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研究概述

二、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特征

三、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热点

四、科普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研究目的

当今世界，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

日新月异，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

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领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截至 2015 年 6 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6.68 亿，互联网发展带来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传播表达方式的

多样性，使科学传播变得无比高效、方便快捷和充满乐趣，云计算、

数据挖掘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泛在、精准、交互式的科普服

务成为现实。

通过搜索方式直接获取科普信息或获取科普信息的解决方案， 

是越来越多网民的主动选择和主要选择。目前，通过百度搜索的日

均请求达到60亿次。因此，通过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的大数据挖

掘，可以准确地了解网民科普需求的实时动态、精准刻画有科普需

求的网民的独有特征，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宏观决策、科普的精准

推送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为准确了解我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在“搜什么”、“谁在搜”、“用

什么搜”等情况，中国科协科普部、百度指数、中国科普研究所于

2015 年 3 月共同开展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研究，将从 2015 年

起，每季度定期发布《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研究对象：使用百度搜索的中国大陆网民

 研究内容：侧重于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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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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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此次科普需求搜索报告基于2015年至今的百度搜索数据。

研究步骤为：

1.  根据 2011 年后出现的科普热点研究提出 8 个科普主题，参考

专家意见根据科普主题提出种子词，调取百度数据对种子词进行计算

衍生，得到衍生词库，即网民搜索词词库，作为科普需求热度的计算基

础。

2.  由百度去掉与科普无关的衍生词后，各领域专家对衍生词进行

进一步的科学取舍和归并。

3.  基于衍生词库和百度积累的历年搜索数据，利用百度的技术开

发实力，进行数据的统计和筛选、开发数据分析平台。

4.  对数据分析平台的结果进行分析解读，形成报告。

本期确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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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根据本季度新闻热点事件和电影作品中引发的热议词

语，增加了34个种子词，分别属于健康与医疗主题的8个，如冷冻卵

子、非霍奇金淋巴瘤等，属于食品安全主题的2个，如毒蘑菇和僵尸

肉，属于航空航天主题的10个，如开普勒-452b、2011UW-158等，属

于前沿技术主题的3个，如人体冷冻、步态分析等，属于应急避险主

题的11个，如天津爆炸、台风灿鸿等。

（四）术语释义

搜索指数：以百度网页搜索次数为基础，科学分析并计算关键词

搜索频次的加权和，反映特定内容在百度上被搜索的热度。

用户占比：表示搜索某类信息的人群在性别、年龄、地区等不同

维度的分布情况。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特征

   （一）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稳步增
     长

2015 年第三季度中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是 10.58 亿，日均值从第

二季度 1041 万增长到第三季度 1150 万，同比增长 104.21%，环比增长

10.68%。本季度总体搜索趋势稳步增长，但分月看，7 月的科普搜索指

数呈上升趋势，而 8 月和 9 月的科普搜索指数呈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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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前沿技术在八个主题排名中由第一季度的第八

位和第二季度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五位，前沿技术主题的搜索占比是

4.53%。搜索指数日均值从2015年第一季度36万增长到第三季度52万

，同比增长361.06%。

   （二）前沿技术科普主题的搜索排名继续稳步提升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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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各地区网民提交科普搜索请求终端设备（PC 端、移动端）

呈现不均衡样态，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 8 个省、直辖市的搜

索以 PC 端为主，而甘肃、青海、宁夏、云南和四川等 23 个省、直

辖市的搜索以移动端为主。

     （三）网民科普搜索终端（PC、移动端）的使用呈现
       出地域差异    

四

2015Q3各地区搜索的移动化倾向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与2014年同期相比，健康与医疗、信息科技、航天航空、食品

安全四个主题的搜索指数在各省级行政区均呈现增长趋势；前沿技

术、能源利用主题的搜索指数在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呈现增长趋势

，而在另一半省级行政区呈现下降趋势；应急避险、气候与环境主

题的搜索指数在各省级行政区均呈现降低趋势。

  （四）不同科普主题在各地区的搜索指数呈现不同的
    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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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为“万众创新，拥抱智慧生活”。“全

