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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多媒体计算

社会网络和在线内容分享服务（如FaceBook、

Youtube等）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微博

客的盛行，逐渐产生了将多媒体与社会网络相结

关键词：社会多媒体计算  多媒体社会网络

合的新型媒体形式，我们称为社会多媒体（social 

multimedia）。它拥有改变人们相互交流、合作和通

信方式的巨大潜能，甚至能够影响我们对生活与社

图1 社会多媒体计算的两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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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理解。社会多媒

体的这种将信息“爆

炸式”地传播和多媒

体信息真实视觉刺激

结合起来的特性，已

在社会政治、经济生

活中展示出巨大的威

力。

社会多媒体对

计算技术本身的挑战

和机遇是什么？早在

2006年，多媒体国际

会议ACM Multimedia

就举办了一次专家论

坛来讨论“多媒体和

Web 2.0：噱头、挑

战和合作”；而在2010年多媒体检索国际会议ACM 

MIR也专门讨论了“Twitter、Flickr、Youtube等互联

网‘噱头’对多媒体信息检索研究的影响”。另一

方面，我国学者王飞跃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社会

计算”（social computing）的概念和方法[1]；而美国

哈佛大学的大卫•拉泽尔（David Lazer）等人于2009

年2月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了

“计算社会学”（computatinal social sciences）这一

新兴研究领域[2]。

然而，多媒体与社会学之间的碰撞与对话，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社会计算或计算社会学的范

畴。一方面，以图像、视频等为主要手段或工具

的在线社会交互，与基于文本的交互方式相比有

了很大不同，其信息传播规律甚至有了根本性的

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其固有的挑战性，多媒体

分析与理解的研究仍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领域难

题，而社会多媒体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

角度与思路。正基于此，我们用“社会多媒体计

算”（social multimedia computing）来指代这一社

会学与多媒体技术深度融合后产生的跨学科研究

领域。相关的方向性论文于2010年8月作为封面文

章发表在IEEE《计算机》（Computer）杂志上[3]。

本文将引述其中的基本观点，并加入最近的研究成

果与观点，以之抛砖引玉，供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同

行评鉴。

什么是社会多媒体计算？

除包含不同媒体内容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关联

与交互之外，社会多媒体还包括了如下两类社会交

互： 

以多媒体为手段的社会交互　多媒体是人与

人之间交往与信息传递的媒介。视频博客和用户协

作标注（collaborative tagging）的图片是两种典型的

社会多媒体；而纯文本的博客和短信则属于社会媒

体，不是社会多媒体。

社会交互的多媒体影像 指现实世界的社会活

动以及人际关系在照片、视频等媒体中的真实记录

或“影像”。如事件或活动现场的照片、监控视频

等。这是传统的社会媒体所不具有的功能。

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多媒体定义为“通过社

会交互进行传播或用来记录社会交互的多媒体资源

和应用”。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

视角来认识和理解社会多媒体计算：

图2 社会多媒体计算研究概览：核心问题、研究领域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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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学为中心、基于多媒体的社会计算 
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工具来支持更强大的社会交互，来

获取大量的用户交互数据和行为数据，来分析社会多

媒体中用户行为和群体动力学，以及开展大规模社会

学实验。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社会计算的研究范围，

也为计算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工具。如图1

的例子，除可以基于协作标注数据来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外，还可以基于图像分析来建立多媒体社会网络，

即通过对合影照片中个体的同现关系进行统计建模并

推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社会关系。

社会学助力的多媒体计算 利用社会学理论来

设计或改进现有的多媒体应用，将社会网络分析和

社交数据用于媒体内容理解，以及利用群体间的社

会动力学模型来提高多媒体通信和内容保护系统的

性能等。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使用协作标注数据

来推断照片的语义（如宴会、派对或会谈），甚至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辅助人脸识别。

因此，社会多媒体计算是一个多媒体技术和社

会学深度融合后产生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领域。图

2概括了社会多媒体计算中涉及的核心问题、研究

领域及潜在应用等，下面分别一一简单讨论。

多媒体社会网络：从交互驱动
到影像刻画

多媒体社会网络（multimedia social networks）

是社会多媒体计算的核心。直观地讲，多媒体社会

网络是用户在共享和交换多媒体内容和资源的过程

图3 三种多媒体社会网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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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5]。进一步分析发现至少有如

