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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

大江南北，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瑞士时间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拥有一

段时间内最高公众关注度和影响力，所以事件相关信息传播至关重要。

疫情出现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

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

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

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要加大对传染病防

治法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要正视存在的问

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

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

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

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2。

1 2 信息来源：新华社报道
1

图1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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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调研综合运用定

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通过对公众开展定量问卷调查，采集第

一手数据，并结合典型案例深访以及网络数据监测，形成有效结论。

2

定量研究

数据监测

定性研究

• 样本来自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样本配额依据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置，并进行男女性别平均分配。

• 本次定量调查共回收问卷3202份，根据配额筛选，其中有效问卷

3000份，有效率达到93.7%。样本采集渠道如下：
ü 问卷吧网络调查系统：样本库内有30万实名制用户，此次完成了2000份

问卷采样；

ü 社交平台推广：通过微信群、QQ群以及公众号推广的方式，此次完成了

1000份问卷采样；

ü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平台：此次电话完成了202份问卷采样；

• 在涉及细节内容研究中，从定量问卷采集的样本中筛选典型案例，
进行电话个案深访，让结果更贴近真实情况。

• 网络数据监测，对社交平台微博1000万账户进行7*24小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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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结论

3

u 权威信息坚定民众信心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约九成公众每天甚至每时

每刻都在关注疫情信息，超五成公众因疫情感到“稍有紧张”。

       公众最关注疫情发展的实时情况，各级政府抗疫防疫的决策部署，

以及疫情相关的科研进展。

      社交平台作为官方发布的主要阵地，疫情知识教育成为公众讨论

热点，辟谣信息对肃清网络谣言起到重要作用。

u 网络渠道承担传播重任

       公众将手机作为疫情信息获取最主要的载体，使用率为95%；

电脑的使用率为56%，排名第二。

       疫情信息获取渠道上，微信使用率为62%，是公众获取信息的

最主要渠道。新闻客户端使用率为56%，排名第二。

u 主流媒体获得高度认可

       公众印象最深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中央媒体。

       网络媒体疫情信息传播满意度评价中，新闻网站满意度：人民网、

新华网、腾讯网位列前三。新闻客户端满意度：人民日报、腾讯新闻、

新浪新闻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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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公众疫情信息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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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信息发展脉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萌芽，2020年1月起

受到广泛关注。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公众的关注度有过六个峰值。

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2020年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

采访，肯定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此时起，肺炎疫情开始引发公众

关注。“疫情”搜索指数从19日的742迅速提升至24,641。

2020年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武汉”封城通告，

事件经过两天的发酵，“疫情”搜索指数在1月25日到达第二个高峰，

为480,709。

2020年1月26日，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国务院发布延长春节假期通知，事件经过两天的发酵，“疫情”搜索指

数在1月28日到达第三个高峰，为816,895。

瑞士时间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公众关注。

2020年1月31日，“疫情”搜索指数到达第四个高峰，为914,972。

“疫情”搜索指数在2020年2月1日至7日间维持高位、略有起伏

的状态。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去世，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群众悼念，搜索指数也达到第五个小高峰，

为905,332。

因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2020年2月13日发布疫情数据，

湖北12日新增确诊病例14840，爆发式的确诊病例增长数据将公众对疫

情的关注推向了最高潮，2020年2月13日，“疫情”搜索指数达到

1,204,910，为疫情发生以来的最高点。

数据说明：以“疫情”为关键字，在百度指数中进行搜索指数查询

            查询时间区间为2020年1月18日-202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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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2  六大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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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面广、专业性强，公众在疫

情中急需获得大量信息来指导个人生活及稳定心态，公众对疫情相

关信息的关注度超越了同时间段内其他信息，甚至其他类型的突发

公共事件。

       本次调研期间（2020年1月20日至2月13日），90%的公众都

对疫情相关信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其中47%的公众每天关注疫情

信息，43%的公众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疫情。

每天

每时每刻

平均每周4~6天

平均每周2~3天

平均每周1天及以下

47%

43%

7%

3%

0%

图3  疫情信息关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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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对疫情信息保持高度关注

       信息过载和沉浸式的信息浏览对公众心理造成一定影响，51%

的公众心理稍有紧张感，25%的公众比较紧张，10%的公众很焦虑。

稍有紧张感

比较紧张

没什么影响

很焦虑

51%

25%

14%

10%

图4  疫情期间的公众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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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机是疫情信息获取的最主要载体

