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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技术平台的人群聚合规律 
与沟通策略初探 

— — 以人人网为例 

李相君 

f摘要1 SNS是近一段 时间的高频词 汇，引起 越 来越 多人 

的 关注 ．无论是 学界 还是业界 ，只要提到 Web2．0的重要应 

用．必然会提及 SNS．但是国内众多的研究中多没有给出 

SNS的严格 定义．并且混淆 了 SNS与 SNSs进行 一些讨论 ， 

本 文拟 对 SNS与 SNSs概 念进 行重新梳理 ．着重讨论基 于 

SNS技 术平台的人群聚合规律 ．并 以人人 网 为例讨论基 于 

此新技术平 台的营销传播策略 

f关键 词1 SNS；SNSs；Web2．0；营销传播策略 

一

、
概念界定 ：SNS与 SNSs 

在 国 内众 多研 究 中 ．SNS与 SNSs的概 念 是 混 为一 谈 

的 ，文章开篇界定 的是 SNS概 念 ，而通 篇讲的是 SNSs，对此 

有必要做清晰 的界定 

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即社会 网络 服 务 ，它的 

理论支持来源于六度分割理论 而在六度分割理论 之前有 

小世界现象f又称小世界效应)——假设世界上所有互不相 

识的人只需要很少 中间人就能建立起联系 。1967年哈佛大 

学的心理学教 授斯坦利 ·米尔格拉 姆 (Stanley Milgram，1933 

年一 1984年 )根据六度分 隔理论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做过一次连锁性实验 ，尝试 证明平均只需六个 人就可 以联 

系任何两个互不相 识的人 ②简单地说 ：“你和任何一个 陌生 

人之 间所 间隔的人 不会 超过 六个 ．也就 是说 ，最 多通过六个 

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 个陌生人。 ”按 照六度分隔理论 ，每 

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 ，这是 

社会性网络fsoeial Networking)t~早期理解。事实上可以这么 

理解 ：六度分割理论 的实质还是信 息的获取与分享 ，即不管 

通过六个人你认识 了谁 ，最终获取和分享 的是信息。 

SNSs：Soc．ala Networking Sites，社 会 网络 (社 交 )平 台 ，是 

SNS的具体 表现形 式之一 ，是基于 SNS原理在互联 网上可 

供 用户 f l1在特定 的站点上建 立属于 自己 的公开 或者半公 

开的主页 (profile)，(2)创建好 友列表 并公开 这个列 表 ，(3) 