国科普日”移动搜索指数在 19 日达到顶峰，持续期短（18~20 日）；

PC 搜索指数在 21 日（周一）到达顶峰；与移动端相比，PC 端整

体搜索占比更高，持续期更长（14~25 日），峰值存在滞后。信息

科技主题搜索在 9 月 18 日至 20 日达到高峰，日均搜索指数均超过 

200 万，9 月 19 日的搜索指数达到峰值 266 万，是 2015 年以来的

最高值。

   （一）2015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引发信息科技主题搜索的
     大幅提升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热点

信息科技与全国科普日趋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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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僵尸肉”跃居食品安全关注度榜首，食品保质

期问题再成热点。此外，食品安全主题搜索  Top10  还包括了转基

因、食物中毒、奶粉事件、垃圾食品、假鸡蛋、地沟油、食品添

加剂、亚硝酸盐和毒蘑菇。

   （二）中国网民热搜的食品安全问题排名前三依次是：
     僵尸肉、转基因和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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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三季度，NASA 发布了航空航天热点事件，包括 7 月 

15 日新视野号飞掠冥王星和心形暗斑、 7 月 25 日第二个地球、9 月 2 

日双重黑洞和哈勃望远镜等，引发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以至于 相

较其它主题，航空航天主题的环比增长最快，为 55.91%。

   （三）航空航天领域的热点事件引起该主题的环比增
     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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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台风相关的科普知识搜索位居应急避险科普主题的榜

首，搜索指数是 3299 万，同比增长 104.21%，在 7 月 17 日搜索指数达

到峰值为 474 万。第 9 号台风“灿鸿”、第 10 号台风“莲花”和第 13 号

台风“苏迪罗”登录，温州、宁波、杭州、上海和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的

搜索指数增长明显。从省份来看（澳门除外），排名前三的省份依次是：

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而浙江省的搜索占全国的 41.25%。

   （四）台风相关的科普知识搜索高居应急避险科普主题
     的榜首

2015Q3搜索台风的省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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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工作的对策与建议四

（一）加强与网站合作，建设一流网上科普平台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调研科普

信息化建设并参加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会议时指出，科普工作要与时

俱进保持技术先进性、手段先进性和理念先进性，适应社会变化保持

与群众的紧密联系，科普方式、科普阵地要与群众活动空间一起转移，

特别要跟着青少年的兴趣走。要抓住国家事业发展、社会信息化建设

和市场机制创新的机遇，推动科普事业加快发展。希望科协与网站加

强合作，让科普插上网络的翅膀，建设一流网上科普平台。各类科普组

织应根据源潮同志的指示精神，打造并充分利用网上平台开展科普工

作，以便更快捷、迅速地满足公众对科普的需求。

（二）科普工作应加强媒体宣传的即时性，同时加大移动端宣传力

度

本次报告研究数据显示，在2015年9月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中，信

息科技等相关主题科普需求搜索指数大幅提升，表明活动提升了网

民对于科普的关注，引发了网民的科学兴趣。因此，大型科普活动

对于科普工作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各类科普组织应以科普活动为

契机，加强科普宣传。

但是根据“全国科普日”搜索情况分析，PC端宣传明显有滞后

现象，移动端宣传力度仍然不够。这就要求各级科普组织及媒体应

对科普相关内容加强媒体宣传的即时性，同时加大移动端相关内容

的推送以加大宣传力度。

（三）对于网民长期关注的热点主题，应在平时加强相关内容的推

送，实现热点推送日常化

第三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健康与医疗、食品安全、突发性灾

害、前沿科技等网民高度关注的主题，应在平时加强相关内容的网



四络推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受众

细分，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需求进行定向科普内容推送，以实现网民

关注热点推送的日常化，达到更好的科学普及效果。

（四）针对各地区使用终端设备情况不同，后续科普工作可有针对

性加强

根据本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各地区网民提交科普搜索请求终端

设备（PC 端、移动端）呈现不均衡样态，各级科协组织可根据当

地网民使用终端的特点，拓宽相应的宣传渠道，实现精准推送，扩

大科普知识的渗透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