下3种多媒体社会网络（如图3所示）： 

交互驱动的社会网络（interaction-driven 
social networks） 用户间交互、协作或参与在线

社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是社会多媒体中最常

见的社会网络形式。同时，在线社会活动（如协

作标注）也会产生社会数据网络（social data net-

works），它虽然不是用户间的社会网络，但从它出

发很容易分析得到一个用户社会网络。

博弈驱动的社会网络（gaming-driven so-
cial networks） 在这种社会网络中，用户通过交

换和共享资源来期望获得最大化的回报，为此他们

需要观察和学习别人的游戏规则并相应地调整自己

的策略，因此社会关系变化通常可以建模为一个博

弈过程。典型的例子包括P2P社会网络[4]和共谋攻击

者网络（colluder social networks）[5]。

影像社会网络（imagery social networks） 
现实世界中用户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在照片、

监控视频或无线传感数据等中的真实记录或“影

像”。影像社会网络提供了一种“虚实结合”的方

式来分析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社会网络。

上述三类社会多媒体网络对社会多媒体计算提

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

多媒体社会动力学建模　建模和分析用户行

为及其社会动力学是多媒体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基础性

理论问题。在多媒体社会网络中，用户行为的建模和

分析与媒体内容紧密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用户行为甚

至具有高度动态性（如P2P社会网络中用户行为可能

随网络带宽、位置等随时变化），从而使多媒体社会

网络分析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

关系的发现和预测　多媒体社会网络中的关

系发现和预测必须考虑以多媒体为手段的社会交互和

记录在多媒体内容中的社会交互，从而具有`很高的

复杂性和挑战性。例如，在影像社会网络分析中，理

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提取具有足够描述性和判别性的特

征（如人脸、动作或活动线索）来分析和理解人们在

某个活动或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基于网上

照片还是监控视频，要利用现有的人脸与动作识别技

术来建模这种关系网络将非常困难。

内容、网络和上下文的融合分析　通常三种

社会数据和知识可直接用于社会多媒体计算：（1）

用户数据，如用户行为、偏好或兴趣；（2）社会上

下文信息，如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3）以社会

化方式收集的数据，如协作标注数据等。要使用这

三类数据，一个可能的技术挑战是传统统计学习方

法中的数据独立同分布（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I.I.D）假设不再成立，而其正是大多