通过 查看这 些好友查 看他 们 “生产 ”的内容并分 享 ，这与传 

统意 义上的站 点连接 站点有可 能是不 同的 ，③(4)在这 个系 

统里 ，你的个人信息是真 实的。So ial Networking Sites这个 

词 组 中 ．网络 一 词到底 是 network还是 networking也 有争 

议 ．有 观点认 为 ．因为 network强 调此平 台为真实社会 关系 

的写照 ．旨在与那些已经在 自己的真实社会 网络 中存在 的 

人沟通 ，而 networking强调 “关 系的开始”，即与 陌生人的关 

系的开始④。笔 者认 为 ，SNSs(社会 网络平台 )基于六度分割 

原理 ．就是 为了认识 朋友的朋友 ，即从熟 悉的真实社交 网络 

拓展 到更 大网络 ，所以使用“networking”，既包括固有关 系也 

强调关系的开始 ．这也是为什 么国外著名 的 Facebook只允 

许哈佛大学学生使 用．后来变为人人都可 以使 用的 SNSs的 

原因。 

综上 ，SNS是核 心、是 理念 ，SNSs是应用 、是表现 ，所 以 

本 文所 讨 论 的 SNS技 术 平 台 ．专 指 SNS的 具 体 表 现形 

式——SNSs，即 SNS网站。 

二、SNSs是 Web2．0下传播方式 的高度集成 

较之于互联 网 1．0(Web1．0)，由 0’Reilly Media在 2004 

年提 出的“互联 网 2．0”(Web2．0)充满了太丰富的想象力 ，这 

个平台上有人们想不 到的 ，没 有它做不 到的，也正 是 web2．0 

时代 的到来 。传统传播模式下 的受众正在体 验传者 、受者双 

重 身份 的快感 ：它是一次理念和 思想体 系的升级换代 ，由原 

来 自上而 下的由少数资源控芾̈者集 中控制主 导的互联 网体 

系转 变为 自下而上的用户集体智慧和 力量主 导的互联 网体 

系 ⑤在这种体验 中，最 为重要的就是去 中心化 ，没 有所谓 中 

心 ，因此人人都可能成为 中心 。 

各种 Web2．0下的典型传播 方式 ，如 Blog(博客)、Vlog 

(播客 )、Digg(掘客 )、RSS(简易信息聚 合 )Wiki等方式 的出 

现 无疑 是对 Web1．0理念和传播方式 的颠覆 ，而 SNSs正是 

基 于 SNS理念对于这 些传播方式 的高度集成。 

国内典型的 SNSs，以校 内网为例。 

当你注册成 为其站点中的一员时 ，你被 要求填写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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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名、性别 、年龄 、地点 、学校 (系统会根据 IP判 断是否属 

