 月中旬只四月为活

跃高峰

图 4：主要推文叙述趋势时间表

早期的推文主要集中在香港和郭文贵。第一阶段开始于 2019 年 10 月，最初是由“混合”账户主

导。第二阶段于 2020 年 1 月开始，第二阶段可以明显看到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叙述和专门为这些主

题而创建的账户群。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机制，我们基于推文主题将用户进行分类。用户可能被标记为一种交流

或多种交流的标签：例如，如果某个账户发布过有关郭文贵的推文，之后又发布了关于香港的推

文，用户将被标记为“郭，香港”。

类别 推文百分比

香港 33.3%

郭 26.9%

郭，香港 18.1%

冠状病毒 9.7%

冠状病毒，香港 4.1%

图 5：用户标签排名前五的数据明细。用户的标记基于其对主要标签的使用。附录中列出了对每篇推文完整的标记方法

和编码术语。

用户分类让我们能够根据时间轴和主题轴分析数据中的主要机制。借此，我们可以观测到账户是

如何被创建后迅速部署的，并将内容推送到这些完全不同的主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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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上图为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数据中的标签活跃视图。下图为截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数据结束）的标签活

跃视图。从 2020 年 1 月开始至 4月，四个月内，有大量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账户被创建。与此同时，推文重心从香港和

郭文贵延伸至冠状病毒。话题标签由白色代表，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就某主题发表推文的账户。

纵观账户活动和账户创建，有两个要点。第一，我们观察到“多种交流”用户主导了早期的推特

活跃度，包括在第一阶段中以香港和郭文贵为主题以及后来冠状病毒成为的关注焦点。在第一阶

段和第二阶段，“单一交流”用户的创建和参与都是在“多种交流”用户推动某个主题的原创内

容之后发生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多种交流用户与单一交流用户在总体上传递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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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9 年 10月 15 日用户标签视图。第一阶段的早期活动是由图中心的蓝色节点推动。蓝色节点代表的“多种交

流”用户参与了香港与郭文贵话题。

3.2.2 活跃度

推文的活跃度见图8。从中我们观测到峰值出现在2019年年底及2020年年初，2月平缓，3月

和4月活跃度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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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推特活跃度在 2019 年 9 月大幅上升，在 2019 年 12 月末显著下降，于 2020 年 1 月中旬至 2020 年 2 月末又出现一

次显著起伏[第二次回落（1 月 24 日至 2月 2日）很可能是由于中国农历新年，多省停工直到 2月 9日，广东省停工至

2月 24 日]。

3.2.3 语言

在 348,608 个推文中绝大多数为中文（占比 78.8%），小部分为英文（占比 9.4%），还有极小部

分为俄语（1.8%）。在中文推文统计中，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推特语言分类并不区分简体

与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在中国大陆使用，而香港和台湾则使用繁体中文。通过对参与度最高的 50

条中文推文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 39条（占 78％）是用简体中文编写的。有超过一篇以上推文

是用繁体中文书写，却使用简体中文作为话题标签（“RT @RochelBradstre1: #暴徒废青#严惩暴

徒#曱甴#逃犯条例#游行#暴徒#香港游行#香港暴徒#港独#废青#守护香港#撐警行動#香港警察#反

暴力遊行嗰啲亂港分子嘅暴力活動，威脅到香港市民嘅生命財產安全，破壞咗香港嘅繁榮穩

定。” ）推文中的简繁混杂反应出各推文目标受众的区别。在 100 篇随机挑选的针对香港的推文

中，64 篇使用繁体字。一名用户用简体中文宣称“@cats12570208 热爱香港，香港是我家。”

3.2.4 参与度

这些推文的参与度普遍较低。每篇推文的平均参与度（点赞、回复、转发）为 0.81，最大参与度

为 3,718。每个账户的平均参与度为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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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香港的推文绝大多数为中文，但是同主题的英文推文却得到更多的参与度。在数据中，

