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研究进展及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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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信息资源的快速增长使用户对其存取、管理和服务的质量需求与日俱增，网络信
息可信度的评估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本文从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理论、方法及应用三个
层面分别进行梳理和评述，并针对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研究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进而展望
其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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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弓ｌ言
网络信息资源的快速增长使用户对其存

取、管理和服务的质量需求与日俱增，但由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最值得信任的资源”。Ｂｅｒｅｄｊｉｋｌｉａｎ等心１调查、
评估了网络上的整形外科信息，发现２３％的
网站提供了不正确甚至是误导的信息：Ｆｒｉｃｋｅ

网络信息本身的动态性、易更改性及网络信息

等ｎ１检验了网络参考咨询回复的准确性，在附

源的多样性，用户使用传统的信息质量评判标

有答案的网页中，只有７５％的回复是正确的；

准很难适应网络环境下的质量评价。因此，网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等Ｈ１指出，７０％的研究认为网络信

络环境下信息的质量以及可信度已经引起了

息质量存在问题，但他们各自提出的评价标

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表现在医学信息与学

准、各指标的含义以及使用的方法存在很大差

术信息领域。Ｃｏｌｌｉｎｓ…在１９９６年的研究中指

别，因此彼此之间并不适用。

出，“（利用网络）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其中

同时，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用户对网络信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网络文献证据采纳问题研究”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４７７）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平，男，讲师，研究方向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程齐凯。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组织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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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的使用行为虽然较为普遍，但是对其质

信息所属作者的身份来提高信息的可信度。

量却不太信任。例如Ｇｒｉｍｅｓ等［５１所做的研究

本文拟从理论、方法及应用三种不同角度

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使用未经评估的网

对目前信息科学领域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

络资源替代纸本学术资源：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６１通过

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

试验发现将近７５．４％的被测试者认为网络提

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为后续可信度评估领域

供了高质量的信息，４５．９％的被测试者在用互

的研究提供参考。

联网资源的时候没有对信息进行额外的查证。
２００２年美国普林斯顿调查研究机构一项研究

２国内外关于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研
究进展

结果发现【７］，只有２９％的用户信任网络服务和
商品买卖内容，３３％的人相信这些网站提供的
一些关于购买商品的建议，同比却有５８％的
人更相信报纸和电视信息，而４７％的人对美
国联邦政府更加信任。互联网缺少编辑审查
制度，允许任何人发布信息，而不像过去信息
的散布是逐渐的。２００６年根据美国消费者联
盟资助的调查表明旧］，与２００２年该机构所做
的调查相比，公众对网络信息的准确性的信任
度有所下降。同样网民们也对各种类型的网
站内容表示怀疑。网民对特定的网站建立的
信息准确度期待更高。由此可见，网络信息良
莠不齐，人们在利用信息时需要依据一定的标
准对其质量及可信度进行判断与评估。
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实践项目关注于网络
信息的质量及可信度评估。如ＴＲＵＳＴｅ Ｅ射和
ＢＢＢ在线印章项目¨０１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第
三方机构，其使命是通过其领先的隐私权信用
标志和创新的信任解决方案加速全球在线消
费者和组织构建彼此之间的信任。ＨＯＮｃｏｄｅ
项目是由美国在线健康基金会针对于医学健
康领域所开发的可信评估项目，用于评估医学

２．１

国外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理论研究
“可信度”来源于英文单词“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在不同的研究中，定义也不相同，“可信度”往
往与“信任”、“质量”和“权威”等概念结合在一
起【１ ４。。但也有学者认为，可信度是一个复合
的概念，能够被定义为相信、信任、可信赖，以
及其它各种概念或者结合体¨５。。事实上，可
信度的两大核心内容分别为可信赖（Ｔｒｕｓｔｗｏｒ．
ｔｈｉｎｅｓｓ）和专业性（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通过大量的文
献调研发现，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不同的角度如
信息科学、市场学、管理信息系统、人机交互以