实 )、兴趣爱好等 ，如此这般之后 ，一个属于你 的主页就建立 

了 ，同时你 也拥有 了 自己的博客 、相册 ，主页上代表你 自己 

的照片最好是你本人 ，根 据你 所填 写的信息 ．系统 自动把你 

划入一些 自然圈 ，如上海市 、复旦大学 等等 ，你 可以发表新 

博客、更新状态 、分享链接、图片 、视频 ，还可 以通过 SNSs进 

行即时通讯 、安装各类应用软件。(APPlications)这些小软件 

都 是用户通过开源代码 自行开发的 ．如 果你是新 人．可 以通 

过 站内搜索找 到你 本来就认识 (已注 册 )的人 ，或者通过注 

册时填 写的 电子邮件地址让系统 自动为你 邀请那些经常与 

你通信且也在同～个 SNSs注册的朋友们 ，或者 系统通过 自 

然圈的划分为你推荐一些你可能认识的人．这样 ．你现实生 

活中的社会 网络会愈加清晰 ，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更 多 

朋友 的朋友。注意 。这些社会关 系都是可见的、公开的 

通过对校内网的使 用和体验 ．可以这么理解 校 内网的 

博客是传统博客、RSS的集成，校内网快速更新状态栏是微 

博客 、RSS技术 的集成 ，分 享与 转发 功 能就 是 Web2．0下 

Digg(掘客 )的 变相应 用 ，也就是 说 ，它集成 了 Digg理念 ，校 

内翮提供API接口，可接入备类在线应用(Applications)。值 

得注意的是 ，这些应 用程序 的开发者也是 SNSs的用户 可 

以说 ，以校 内网为典型代表 的 SNSs是 Web2．0下各种传播 

方式 的高度集成体 

三、SNSs人群聚合规律 

1．真人又见真人 

SNSs的价 值来源 于真实性，你 的个人信息 是真实 的 ， 

你的社会关系嘲络是真实的．如此才能轻松做到认识朋友 

的朋友 SNS以现 实社会关系为基础 模拟或重建现实社会 

的人际关系网络。力求回归现实中的人际传播。 也是校内 

网可 圈可点之处 ，注册 的成 员全部为 实名 ．在注册之初就有 

比较严格的控制 ，而且以非实名注册 的用户是认识 不了什 

么朋友的 ．因为用户 在加一个人为好友时会很在意加与被 

加 有多少共 同好友 ，故 ，真人才能被信 赖。 

2．你加的不是好友 ，是信息 

Web2．0下，每个独立的节点都 拥有一份 Dailv Me⑦．他 

本身就 是一 个媒体 ．在 SNSs中更是亦 然 ．而且表现得淋漓 

尽 致。因为 ，SNSs是一个巨大的集成体，通过六个人你认识 

了谁?也许这并不是六度分割的问题所在．其核心在于你通 

过 多少人得到了多少信息 通过 SNSs你认识 了越 来越 多的 

朋友 以及朋友的朋友 ．从 而使你 的社会 网络不断地延伸 ，实 

质是．你订阅的 Daily Me越来越多 即你掌握的信息越来越 

多 ，所 以在这个 平台上 ，你 不是在加 好友 ，而是在通过一 种 

名为加好友的协议来订 阅信 息。例如 ，校内网上 ，无论你登 

录 Web还是登录客户端 ，眨眼的功夫就 有数十条关于好友 

的信 息推入 ，这些都是你 自愿接受的 ．如他最新发布 的状态 

更新 、新发 的博文 、新上传 的照片、新 看的 电影 、书本 ，甚至 

他对 别人博文 、照片 的评论 ，因为你 加他为好友 的同时 ，你 

就是在订 阅他 生产的一切信 息 

3．“圈子”的淡化 

这是 笔者 发现 的一个很有趣 的现象 ．也是值得仔细推 

敲 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 SNSs开始淡化“圈子”功能。起初 ，类 

似 的网站是有“圈子”功能的 ．而 如今 在不断地淡化甚至省 

略 ，如校内网“圈子”功能在不断退化。另外一个 比较有趣的 

现象是非 SNS理念网站的“圈子”异常活跃 ．如百度贴吧，而 

腾讯 、新浪 的贴吧却不热 闹，因为腾讯、新浪已然是 SNSs。 

SNSs下 ，个体 的概念强化、“圈子 ”的概念 淡化 ，这种淡 

化或者可以理 解为圈子概念的转化。笔者认为，基于 SNSs 

的圈子都是 陕闪圈 ”，即“当需要时”出现 ．比如就某一话题 

的讨论 ，感兴趣的人马上形成一个 “圈子”，话题结束“圈子 ” 

解散 、消失 ，例 如 校内网 ，2009年夏天某个周五的晚上 ．一 

则新发布的状态 (recent activitv)：“可唯可 唯”，在不到一分 

钟 的时间内．被 “圈子”里不同人以不同的观点讨论着 ．而且 

被卷入的人数也随 着讨论的进行不断地增加 ．电视直播结 

束后 ，话题结束 ，“圈子 ”解散 如此的‘‘1央闪圈”时刻都在产 

生、消失 ，情况发生在用户发表～则新状态、一篇新博文、一 

张新图片 ，或者分享一个链接，等等 。 

4．内容 的二次生产与网络的不断扩大 

w b2．0下的 内容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无论是博客 、播 

客、相册 ，还 是 wiki，而在 SNS技术平 台下 ，还具有内容的二 

次生产功能 ，即SNSs所集成的 Digg理念 看似平台上多是 

众 多好友的转帖与分 享，殊不知在点击转载 或者分享 的同 

时 已经在生产内容了 ．这是对信息 的重新组织与筛选 。且这 

个过程 伴随传者的思考在里面 例如校 内网，状态更新可以 

看作是微博客 的更新 ．发表博 文与传统意义的博客亦无差 

别 ，而就 是在点击好友分享 的图片、文字 、视频 的同 时再 加 

上 自己的评论或者什 么都不加的时候，这 个行为本 身就是 

在生产 内容 这样的生产与二次生产的过 程中会不 断巩 固 

旧的关系网络和生成新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生 

产过程 中，关系网络有可 能不断扩大 

四、SNSs下的营销沟通策略 

Web2．0的兴起一直到成熟应用．已经为 2l世纪营销传 

播提供了新的环境 ，在高度集成的 SNS环境下，因为数字设 

备的普及 ．消费者 可通过任何终端随 时随地 以任意形式参 

与信息的分享、发布与评论．人人都是媒体，沟通策略也应 

有全新的应对法则 

1．真人 又见真人 ，把握营销对象的可寻址性 

正如前面所说 ，不管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营销者未说 ，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消费者可以有更好的体验、而营销者 

真正看到了上帝．因为 SNSs他们现身了．你知道他是谁 、在 

什么地方 、什 么时间做 了什么 

SNS平台上的消费者都是坦诚相见的 ．在注册之初就 

被 系统记录了所有相关信 息．也就是说像校内这样 的 SNSs 

拥有 着庞大的消费者数 据库 。既包括消费者的静态信息也 

包含其动态信息 所谓动态信息就是消费者在互动过程 中 

产生的行为上 的痕迹 也就 是无论通过 SNS 本身还是通过 

第三方都可 以获得消费者的行为数据 ，即最接近消费者真 

实的动态数据，由此营销者可做到有理有据、知己知彼。依 

然需要把握的原则是 ：最大程度的互动与个性化 

2．消费者自愿参与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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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再也不是从前冷眼观察的旁观者．而是热情洋 