最高参与度的推文为关于香港的英文推文，得到了 3,718 个点赞以及 1个转发：

“完全赞成香港警方严厉执法、平息暴动与控制混乱局面，维护香港的安全和稳定，重现

往日的荣光。” -@KatelynFondren8 (6 个关注者，在 12 天内发表 21 篇推文)

在对参与度最高的 50 条中文推文进行分析后发现，19 条和郭文贵有关，16 条和香港有关，11条

和冠状病毒有关，1条为垃圾推文。

图 9：与其他宣传相比，3月与 4月发表的推文明显得到了更多的参与度（点赞、回复、转发）

3.2.5 域名

在互联网被分享最多的域名中，YouTube 是其中最多的（12,580 次）。对分享最多的前 50 个

Youtube 视频的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视频都与香港抗议示威活动相关，其中的许多视频还可以在

Youtube 网站上找到。视频很多来自于频道“Speak 港人講地”。该频道创建于 2013 年，有

267,000 个订阅。该频道的许多视频都是关于描述示威游行的暴力与对香港毁灭的话题。其他被

分享的视频所属频道大多只有很少的观众，订阅量在 1000 人左右。尽管推特数据中显示这些频道

中被分享的视频是关于香港、郭文贵和冠状病毒，而这些频道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来自于抖音视

频或是自然和动物的图像。这些视频多数没有或仅有少量浏览，有些视频的名称是一些随机字母

和数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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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公司 Graphika 曾在一份有关 2019 年中国影响力运营报告中记录过充斥着垃圾内容的视

频频道却分享政治视频的现象。在这次新删除的推特数据中显示了使用这种手段的一贯性。

图 10：丽丝哈频道截图（2020 年 6 月 11 日）。尽管该频道发布许多垃圾内容，在 2020 年 1 月 18 日，该频道分享了一

个名为“香港「顏色革命」註定失敗 香港嘅明天會越來越好”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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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频道“马林”2020 年 6 月 11 日的截屏。在 2019 年 11 月 17日，该频道发布了一个视频，名为“面对质疑，祸

港言论见光死”。

图 12：频道“冯艾拉”2020 年 6 月 11 日的截屏。在 2020 年 2 月 10 日，该频道分享了一个视频，名为 “反對派，你

哋借病毒搞港獨嘅用心好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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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ouTube 之后，排名第二的相关域名是“accounts.youtube.com”（2,391），这是个操纵性域

名，与过去推特网络钓鱼攻击相关。少数账户共享该链接，并使用#followme 和#ff 的主题标签获

取关注者。

图 13：使用相同主题标签获取关注者的账户示例。推文中共享的链接直接指向 accounts.youtube.com 上的网络钓鱼链

接。‘

其他域名都与垃圾内容相关。少数排名靠前的域名是关于与俄罗斯内容有关的农场或中文论坛，

这些论坛共享有关时尚或人际关系的文章，或者有关新闻、金融、时尚和人际关系等的讨论。

图 14：左：2020 年 6 月 10 日中文讨论论坛 bbs.creaders.net 的截屏。到该域的链接在数据集中共享了 499 次。右：

2020 年 6 月 10 日，俄罗斯内容农场 Russian7.ru 的截屏。到该域的链接在数据集中共享了 262 次。

4 叙事分析

4.1 香港
数据集里可以发现最大的主题就是香港。与香港相关的排名最高的主题标签是#暴徒(thug)，其次

是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守護香港/ 守护香港(#Guard Hong Kong)。与香港有关的内容几乎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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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前的大外宣一样：强调法治，赞美和捍卫香港警察，并使用贬义词暴徒(thug)来形容抗议

