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  

(2015 年第一季度) 

研究对象: 

使用百度搜索的中国网民。 

研究内容： 

本研究侧重于了解当前中国网民的科普搜索行为特点、科普主题

搜索份额、科普搜索人群的年龄、地域、性别等结构特征，并对不同

终端上的搜索行为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中国网民的科普需求状况。 

研究方法: 

本报告根据 2011年-2015年的科普热点研究提出 8-10个科普主

题，根据科普主题及种子词，百度通过数据分析对种子词进行衍生，

然后产生衍生词库,由各领域专家对衍生词进行归并，根据一定科学

原则进行取舍，进行数据的统计和筛选。 

第一期确定的 8个科普主题分别是:健康与医疗、食品安全、航

空航天 、信息科技、前沿技术、气候与环境、能源利用和应急避险。 

术语定义： 

搜索指数：以搜索次数为基础，经过加权处理，反映特定内容在

百度上被搜索的热度。 

用户占比：科普搜索用户中性别和各年龄段所占的比例。 

一、四年来,中国网民科普需求增长 300%,增长主要发生在移动端。 

从 2011年-2015年第一季度，单日科普搜索指数由 1877878增

长到 7340380，增长 300%。其中 pc端搜索指数基本持平，4年多的

增长主要发生在移动端。移动端单日科普搜索指数从 479325增长到



4689316，增长了近 9倍，在 2013年 9月首次超过 pc端单日科普搜

索指数。 

         

   

图 1  2011年—2015年第一季度科普搜索指数发展趋势 

二、地震频发掀起了应急避险的新一轮搜索热潮；在前沿技术领    

域，先进制造和智能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两倍的同比增长。 

应急避险主题 2015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达到 198%，相较于

2014年第一季度同比有显著增长；2015年 1月 14日四川乐山市地震、

1月 18日河南濮阳市地震、2月 2日阿根廷地震、2月 7日四川宜宾

地震、2月 17日日本地震，3月 15日安徽阜阳市地震等事件激发了

搜索指数的大幅增长。 

前沿技术主题 2015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为 38%，相较于 2014

年同比增长速度增加了两倍。机器人、3D打印、纳米技术及智能技 

术的迅速发展和推广应用引发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 

 

 

 

 



 

 

 

 

 

 

 

图 2  2014/2015年一季度科普主题同比增长 

三、健康与医疗成为最受关注的科普主题，互联网成为常见疾病的问

询平台。 

健康与医疗在总体 8个主题的搜索中占 57.01%；其次是信息科

技，占 12.2%；第三是应急避险，占 11.47%。 

 

 
图 3  2015年一季度科普主题搜索份额 

在健康与医疗主题中咳嗽、感冒等常见病是一季度关注热点，主

要是由于属于冬季寒冷季节，尤其以上海、安徽等长江以南、无供暖

的区域较明显。 

表 1  健康与医疗科普主题热搜词排名 top10 



排名 热搜词 

1 咳嗽 

2 感冒 

3 艾滋病 

4 维生素 

5 腹泻 

6 糖尿病 

7 疼痛 

8 乳腺癌 

9 乙肝 

10 肺炎 

四、以移动端为代表的即时型搜索以应急避险和健康与医疗主题为

主；以 pc端为代表的学习型搜索以前沿技术和气候与环境主题为主。 

从 pc端和移动端对 8个主题的搜索指数看，移动端是 pc端的两

倍。其中，应急避险和健康与医疗的移动端搜索份额超过 70%，说明

该领域的科普搜索主要来源于移动端，这种应急与健康等常识性的科

普需求的特点为碎片化内容和即时型获得，建议这两个领域的科普内

容以移动端的形式推送。前沿技术和气候与环境是 pc端搜索份额排

名前两位的科普主题，其份额都超过了 50%，说明该领域的科普需求

是深度学习的需求，内容专业型比较强，以深度学习和主动学习为特

征， 建议以 pc端推送为主。 



图 4  2015年一季度 PC和移动端的科普搜索占比 

五、北上广及其他信息科技发达城市成为互联网科普用户的集中地。 

科普搜索指数排名前十城市依次为：北京、广州、上海、杭州、

郑州、成都、苏州、深圳、武汉和西安。 

 

 

 

 

 

 

 

 

 

图 5  中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城市排名 

从区域看，科普搜索指数华东地区明显领先，后面依次是华北、

华南、华中、西南、东北和西北。 



 

 

 

 