及心理学等领域研究了信息可信度评估。在
信息科学方面主要应用于信息检索领域，可信
度主要作为检索信息相关度判断标准之一来
促使用户接受或拒绝检索信息。而对于情报
研究者而言，可信度判断主要用于区分信息内
容本身的可信、信源的可信以及媒介的可信。
在众多已有的网络信息可信度质量评价
标准中，权威性一直都是优先和关键的评价指
标¨“。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权威性”的定义

包括两方面：①被作为专家引用或恳求帮助的
个人；②影响或者指挥想法、见解、或者行为的

和健康网站信息的质量和可信性。该项目旨

力量。显然，信息的权威性与发布信息的作者

在帮助网站开发者在信息发布时应遵循道德

的地位及其影响力具有重要联系［１“。Ｗｉｌ．

标准，同时确保读者在浏览网站时知晓信息的

ＳＯｎ［１引将前者定义为“行政管理性权威”，后者

来源等…］。由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主导的

定义为“认知权威性”。通常在评价信息质量

可信测评系统能够通过若干质量标准如权威

的权威性时，研究者更多着眼于建立在个人经

性、时效性、客观性、公开性等自动评估网站信

验或者从他人那里学习而来的二手经验基础

息的质量”２。。由Ｗ３０所倡导研发的互联网

上判断的认知权威性。Ｒｉｅｈ［１叫指出人们可以

内容选择平台（ＰＩＣＳ）旨在帮助用户满足用户

通过个人、机构、文献类型以及内容等方面判

可信标准前提下筛选或选择信息，它要求网站

断认知权威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和Ｔａｔｅ认为心∽，权

开发商标注所发布信息的内容，用户可以通过

威性是人们肯定创建网页信息的作者或机构

标签来判断信息的质量，其典型的应用如

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权威性知识的延伸。因

ＭｅｄＰＩＣＳ¨“。此外，数字签名被用来确保网络

此，权威性的评价需要对信息作者或者发布者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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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资质进行了解与评价。同时，发布信息

提出显著性和解释性理论（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

的网站的性质和地位也被纳入到网络信息权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威性的评价之中瞠“。

显著性主要表现为至少五个方面会影响对网

Ｔｈｅｏｒｙ）来评估网站的可信度，其中

网络信息可信度是～个复杂的概念，一般

站可信显著性的判断，它们分别是用户的参与

与网络的准确性紧密相连。Ｓｍｉｔｈ在＜互联网

程度、网站的主题、用户的任务、用户的体验、

信息资源评价指标》报告［２２１中指出，准确性代

用户个体的认知差异；而解释性主要是用来对

表了信息来源的准确以及作者在网页上发布

网站的可信做出判断。Ｐｅｔｔｙ和Ｃａｃｉｏｐｐｏ提

的信息没有广告宣传或标榜一种观点相关的

出的详尽可能模型（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动机。约翰普林斯顿大学的Ｋｉｒｋ在《评估互联