者。

图 15：其中一条推文中使用的图片得到了香港警察的共同支持。图片上的文字为：“對抗黑暴，警察一直疲於奔命，

你們是香港真正的守護者”， 来自 YouTube 频道“Silent Majority For HK Channel”上的视频链接也是被分享次数

最多的 YouTube 链接之一。

整个数据集显示推文活动都是围绕着重要的政治事件开展的，活动的高峰在 10月至 11月以及 1

月初和 3月下旬。

• 10 月 4 日：林郑月娥(Carrie Lam)领导下的香港政府针对示威者颁布了一项禁蒙面法，引发

了更多抗议活动。 然而，早在 9月 12日，推文里就出现了禁止蒙面的倡议，有些推文说

“香港需要一个'禁蒙面法'”。 这些在该法律颁布之前的支持和游说活动，意在引导或促进

对该主题的公众舆论理解。

• 10 月中旬：带有#港独(Hong Kong Independence)主题标签的推文被利用来谴责抗议者拒绝

接受 2019 年的引渡法案，该法案最终于 10 月 23 日撤回。

• 1 月中旬：使用词条“颜色革命”（常见的词条，泛指许多在前苏联，中共以及巴尔干半岛

地区发生的革命运动）的推文在 1月 10日数量猛增并且持续到了 1月 23日。这些推文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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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不会持久“，称呼示威者“无知”，并且声称这场运动是“‘罪犯政治家’的政

治阴谋”。

10 月至 11月的推文中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它们多次使用标签“#暴徒”和“#暴力”来形容标记抗

议活动是有武力以及肢体冲突的。

在整个香港抗议运动的后半部分，冠状病毒成为了和香港相关推文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在

2月份。大部分混淆的信息包括赞扬香港警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保护香港。一条推文指责香港的

抗议者的行为是违反民意的：“RT @Kristen56561: 社會各界紛紛獻 出愛心，或支撐香港、或援

助內地災區，「亂港」暴徒卻違背民意繼續興風作浪， 病毒易治，黑心難醫! 疫情終會散，香港

依舊會回歸其燦爛嘅本真，正義嘅曙光 依舊閃耀! https: //t.co/voGmsn6a5s”

4.2 郭文贵

关于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的推文是该数据集的第二大话题。郭文贵的名字是排在“#香港”之后第

二多的标签。郭文贵在 2014 年离开中国并自称是流亡到美国。他现在被中共以涉嫌行贿，欺诈和

洗钱的罪名通缉。

和 2019 年以前在推特的攻击行动一样，对郭文贵的作战一直在持续。大部分的行动都集中在英文

媒体 Axios 对郭媒体和史蒂夫･班农之间的一份合同的报道。

2019 年 10 月 29 日，Axios 发表了一篇披露关于史蒂夫･班农收到了来自郭媒体的一份价值一百万

美元的合同，这份合同聘请他成为郭媒体的顾问以及资深编辑。这篇文章是第一篇曝光这份合同

的，并且成为了当时 Axios 被分享最多的文章（分享 613 次）。一些分享的推文仅重复了文章题

目，但是更多的分享推文批评了这个合作关系，形容这个关系是“沉船”以及“注定要失败”

的。

17000 多条含有英文以及中文内容的推文提到了班农。一些推文报道了班农和郭文贵的关系，但

是其它的推文攻击班农为他的“亿万富豪金主”进行肮脏的勾当，包括力推“关于冠状病毒被澄

清的一些主张。”

“@AprilSa05809979 班农可耻的沦为郭文贵的金钱奴隶，道德沦丧”

- @Jessica5999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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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推文分享的一张史蒂夫 班农的图片。（右图）郭文贵一张写着“谣言”的图片，“谣言”是一个经常和提到郭

文贵的推文里使用的词，暗示郭文贵散布谣言。

关于郭文贵的内容在 2020 年 1月 3 日到达了最高点，标签“#郭文贵”出现在 1067 条推文中。现

在并不清楚什么引起了这一系列的行动。一些推文从广义上批评郭文贵，形容 2020 年将是他“名

声损毁以及自我毁灭“的一年。一部分推文提到了他在前一天的“新年直播”，在直播中他提到

了关于在武汉出现的病毒。

4.3 冠状病毒（COVID-19）

另外很大一部分的推文包含了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内容，其中 9%的推文（32392 条推文）提到