溢的参与者 ，人人都在经营着一份属于 自己的 Dailv Me。要 

知道 ．在 SNSs这样一个 大集体 下 ．所 有 内容 都是 由用户 自 

愿生产的 ．包括点击分 享、转 载这样的二次 生产 ，也是经过 

思考、筛选 的 ，而硬推 (Push)来 的信 息是没有 生存 土壤的 。 

例如 ，校 内网一款 经典 应 用(Application 抢 车位”，是一款 

网页小游戏 ，来源 于国外 ，由于上手简 单、乐趣 横生而 风 靡 

于各大主流 SNS社交 网站 。它就 是在用户高度参与 下植入 

信息的 这是一个 有别于硬推式 营销 的、用户 自愿加入并 

影响更 多人卷入 的典 型案例 ，在获得 了用户许可 的情 况下 ， 

在用户感兴趣的领域和频繁接触点中寻找契机。 

3．重视 微内容 、微小众 

微 内容指数字化新媒体所 产生的任何微 量数据 ，尤其 

是互联网用户所生产的微量数据。Cmswiki对微内容的最新 

定义是这样 ：“最 小的独立的内容数据 ，如一个简单 的链 接、 

一 篇 网志 、一张图片、音频、视频 、一个关 于作 者或标题 的元 

数据、E—mail的主题、RSS的内容列表等 等。” 是说 ，SNSs 

上通过 用户产生 的任何数 据都可被认为是微 内容 比如一 

个状态更新 、一个链接分享 、一个留言 、一次到访 ，乃至于添 

加他人为好友的一次点击 

SNSs下 ，本来代表小众 的“圈子”在 淡化、在退 出，取而 

代 之的是 因微 内容而形 成的 “快 闪圈 ”，聚 合的是 微小众 

(Micro—Niches)⑨，而且这个 微小众 组成 的 怏闪圈”也可 能 

存 在小众领 袖 ．这为营 销者 提供 了更为精确 的定位 、细分 依 

据 值得庆 幸的是 ，这些 内容都 是可见的 ，就 是说营销者 更 

容 易洞 察消费者 ．因为消 费者通 过各种行为告诉你 ，他们 在 

关 心什 么、兴趣 在哪里 ，营销 者需要做 的就是 关注消 费者 、 

你 的品牌 在哪里被讨论 了什么 ．通过对这些 内容 的分析 、关 

注消 费者的表达 方式以发现可能存在 的问题 ，从而做 出调 

整 ，为消费者提 供更优质 的服 务。 

4．可见的真实关系网络 ，口碑营销更重要 

SNSs是真实关系网络 的可见形式 ，它以现 实社 会关系 

为基础 ．模拟或重建现 实社 会的人际关系 网络 ．力求 回归现 

实中的人际传播 在 SNS真 实模式下 ，网络 化社 区形 成了一 

个真正的社会群体，工作、感情和现实的生活都紧密相连， 

相 互之间传达的信息是真实而可靠 的，并付诸于真 实的思 

维和行 动 ，从而成 为真 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可 以说 ，整个 物 

理 实在 已经 或正在被 虚拟化 ．这种虚拟 实在正成为 当下社 

会 的本 身，网络 生活和现 实生活渐趋融 为一体回。即 SNSs为 

口碑传播 的速度加快提供 了条件。因此，营销者更应该把握 

基于 SNSs口碑 的营销契机 ，原则是 贴近消 费者 、尊重消 费 

者，让消费者觉得你和他的朋友一样可信赖。基于SNSs的 

口碑营销有可能成为未来口碑营销的趋势。 

五 、结语 

是什 么让人半夜起来打开 电脑上 网7不是必须 半夜起 

来 查收的邮件 ，更不是失眠 ，而是为 了“偷莱 ”、是为 了“抢 车 

位 ”．而这之前人们还非常热衷于“你 的身价 多少7把你买来 

做 我 的奴 隶 吧 ” 这样 的好友 买卖 ⋯ ⋯ 这就 是 高 度 集 成 

Web2．0传播方式 的 SNSs，消费者高度参与 ，更加积极主动 ， 

_

囊 哪  

为某一话题临时聚合，更加挑剔地对待硬性推入的信息．在 

此环境下 的营 销者须更好洞察你的消费者 ，因为他们为你 

提供 了可供洞察的条件和机会 

关于 SNS(s)的研 究有很多值得 思考的 问题 ，比如我们 

是 否可 以大胆 畅想 SNS(s1，就 是 Web2．0的巅 峰之作 ，或者 

说 SNS(s)有可能 开启所谓 Web3．0而终结 web2．0：又 比如传 

播学视 角下基于 SNSs的用户印象管理问题、SNSs下隐私危 

机 问题 以及 由此 引发 的～系列 广告伦理 问题 ：再 比如说 ， 

SNSs是应该指 向某一人群还是 向全社 会开放 ，SNSs继续发 

展下 去其 去向何如、对 于社 会的意义何在、又会 出现怎样新 

的聚合规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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