       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

8.54亿，互联网普及率61.2%，手机网民规模8.47亿，手机上网

比例99.1%。

       疫情期间，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

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95%的公众会至少利用一种网络

媒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其中，公众获取疫情相关信息95%都通

过手机实现。移动网络成为了疫情信息传递的关键通道。

      电视这一传统信息载体在疫情信息传播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主要因为公众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共同居住的情况增多，电视作为

“客厅媒体”的使用率上升。

手机

电脑

电视

平板电脑

报纸/杂志

广播

95%

56%

52%

22%

12%

9%

图5  公众疫情信息获取使用载体情况

网络载体使用率
95%

仅使用传统载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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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疫情信息获取渠道

统计数据说明：95%为至少使用一种网络载体，5%为仅使用传统载体而完全不使用网络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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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信是疫情信息获取的最主要渠道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公众在疫情信息的获取渠道上，微信

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最重要渠道。新闻客户端

依托其丰富的资讯资源、实时的信息推送优势，在疫情信息传播公众

使用渠道中排名第二。

微信

新闻客户端

电视

视频媒体

微博

新闻网站

政府网站

浏览器

报纸/杂志

广播

62%

56%

52%

43%

40%

36%

33%

28%

12%

9%

图6  公众获取疫情信息渠道使用情况

（被访者背景：男性，37岁，企业管理者）

“我平时不太关注也不会主动去搜索的政府网站，疫情期间，我也会

去主动看一看。通过政府网站可以看到疫情发展的最新资讯，还可以

看重要的新闻发布会直播，能让我了解疫情相关的第一手资讯，而不

仅仅是等着看信息推送。”

深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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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疫情信息关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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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关注及转发内容

1.  公众最关切官方权威信息发布

       传播学认为，越是影响重大的事件，越要求信息及时公开，因为重大

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和复杂程度都为流言传播留下了足够空间。形成畅通的

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尤为重要。

       调查发现，当前公众最关注疫情发展的实时情况，各级政府抗疫防疫

的决策部署，以及疫情相关的科研进展。对于官方的权威发布，公众给予

了非常高的关注度，这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传播最重要的一环。

TOP10话题 关注度 转发率

官方权威发布 80% 51%

疫情实时数据

政府决策部署

疫情防护科普 72% 63%

研究成果进展

疫情预防措施

抗疫感人事迹 69% 72%

一线医护人员

患者及家属

志愿服务及社会捐助

疫情带来的影响 60% 59%

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心理

相关行业或生活

辟谣或真假求证信息 41% 35%

真假信息求证或辟谣信息

55%

53%

48%

47%

46%

45%

41%

47%

41%

41%

图7  公众关注和转发的TOP10疫情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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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8%

48%

46%

46%

41%

37%

42%

4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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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偏好传播疫情防护知识及抗疫事迹

       互联网环境下，公众通过各类信息平台获取信息，并且也能够

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对信息进行“再编码”，实现信息的二次传播。

       防疫科普知识有着高关注度和高转发率，说明针对疫情的健康

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到位，公众在自我关注的同时

还将信息做二次传播，提升了全社会科学防疫的效果。

       抗疫一线感人事迹同样有着高关注度和高转发率，说明抗疫一

线这些温暖人心的信息，催生了公众的共情能力，自主自发的将这份

温暖进行二次传播，加强了信息的正向传播力。

       辟谣信息受到较高关注，说明当前疫情信息传播中，针对健康

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辨别是

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得益于各辟谣平台对谣言的及时澄清，使得公

众能够对各类疫情信息进行理性的自我判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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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教育成为社交平台讨论热点

       通过对2020年1月20日以来微博数据进行抓取，剔除与疫情无关

的词语，选择词频排序前100的词语生成词云图。

11

（二）社交平台话题内容

图8  社交媒体疫情相关话题词云图

     在词云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诸如口罩、隔离等词语，这些词语

均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有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

的人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对防控措施漠然处之，而有的人则容易惊

慌害怕，不知所措，因此在面向公众传递疫情危害性的同时，更要引

导公众投入正确的防控行动。但是知识教育不仅仅只是专业工作者的

责任和义务，更应该是全社会都予以关注的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

形成网络。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疫情防控知识教育相关话题是词频排名最高

的话题类别。说明当前社交平台针对知识教育已经形成热点讨论，将

引导公众以更科学、理性的方式看待疫情、抗击疫情。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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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词频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 5970万