Ｍｏｄｅｌ）也被Ｆｏｇｇ等学者用来评估网络信息的

网信息＞的报告心副中指出，准确性包含以下几

可信度。该模型最初是作为一种劝服模式提

个方面：①对于一篇学术文献，资料应该是整

出的。劝服有两种基本路径——中心路径和

合的，并对于整合和解释资料的研究方法有相

边缘路径。当信息接收者动机明确、卷入主

关解释；②文献中指出的方法论对主题是合适

题、有相关知识、并且能够对相关主题的中心

的，并允许根据修改目的复制其研究内容；③

价值进行仔细审查时，会选择中心路径，在这

文献的来源可以在相关书目中查找，并且包括

种路径下，态度改变主要通过对与主题价值相

对其的链接；④文献中涉及的个人或来源可以

关信息的质量或说服力进行仔细审视而产生；

在没发表的学科研究资料中找到；⑤文章中的

当信息接收者的动机不明确、不卷入主题、无

相关背景信息也是正确的。由此看出，网络信

相关知识且对相关主题价值的分析能力较弱

息的准确性表现在选用语词贴切，句子的组织

时，会选择边缘路径，而劝服环境下简单、边缘

合乎逻辑，数字和图表正确，能客观表达事实、

的提示在说服使用者的过程中将起主要的作

观点和信息，没有偏向性、宣传误导或歪曲事

用。

实。

２．２

国外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方法研究

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的质量因为发布者的

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判断与评估，国外

目的、资源的来源等不同而参差不齐，客观性

学者提出不同的方法对用户信息搜寻行为进

作为衡量信息内容内在质量的关键指标在多

行指导与帮助。如学者们提出的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方

种评价体系中都被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大英

法，包括使用五大标准即时效性、权威性、客观

百科全书》对客观性的定义是“不受个人感情、

性、准确性以及信息覆盖范围等来指导用户评

偏见或解释的影响地表达或处理事实或条件；

测网络信息的可信度。Ｆｒｉｔｃｈ和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２６］

限制于已有的选择，将主观因素减少到最低限

基于作者、文献本身、出版商以及作者机构等

度”心“。信息客观性的表达，一方面需要考察

要素构建了网络信息认知权威评估模型，该模

其发布的目的，是作为客观事实、观点解释或

型通过声誉或所声明的条件来验证作者和机

者宣传材料，另一方面要判断信息叙述的角

构的身份，同时考虑网页文档的格式以及发布

度，即作者的信息阐述是否平衡或者明确表达

的时间即时效性等来评估网络文献的可信度，

了特定的立场。除了上述指标以外，通常用户

其大体功能与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模型相似，但此模型

还可以考虑网络信息的时效性、完整性等评估

更强调借用信息技术手段如Ｗｈｏｉｓ，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其质量与可信度。

和ＮＳＩｏｏｋｕｐ／Ｄｉｇ来帮助用户判断网站的拥有

此外，针对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理论研究

者或所属的机构组织等。

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劝服技术研究实验室发

Ｗａｌｔｈｅｎ和Ｂｕｒｋｅｌｌ［２７］基于心理学与信息

表了一系列有关网页可信度研究成果。这项

交流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迭代模型指导用户

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网站元素如何影响用户

如何判断在线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整个评估

对网站信息可信的判断与认知，并提出了相应

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步骤，首先，用户

的网站设计策略。该实验室研究人员Ｆｏｇｇ［２叫

通过网站的版式、色彩、图表、可用性以及导航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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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局与设计、信息的组织方式等来做整体评

科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信息可信度问题。介绍

估：其次针对于网站发布的信息内容的专业程

了可信度所包括的类型，并区分了可信度与质

度、时效性、准确性以及信息的相关度来评估；

量，可信度与权威性，可信度与信任以及可信

最后考虑在对网络信息可信评估的过程中用

度与劝服之间的关系。Ｈｉｌｌｇｏｓｓ和Ｒｉｅｈ［３引通

户本身的认知状态如自己的先验知识或经验

过获取３个不同学院的２４名本科生１０天中

等。Ｍｅｏｌａ［２引设计了网站评估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ｕ．

２４５个信息查寻活动的数据，利用扎根理论等

ａ１）模型，他认为用户使用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方法去评

方法深入分析了访谈材料及录音，结论表明可

估每一个网页所发布的信息需要回答１１２个

信度评估主要包括三个不同的维度，即构造式

不同的问题以评估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显然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启发式（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和交互式（Ｉｎ—

太现实。该模型建议用户使用三种不同的技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并区分了可信度判断和可信度评