数基于统计学习的多媒体内容分析系统之基础。另

一个相关问题则与社会数据的质量有关。以协作标

注数据为例，由于协作标注过程与用户的知识、文

化背景等紧密相关，因此标注的数据往往存在不一

致、二义性等问题。因此，如何提高社会数据的质

量是社会多媒体内容理解系统中的重要问题。

创新应用

除在线内容分享和社交服务、社会多媒体搜索

外，社会多媒体计算还能在如下领域中广泛应用：

多媒体通信 在P2P网络等多媒体通信系统中，

可以对网络中用户的行为用多媒体社会网络来建

模，在此基础上使用奖惩、积分等机制奖励优质节

点、惩罚违规行为，使节点间更趋向于合作而非竞争

关系，从而能有效地提高网络通信系统的效率。最近

一项对Skype用户的调查表明，在P2P系统中应用社

会网络能够减少投机取巧和NAT问题的出现[4]。

互动媒体服务和娱乐 互动媒体服务和娱乐是

未来几年社会多媒体计算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两个

领域，它们都强调运用用户行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

析来设计交互式多媒体系统。协同智能游戏（col-

lective intelligence gaming）、用户兴趣驱动的自动

视频广告投放（user-targeted video advertising）是两

个典型的例子[6]。在协同智能游戏中，用户通过玩

游戏的方式来帮助系统实现对多媒体内容的分析与

理解；而用户兴趣驱动的自动视频广告投放则通过

学习用户的兴趣与偏好，并进行多媒体社会网络的

建模与分析，从而为不同用户投放适合其兴趣和购



12

专题 第 8 卷  第 4 期  2012 年 4 月

买意愿的广告节目。这种新广告模式不仅对用户的

干扰程度较低，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广

告效果。

医疗保健 医疗健康和家庭保健是社会多媒体

计算的一项极具发展前景的创新应用。通过大量的

无线传感器和摄像机来监控个人的健康状态，并通

过与其社会网络相结合，能及时发现疾病发生并做

出相应的应急预警。例如，利用老年人或残疾人携

带的心电传感器来捕捉到任何不正常的心率信息，

并将该数据与环境上下文信息（如位置信息、现场

图片等）发送到包括携带者家庭成员、医生、朋

友、急救中心等的社会网络上，有利于让医生或其

亲友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 [7]。

安全应用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网上网

下联动”发生趋势表明，只有将网络空间的社会媒

体信息与物理世界获取的监控视频数据融合起来分

析，才能对可疑行为进行较准确的分析与预警。因

此，通过研究监控视频数据和社会媒体信息在社会

行为和群体交互行为表达上的关联性，建立个体和

人际关系的跨数据域映射关系，可以在此基础上构

建影像社会网络，为可疑行为和异常事件的事前预

警和事后分析提供支持。

未来研究热点

对于这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们选择性

地讨论一些社会多媒体计算研究未来可能的热点。

上下文情景化媒体理解

以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多媒体协同标

注为代表，社会多媒体计算为多媒体内容的分析与

理解研究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8]，称之为上下文

情景化媒体理解（contextualized multimedia under-

standing）。它包含三层涵义。第一，直接利用社

会网络关系和社会数据（如协同标注的标签）来进

行多媒体内容的分析与理解；第二，媒体分析与理

解应融入用户的社会人文因素（如文化、地域等在

图像语义理解上的差异）和上下文情景信息（例如

GPS等位置信息）；第三，可以将多个局部语义理

解引擎集成到一个媒体语义理解网络中，其中每个

节点能从每个本地用户的操作和可用的局部上下文

情景信息中获得知识，同时不同节点间能够相互学

习以提升对媒体内容的理解水平。这种网络协同式

的多媒体信息检索方法在今后几年有可能会改变多

媒体理解和检索的计算模型。

多媒体交互动力学建模

研究开发新的多媒体社会交互工具需要紧密

结合社会学、多媒体技术和通信技术，而社会学中

关于大规模社会交互动力学的研究则可能为新型社

会交互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从这个意

义上讲，社会学家应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未

来的自然用户界面将允许用户与远程虚拟环境进行

无缝通信与交互，使得我们真正能实现“天涯若比

邻”。实际上，这一愿景可望通过融合新型传感器

（如触觉、嗅觉和动作传感器）、高逼真显示设备

和3D技术来实现。可以预见，这种新型的交互模式

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与交流方式。

盗版追踪及版权保护

多媒体版权保护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随着

社会多媒体内容在互联网上的爆炸式增长，它又重

新受到广泛关注。在多媒体社会网络中，盗版和共

谋攻击者间的动力学分析将有助于研究开发面向社

会多媒体的版权保护技术。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

文献 [5]提出一个基于多媒体社会网络的多媒体取证

框架，其中利用数字指纹来追踪非法拷贝的元凶。

然而，由于互联网上大部分社会多媒体内容很少携

带水印或者数字指纹，因此这一框架的应用范围仍

然受限。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多媒体社会网络中

的用户行为建模，并与基于媒体指纹（mediaprint-

ing）的副本检测等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相结合 [9]，探

索适合社会多媒体的版权保护技术。

社会媒体社区分析

社会多媒体为群体事件分析等问题的解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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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新的思路。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多媒体数据，

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社会学理论的大规模验证，以

及分析这类数据的新理论和推理方法等方面。如果

考虑视频博客或微博中内容、社会和时间三个维度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社会行为和群体动力学分析问

题（如结构和演进模型、信息扩散模型等）就会更

为复杂 [6]。无论在联网设备方面从固定PC发展到可

移动的手机，还是在媒体形式方面从纯文字发展为

文字、图像、视频等多种媒体混合，客观上都加快

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从而有效缩短网络中人际关系

的距离，因此“六度分离”等社会学原则在微博社

区是否仍然成立还需要大规模的实验验证。

隐私保护

无论是对工业界还是学术界，妥善处理好隐

私保护问题都很有必要。然而，与一般社会媒体相

比，社会多媒体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更加复杂。例

如，很多用户通常热衷于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分

享照片，但是这些照片可以轻易地被用于人脸识别

和图像检索之类的额外用途，特别是在照片中标注

了诸如姓名、电子邮箱和实际地址等信息的情况

下。这也是近年来“人肉搜索”问题令普通公众、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直很头疼的部分原因。因此，

研究社会多媒体中的隐私保护问题以及相应技术手

段具有很强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结语

虽然目前社会多媒体计算的研究仅仅处于起步

阶段，但是其前景光明。相信通过社会学家、计算

科学家及多媒体领域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这一领

域的研究将很快就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将为

社会学和多媒体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