口罩 996万

隔离 529万

发热 391万

防控 297万

专家 254万

官方权威信息发布 3719万

确诊 1216万

感染 861万

发布 520万

新增 274万

死亡 367万

抗疫一线感人事迹 3449万

一线 516万

医院 505万

患者 462万

抗击 381万

医生 364万

疫情对国计民生的影响 1026万

影响 185万

企业 179万

复工 124万

交通 82万

经济 77万

谣言相关话题 647万

谣言 170万

快递 107万

水果 71万

外卖 67万

双黄连 41万

表1 微博账户疫情话题词频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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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平台成为官方发布主要阵地

       通过微博话题词频表数据可以看到，社交平台已成为官方发布

的主要阵地之一。官方权威信息发布相关话题词频总数排名第二。

面对疫情的严峻挑战，包括中国政府网、卫健委、发改委、国资委、

工信部、民政部、交通部、教育部、文旅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林

草局等在内的中央部委在全力防控的同时，持续通过官方微博及时

发布信息。自1月20日以来，上百个部委官微和2.6万多个各级政府

官微已发布超过55万条疫情相关微博，阅读量超过115亿。

       从央视新闻等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也坚持在微博上进行24小

时播报，已经发布近30万条疫情相关微博，阅读量超过500亿。围

绕国家及各地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媒体机构发起了1400

余场微博直播，累计观看次数超过11亿人次3。

       抗疫一线感人事迹相关话题词频总数排名第三。在微博上，广

受民众关注的卫健系统，以@健康中国为中心，凝聚1000余个账号

组成矩阵，覆盖各地卫健委、疾控中心、医院，每天发布4000多条

疫情信息。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等发布的呈现一线医护

人员辛勤状态的微博，感动了无数网友，更增强了民众打赢这场

“战疫”的信心。

       疫情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相关话题词频总数排名第四。疫情导

致的企业复工难，中小微企业生存难等问题在社交平台上引起广泛

讨论。多地政府为助力企业度过难关，出台了多项帮扶政策。

3信息来源：北国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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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辟谣平台助力真相跑赢谣言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

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错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冠状病毒在地上传

播的速度还要快4。社交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让正确的信息传递得

更快更广，同时也可能让错误的信息、危言耸听的谣言、极端的情绪等，

以较快的速度弥漫扩散。

      调查发现，诸如“鼻孔滴香油可阻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等谣言四散

于网络平台。世卫组织强调，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尽力解决蓄意传播错

误信息问题5。

      针对网络上出现的谣言，中央媒体纷纷刊发辟谣及科普类报道。

2020年1月22日至29日，人民网《求真》栏目发布20多篇辟谣新闻，针

对各类流传的不实消息，第一时间进行阻击。

       2020年1月24日，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版

上线。邀请到各类权威专家、机构和媒体进行合作，利用AI等技术工具，

将工业化技术能力应用于高效辟谣，针对疫情中用户关心的疾病防控、

病毒传染类流言，进行及时的科普教育。截至2020年2月15日下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版为用户提供超过5.36亿次服务。

4,5信息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

http://ipoipo.cn/


15

（三）公众印象深刻信息来源

中央媒体

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国新闻周刊

环球时报

中国青年报

行业媒体

丁香医生

健康报

八点健闻

地方媒体

湖北日报

南方都市报

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

广州日报

长江日报

楚天都市报

市场化媒体

第一财经

财新

财经

三联生活周刊

人物

50%

19%

45%

31%

29%

20%

13%

22%

17%

17%

23%

19%

18%

13%

16%

15%

8%

13%

16%

12%

12%

图9 公众印象深刻的信息来源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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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印象深刻信息主要来源中央媒体

       调查发现，公众印象深刻的疫情信息主要来源于中央媒体。本次调

查中涉及到的六家中央媒体，其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

中国新闻周刊排名前四，环球时报和中国青年报也都进入了前十。

       从2019年12月，武汉肺炎疫情出现伊始，人民日报、新华社派驻

记者去到武汉抗疫、防疫的最前线。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中央媒体

纷纷加大一线报道力量，增派记者赴武汉进行报道。

2.  医疗类行业媒体信息获关注度提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公众对新型病毒没有充分的认识，

医疗类行业媒体受到关注度的提升。如丁香医生，专注提供医学健康内

容与医疗健康服务的平台，帮助公众科学认识和防护疫情，在公众印象

深刻的疫情信息来源中排名第六。为便于公众及时获取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动态，2020年1月21日，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疫情地图及实时播报上

线，实时呈现中国大陆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的汇总情况

与地域分布。当前，丁香医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浏览人

次已超过23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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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地方媒体加大疫区信息采集力度

       处于抗击疫情“主战场”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派出160多名新闻

记者去往疫情防控宣传最前沿。《湖北日报》以“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为主题连续开辟专版，刊发了千余篇图文报道。截