术去测评网络信息的质量与可信度，它们分别

估等概念。Ｌｉｕ∞４ ３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可信评

是推广评议或编审过的资源，如利用信息中介

估问题，并以学生查寻网络学术资源为例，深

如教师、图书馆员以及专家等告知用户可以通

入研究了影响学生对网络学术资源可信认知

过高校、公共图书馆或定购国家级的报纸等去

的不同因素，它不仅包括推测可信、声望可信、

获取高质量、可信的资源：利用对比法去比较

表面可信、经验可信，同时得出了源可信的其

所获取的网络信息与线下资源，如报纸资源以

它两个方面即验证可信和成本努力可信以及

及同行评议过的期刊所发布的信息的主题是

环境都会影响学生对网络学术信息的可信认

否一致，从而对网络信息本身的质量进行判

知。Ｌｉｕ和Ｈｕａｎｇ［３引比较了中美两国大学生对

断；最后是使用验证的方法，如通过查找多个

网络学术资源可信评估的差异，研究表明推测

不同的网站去验证用户需要查寻的主题。

可信、声望可信、表面可信对本科生在评估网

Ｓｕｎｄａｒ［２９１提出了可信度评估的ＭＡＩＮ模型，即

络学术资源的可信方面的影响要比研究生更

通过形态（Ｍ）、中介（Ａ）、交互（Ｉ）和导航（Ｎ）

大，而研究生在评估网络学术资源时，更依赖

帮助用户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对可信度进行认

于经验可信。本科生主要依赖作者的姓名、声

知启发式的提示与帮助。

誉以及所属的机构，网站的声誉来评估网络学

２．３

术资源，而研究生则通过评估信息的准确性以

国外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应用研究
Ｌａｎｋｅｓ［３们通过引入信息自足（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及质量来最终确定网络学术资源的可信性。