了和冠状病毒相关的关键词。总的来说，这一串的推文集中在歌颂中共对疫情的控制，呼吁中国

人民和世界团结一致，描绘中国在国际环境下是负责任的一员，以及赞扬香港政府对疫情的回

应，但是同时批评香港的积极人士以及郭文贵。

当疫情在 3月中旬成为了全球大流行时，有关冠状病毒的推文数字显著地增加。

图 17: 每天在冠状病毒分组里的推文数量，这个数量在 2020 年 4 月 1日达到顶峰。现在并不清楚推文数量的减少是否

是因为行动终止，或者是因为账户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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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月初，大部分和冠状病毒有关的推文集中批评郭文贵，香港的积极人士和泛民主派的区议

员，宣称他们散布关于疫情严重性的谣言并且利用疫情做为“恐慌的子弹”。这些推文同时呼吁

香港和中国大陆要“团结一致”并且共同努力抗击冠状病毒。当疫情很明显变得严重并且导致在

1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经是全球健康紧急事件时，推文的叙事从贬低疫情严重性转换

成赞扬中共的反应以及“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推文同时宣称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赢得这场“抗

疫”战争（习近平在 2月 6日宣告对冠状病毒发起人民战争）。

在 2月时，这些账户关注了在香港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分享了批评香港活动者以及赞扬香港警

察和政府对疫情大流行反应的推文。一些账户问到示威者可能会在疫情期间破坏香港和中国大陆

的团结，并且提到了疫情和示威的双重斗争。

“#肺炎 当社会在应对疫情爆发时最需要团结一致的声音，这些暴徒始终

在制造慌乱以及破坏和谐社会。祝愿香港恢复繁荣和稳定。#香港

https://t.co/eMJd0bVW6W”

在 3月时，当疫情中心转移到了欧洲，同时中国所报道的冠状病毒案例迅速下降，推文的叙事变

成了赞扬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以及确立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推文同时主张冠状病毒已经

成为了“世界的敌人”并且呼吁国际合作和团结。之后，当美国报道的感染数字快速上升时，美

国政府增加了对中国关于疫情的批评。作为回应，这些推文批评了美国的疫情处理方案以及呼吁

白宫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并且“放下政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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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一条推文中分享的图片表达了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工作的支持，推文上的文字翻译为：“武汉必胜！中国必

胜！”

对于西方受众来说，3月的英文推文主要报道的是与疫情爆发有关的新闻。一些英语推文是来自

知名的国家媒体账户@ ChinaDaily（中国日报），@ globaltimesnews（环球时报），和@PressTV

（伊朗），以及@Amb_ChenXu 和外交部账户@SpokespersonCHN 等中国官员的转发（我们在这里详

https://cyber.fsi.stanford.edu/news/chinese-state-media-shapes-coronavirus-con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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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讨论了国家媒体活动）。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质疑了中国拖延向世界通报冠状病毒的观点，并

声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快速透明的行动和措施。

在四月份，有些账户指出中国的疫情形势得到控制，提到中国的“团结”和“民族精神”令武汉

这个疫情发源地获“重生”。一些账户继续批评川普政府的回应，同时也指出中国希望在这个

“艰难时期”支持美国，并且两国应该合作。

RT @NicoleG24816028: #美国疫情如今西方自由社会的同类封

锁令显得如此松散时就尤其令人不安。居高不下的疫情相关数字，

还在持续上涨，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尽快扭转

政治主张，全面投入到战胜疫情的事情上来，加强国际合作，加

大管控力度。什么经济啊霸权啊在…

4.4 台湾

该部分数据集里最有趣的一个表现是，尽管账户在 2020 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表现活跃，但是仅约

1％的推文（3,310 条）中包含与台湾相关的关键字。由于外界普遍担忧中国针对选举会采取严重

的信息干预，该结果很有趣。这种相对较低的操纵活动水平（中英文推文）可能部分是由于和香

港相比，推特在台湾不那么受欢迎。在“台湾”相关的这部分数据中，最著名的是与所谓的中国

间谍王立强有关的新闻，他于 2019 年 11 月叛逃到澳大利亚，并声称为中共干预了 2018 年的台湾

地方选举。王的故事得到了台湾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关注。11 月 21 日，在接受澳大利亚

“60分钟”采访时，王立强声称他曾是一名中国间谍，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为中共进行的虚假宣传