 

 

 

 

图 6  中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地域排名 

六、整体来看，健康与医疗是各年龄段人群最关注的主题，信息科技

紧随其后。 

除健康与医疗和信息科技以外，年轻人群呈现出对航空航天的偏

好，30岁以上人群则更关心应急避险；19岁以下的青少年对航空航

天的兴趣超过信息科技。 

 

 

 

 

 

 

 

 

 

       图 7  2015年一季度中国网民各年龄段的科普主题偏好 

对于每个主题，30-39和 20-29岁人群占据了大部分的搜索份额。 



 

 

 

 

 

 

 

 

图 8   2015年一季度科普搜索指数用户年龄构成 

 

表 2  2015年一季度各年龄段关注的科普主题份额 

 

       年龄 

主题 

<=19 20-29 30-39 40-49 >=50 

健康与医疗 12.0% 45.1% 34.5% 7.11% 1.24% 

信息科技 9.43% 47.0% 36.1% 6.27% 1.17% 

应急避险 11.4% 43.8% 34.9% 8.63% 1.28% 

航空航天 15.1% 46.0% 31.1% 6.64% 1.19% 

气候与环境 12.1% 44.2% 35.5% 6.85% 1.33% 

能源利用 8.46% 40.8% 40.1% 9.36% 1.27% 

食品安全 12.8% 43.9% 34.0% 8.27% 1.09% 

前沿技术 10.8% 45.1% 36.0% 6.95% 1.20% 

主题合计 11.4% 45.2% 35.1% 7.15% 1.20% 

七、“地震”是本季度排名第一的科普热词，与各地频发的地震相关。 

地震在种子词搜索中位居榜首。原因是第一季度河南濮阳、安徽

阜阳以及日本东海岸海域等多地发生了地震，引起中国网民高度关



注。地震及相关预防、避险、救援等科普搜索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所明

显提高。按区域划分，西南地区对“地震”的搜索份额高达 38.19%,

作为对比，该地区对应急避险主题的搜索份额为 13.13%，对全 8个

主题的搜索份额为 9.71%。 

表 3  中国网民科普搜索热词 top10 

排名 热搜词 

1  地震 

2  咳嗽 

3  Wifi 

4  感冒 

5  艾滋病 

6  维生素 

7  腹泻 

8  糖尿病 

9  疼痛 

10  乳腺癌 

一季度通常是雾霾高发期，对于不同的主题，一级城市对气候的

关注比较突出，在一级城市中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都非常关

注雾霾。2015年 2月 28日，柴静自制视频《穹顶之下》播出以后，

雾霾的搜索指数出现显著跃升，较视频播出前的热度翻倍。（雾霾趋

势） 

         

 

 

 

 

 

 

图 9  雾霾关注度变化 



八、按省级行政区域划分，30个省份近期的科普需求集中于应急避

险，26/18个省份的中长期需求集中在健康与医疗/航空航天领域。  

根据 33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无数据）搜索指数的同比和环比、新闻与突发事件的综合分析，

在此列出各个省份科普需求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科普主题推荐，为各

个省份科普工作提供指导。建议短期为 1个季度，中期为 1年，长期

为 2至 3年。 

应急避险科普需求增长很快；健康与医疗是中国网民长期关注的

焦点，相关需求持续走高；但不同省份在航空航天、气候与环境、信

息科技和前沿技术都有科普需求的增长，食品安全的科普需求增长放

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地区 中期推荐 长期推荐 短期推荐 

北京 能源利用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上海 气候与环境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天津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重庆 前沿技术 气候与环境 应急避险 

安徽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福建 气候与环境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甘肃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广东 气候与环境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广西 健康与医疗 信息科技 应急避险 

贵州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海南 信息科技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河北 前沿技术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河南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黑龙江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湖北 健康与医疗 气候与环境 应急避险 

湖南 健康与医疗 气候与环境 应急避险 

吉林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江苏 气候与环境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江西 健康与医疗 信息科技 应急避险 

辽宁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内蒙古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宁夏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青海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山东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山西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陕西 健康与医疗 航空航天 应急避险 

四川 气候与环境 健康与医疗 应急避险 

台湾 气候与环境 航空航天 健康与医疗 

西藏 应急避险 航空航天  

香港 前沿技术 信息科技 应急避险 

新疆 应急避险 信息科技  

云南 健康与医疗 气候与环境 应急避险 

浙江 健康与医疗 气候与环境 应急避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