ＳｅＩｆ－ｓｕ仟｜ｃ；ｅｎｃｙ）和交流理论，深入分析了用户

Ｆｒｉｔｃｈ和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２引主要从信息本身、信息作

依赖于网络查寻信息的原因，并发现用户对信

者、信息的发布方以及作者所属机构四种不同

息可信判断正从传统的“权威性”（即用户对第

的层面构建网络信息认知权威模型评估网络

三方的信任）层面逐步转向通过在多种信息源

信息的权威性。Ｗａｔｈｅｎ和Ｂｕｒｋｅｌｌ［２７１研究了影

中寻找共性和一致性信息的“可靠性”方法转

响用户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相关因素，并在此

变。Ｒｉｅｈ等∞１１利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定性研究

基础上从“用户进入网站——表面可信评

方法调查了来自Ｒｕｔｇｅｒｓ大学和Ｑｕｅｅｎｓ学院

估——信息可信评估——内容评估”的逻辑层

不同学科的６位教师和８位博士同学对网络

面构建了在线信息的评估体系来协助用户对

环境下信息质量和认知权威的理解，结果发现

在线信息更好完成可信的判断，从而从不同的

科研人员对网络信息质量的判断主要依赖于

信息源中过滤所需要的信息，最终满足用户的

信息源、信息内容、信息格式、信息表达、时效

信息需求。

性、准确性以及上载的速度等七个方面，其中

Ｌｕｃａｓｓｅｎ和Ｓｃｈｒａａｇｅｎ［３６ ３以用户本身为

信息源的可信主要包括机构层面（机构的

中心，通过用户对信息源的经验、知识领域经

ＵＲＬ、机构类型、机构声誉等）和个体层面（作

验以及用户本身的信息素养构建了信息信任

者的身份、作者所属的机构以及作者本身）。

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信息的语义特性即信

Ｒｉｅｈ等口纠在美国信息科学年年鉴上从不同学

息内容层面（准确性、完整性等）、信息的表面
４９

万方数据

特性即信息的表达层面（文字的表达、写作的

领域，刘琼［４４１针对网络新闻可信度问题，研究

风格、长度等）以及信息的源特性（权威性）三

了网络新闻的来源，发布的平台以及内容对网

种不同维度构建３Ｓ模型指导用户对信息信任

络新闻可信度存在的影响；李晓静¨副通过定

的判断，从而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质量及可信

性和定量研究，结合ＥＦＡ方法与验证性因子分

性。Ｈｏｎｇ［３７１研究了信息特性和网页结构特性

析方法构建了中国“媒介可信度”测评指标：艾

与网站可信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用回归分

青Ｈ６１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析法表明信息特性能够预测网站的可信程度，

检验了传播者专业性、动机及相似性，接收者

但其广告以及网页结构特性对网站可信度的

的网络涉入度、媒介依赖度等因素对网络口碑

认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此外，网站域名本

可信度的影响；李念武等¨７１分析了正面和负

身如．ｇｏｖ、．ｏｒｇ和．ｅｄ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面网络口碑可信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影响

网站的可信程度。

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和购买行为，研究表明同

２．４

国内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

嗜性、点评站点可信度以及信任倾向对正负面

目前国内有关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分析尚

网络口碑均有显著影响。不同学者对网络口

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近几年相关成果正在逐步

碑可信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定

增多，但针对于可信度本身的内涵、外延及特

的成果。

点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不同学科对于网络
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计算
机学科领域，马伟瑜［３引通过量化网页信息的

３

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存在的问题

及未来展望

交互结构、隶属网站、主题相关度以及时间等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没有

因素，基于改进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计算网页信

对网络信息可信度概念形成比较一致的概念，

息的可信度：李璐呖［３引基于信息源及信息传

也没有一套成熟且实用的方法对网络信息可

播转载的特点，设计了两层特征空间来从网络

信度进行评估。在信息科学领域，大多学者主

文本信息中抽取可信信息候选集，并通过信息

要通过传统的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的方法来

源可信度分类和信息的可信度计算获取可信

获取用户对网络信息可信度判断与评估的指

信息；钟诚等Ｈ ０］基于本体概念分析了对信息

标，然后根据网络信息的特点从权威性、时效

本身所含概念的可信度，发布信息结点的可信

性、完整性、准确性等帮助用户对网络信息质

度以及其他结点对该信息的可信度的影响，探

量进行评估。而构建的不同理论评估模型不

讨了网络文本信息的可信评测与计算等问题。

仅程序较为复杂，用户在针对不同网页对其内

在信息科学领域，朱宁等¨１。４副从网络学术信息

容可信度评估的程序或步骤在某种程度上对

参考源的类型特征、判断依据和引用原则对其

用户并不实用，且大多模型并未通过实证的方

可信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深入研究了影响网

法对大规模用户进行模型的验证。此外，结合

络学术信息的可信度感知的因素，包括信源可

用户的认知习惯以及信息搜寻的任务为视角，

信度（文献的类型、档次、发布者或作者的知名

对网上多源信息可信判断与评估的影响因素

度、作者所在单位的学术地位、项目资助情况

及用户动机缺乏系统深入地探讨，这些都将成

等）和信息内容可信度（用户需求的相关度、参

为未来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领域的研究热点。

考文献的相关度、时效性、被引用情况以及评

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测度方法未来也

价信息等）两个方面；郑智斌等¨引学者以网络

将会使用更多定量的方法对可信度进行量化

学术信息为视角，研究了网络学术信息的类型

测度，从而指导用户能获取更多高质量的、可

特征，可信判断依据和引用原则来考察网络学

靠的网络信息，提高用户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

术信息参考源的可信度问题。而在新闻传播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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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８

（１３）：２０７８－２０９１
［１３］ＭｅｄＰＩＣＳ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ｍｅｄｐｉｃｓ．ｕｃｓｄ．ｅｄｕ／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ｃｕｒｐａｇｅ。ｈｏｍｅ

［１４］Ｆｒｅｅｍａｎ

Ｓ Ｆ，Ｓｐｙｒｉｄａｋｉｓ Ｊ Ｈ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５１（２）：２３９．２６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１５］Ｋｅｌｌ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Ｓ Ｎ。Ｌａｂｅｌｉｅ Ｈ，Ｋａｒｉｍｉ Ｎ，ｅｔ ａｌ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Ｄ／ＨＩＶ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ａｌｌ