工作。王的任务包括支持原市长候选人和现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这些数据中的账户信息显示推文

将王称为“诈骗犯”和“嘅詐呃犯”，并批评蔡英文对王显得“大惊小怪”，以此企图抹黑她的

对手韩国瑜。约有一半（47％）和台湾相关的推文是在 11月 25 日至 27日之间进行的分享，并重

点关注了王立强（请参见下一页图 1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6/technology/taiwan-election-china-disinformation.html
https://cyber.fsi.stanford.edu/io/news/taiwan-election-final-countd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R-I35Lad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R-I35La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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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与台湾有关的活动总体较低，但围绕所谓的中共间谍王立强事件，2019 年 11 月下旬活动出现了大幅增长。

除了中国间谍事件之外，与台湾有关的推文也关注中国的“国家统一”话题，并强调台湾从大陆

分裂是“痴心妄想”。这部分数据中的账户也会批评参与 2020 年竞选的现任总统蔡英文，以及她

（蔡总统）涉嫌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香港的抗议者相互勾结。推文还谴责台

湾人在香港问题上“干预”，并且呼吁台湾与中国大陆实现“统一”。

有趣的是，与选举有关的大部分推文是在 1月 11 日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后出现的。这些

推文于 1月 13 日至 16 日之间发布，叙述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强调民族团结，哀

叹香港人士支持再次当选的蔡英文总统。

与台湾有关的英语内容（推文）鲜有关于一月大选的，除了一些泛泛的反对民主推文和一些在四

月初发布的声称台湾和香港独立运动相互勾结的内容。

4月初，与台湾有关的大部分内容仍集中在地域团结上，但仍有部分推文针对冠状病毒的爆发，

例如，批评台湾抹黑中国大陆和世界卫生组织。另有推文关注台湾抗疫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

为台湾向中国学习：“＃台湾的抗疫活动行之有效是因为汲取了内地的抗疫经验”。大量账户反

复转发这种优越性，例如“ RT @ NicoleS00264634：＃新冠肺炎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抗击疫情的

国家，不是台湾＃新冠肺炎 https://t.co/bSJu46taRv”

https://t.co/bSJu46ta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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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评估

该网络中很少有账户能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或参与度，并且这些账户所宣传的叙事在以往的删除

记录中就可以观察得到，而且很明显它们缺乏对焦点人物的持续关注，这次行动的主要意义在于

证实了中共动用其所掌握的势力，在涉及所谓国家大事的问题上企图影响全球民意。特别是在冠

状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中共全方位的宣传行动，包括公开的、直属的国家媒

体和隐蔽的社交媒体个人账户。这使中国也可以在其他国家行为上有类似的能力和保证。我们有

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合作研究，以了解中共所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确保他们今后的行动能被

迅速发现并加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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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标签和可视化研究方法

标签是通过划分四大类主题来确定的，最终的可视化反映了该数据集内的用户和他们所创建内容

的主题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主题对每条推文进行了标签化。利用这些信

息，使用者可根据其标记的推文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如果用户的一组推文包含标签 Hong

Kong，COVID 和 Taiwan，则该用户将被标记为“ Hong Kong，Covid，Taiwan”，并标上相应的颜

色。如下表格，我们包括了用于确定每个主题的标签，以及每个用户节点着色的扩展图例和每类

主题的推文月度活跃度明细表。

图 20：表格显示了用于标记四个主要叙事主题的推文标签。



24

图 21：前 9名用户分类及其在数据集的比例，以及它们在最终可视化中的节点着色情况表。

图 22：按照上述 "每条主要叙事的关键词汇 "表标注的推文，可直观地显示每月的推文活动比例。2020 年 1 月涉及香

港和郭文贵的推文平均分布，随后加入了 COVID-19 推文活动，最后以香港和郭文贵内容均分推文活动直到数据集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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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政策参与计划，旨在研究当前信息技术中
的滥用问题，重点是社交媒体。该观察站的成立是为了实时了解互联网的滥用情况，并将我们的
研究发现转化为培训和政策创新，并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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