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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因为学生心理问题、网络舆情、电信诈骗等产生高校突发事件日益增多,随着互联网信
息的传播,高校在处理危机事件上,因预警迟缓、被动处理、网络公关机制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了高校公信力,影响了校园内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和社会稳定。因此,新媒体时代处理好突发事件的
发生是高校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完善高校危机事件管理机制、心理预警机制、智能平台预警机
制等对高校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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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emergenc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e to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damaged the credi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due to slow early warning, passive handling and imperfect network public relations mechanism,
and it has affect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n campus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well dealing with emergenc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Improving the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intelligent platform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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