Ａｉｄ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１６（８）：９７７－９９２
［１６］Ｂａｒｎｅ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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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３（３）：１１４－１２７

［１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ｏｉ］ｈｔｔｐ：Ｉｌ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ｂｐ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ｑｕｅ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１８］Ｗｉｌｓ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Ｍ］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４５

［１９］Ｒｉｅｈ

Ｓ 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２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５３（２）：１４５—１６１

Ｊ Ｅ，Ｔａｔｅ Ｍ Ａ

Ｗｅｂ Ｗｉｓｄｏｍ：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Ｍ］Ｍａｈｗａｈ，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９９：１１·１２

［２ １］Ｓｅｌｌｉｔｔｏ

Ｃ，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ａｔｉｏ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２］Ｓｍｉｔｈ
ｔｅｍｓ

Ａ Ｇ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ｂ－ｌｏｃ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１（４）：２６０—２７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

Ｒｅｖｉｅｗ［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ｉｏ］．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ｄｌ ｏｒｇ／ｐａｃｓｒ／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ａｃｓ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６０１６

［２３］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

ａ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ｇｕｉｄｅｓ．１ｉｂｒａｒ—

ｊｈｕ ｅｄ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４］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ｅｒｙ

［２５］Ｆｏｇｇ

Ｂ Ｊ

２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ｂｐ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１４］．ｈｔｔｐ：／／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ｐｄｆ／ｐ—ｉ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ｇｇ—Ｏｃｔ０２

Ｏｎｌｉｎｅ［Ｅ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０１－

ｐｄｆ

５１

万方数据

［２６］Ｆｒｉｔｃｈ Ｊ 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Ｗｏｒ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７］Ｗａｔｈｅｎ

Ｒ 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 Ｎ，Ｂｕｒｋｅｌｌ Ｊ．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

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２（６）：４９９—５０７

Ｎｏ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ａ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５３（２）：１３４—１４４

［２８］Ｍｅｏｌａ Ｍ．Ｃｈｕ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２．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９］Ｓｕｎｄ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０４，４（３）：３３１—３４４

Ｓ 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ｕ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ａｇ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Ｉｎ：Ｍｅｔｚｇｅｒ，Ｍ

Ｊ，Ｆｌａｎａｇｉｎ，Ａ

Ｊ

ｅｄｉｔｏｒ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ｙｏｕｔｈ，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７３—１００

［３０］Ｌａｎｋｅｓ

Ｒ Ｄ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６４

（５）：６６７—６８６
［３１］Ｒｉｅｈ

Ｓ Ｙ，Ｂｅｌｋｉｎ Ｎ Ｊ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ｗｗ［ｃ］Ｐｒｏ·

１ ９９８：２７９·２８９

Ｒｉｅｈ Ｓ Ｙ，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 Ｄ Ｒ．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Ａ Ｍｕ川ｄｉｓｃｉｐＩＩｎａ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４ １：３０７—３６４

［３３］

Ｈｉｌｌｉｇｏｓｓ Ｂ，Ｒｉｅｈ Ｓ Ｙ
ｔｉｏｎ ｉｎ

［３４］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４）：１４６７—１４８４

Ｌｉｕ Ｚ 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４０）：１０２７—１０３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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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Ｈｏｎｇ Ｔ．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ｂ：Ａ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Ｔｈｅ

Ｉ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 １，６２（７）：１２３２—１２４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

Ｌｕｃａｓｓｅｎ Ｔ，Ｓｃｈｒａａｇｅｎ Ｊ Ｍ．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３７）：９９—１０６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５７（１）：１

Ｗｅｂ Ｓｉｔ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

１４－１２７

［３８］ 马伟瑜基于改进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的网页信息可信度评估方法研究［Ｄ］．石家庄：河北大学，２０１１：２０—２５
［３９］ 李璐畅．面向网络文本的信息可信度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１：２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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