至2020年2月5日，湖北日报社新媒体平台累计发稿1.5万多件，综合

浏览量超60亿，其中12件短视频作品、新媒体产品浏览量过亿。湖北

日报在公众印象深刻的疫情信息来源中排名第五。

4. 市场化媒体以独特的视角深度报道

       疫情发生期间，财新派出多人团队前往武汉，从前线动态、救援、

交通、医学、民生、地方疫情、评论等多个角度关注疫情，同时，还使

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疫情报道。如《了解你附近的“武汉肺炎”定点医

院》，读者可以通过地图定位，了解离自己最近的定点医院位置。

http://ipoipo.cn/


PART 3

网络媒体疫情信息传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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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疫情信息传播满意度评价

       网络媒体作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信

息源，在传播真实可靠信息、科学普及防疫知识、传递正能量稳定社会

等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研究从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传播力及责任感三个方面，针对网络

媒体在疫情信息传播中的表现进行满意度测评，满分为5分。

表2  媒体表现评价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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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网络
媒体 满意度

公信力

真实性 准确无误，不以讹传讹

权威性 访谈高端，信息来源权威

专业性 平衡信息源，立场客观

深度性 深入解读、评论

传播力

覆盖度 用户使用覆盖率

推荐度 愿意转发、推荐他人使用该渠道

丰富性 资讯量大，关注点、形式多样

独特性 报道视角独特、选材新颖

时效性 报道更新和发布及时

原创性 独家报道，发布独家图片

互动性 内容有话题性，引起评论、讨论

责任感

公益性 关爱社会、关心弱势群体

职业规范 恪守职业规范

谣言澄清 及时澄清谣言

http://ipoipo.cn/


（一）新闻网站满意度前三：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
       

       新闻网站满意度调查中，人民网4.36分位居第一，其次为新华网

4.30分，第三为腾讯网4.29分。

图10  新闻网站满意度评价

公信力

传播力责任感

人民网

腾讯网

新华网

新浪网

网易

图11  新闻网站满意度各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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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4.30 4.29
4.16 4.11

3.93 3.90

人民网 新华网 腾讯网 新浪网 网易 搜狐网 凤凰网

数据说明：仅包括网络新闻资讯网站，不含电视、视频、广播等媒体

       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网和新华网在公信力和责任感上公众评价

最高，腾讯网在传播力上得分最高。

       疫情期间，人民日报派遣一线记者深入采访，每日发回“武汉日

记”“武汉实况”等现场报道，针对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及时解答。新

华社在武汉成立前方报道指挥部，从总社和全国各分社抽调骨干记者

编辑增援湖北特别是武汉，确保了在疫情严重地区始终有新华社来自

一线的报道。

http://ipoipo.cn/


4.40 4.39
4.24 4.19 4.16

3.90 3.82 3.80

3.48

人民
日报

腾讯
新闻

新浪
新闻

今日
头条

凤凰
新闻

网易
新闻

一点
资讯

搜狐
新闻

澎湃
新闻

（二）新闻客户端满意度前三：人民日报、腾讯新闻、新浪新闻
       

图12  新闻客户端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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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客户端满意度调查中，人民日报4.40分位居第一，腾讯新闻

4.39分位居第二，新浪新闻4.24分位居第三。

       

       进一步研究发现，满意度测评的三个指标中，公信力上，人民日报

4.44分位居第一，其次为腾讯新闻4.38分，凤凰新闻4.34分。传播力上，

腾讯新闻4.44分居第一，人民日报4.37分，新浪新闻4.17分，居二三位。

责任感上，人民日报4.39分位居第一，其次为腾讯新闻4.37分，新浪新闻

4.27分。

       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媒体，在公信力、权威性上有着明显优势。腾讯新

闻依托创新的传播方式以及丰富的传播内容，对疫情信息进行系统化整合，

如腾讯新闻“疫情实时追踪”H5，集纳地图、数据、辟谣、医疗等多个

模块，为近8亿人提供19亿次服务，在传播力上获得公众认可。

公信力

传播力责任感

人民日报

腾讯新闻

新浪新闻

今日头条

凤凰新闻

图13  新闻客户端满意度各维度评价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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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高科技提升信息传播时效性

      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大数据、5G等先进技术

为信息的实时更新、高效传播搭建起了高速通道。

      疫情发展过程中，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等抽象数据

被实时监测并以可视化表格和地图等方式直观动态呈现，清晰明了，便

于公众实时了解疫情发展情况并转发分享。

       社交平台最热门“火神山医院建设”实时直播中，通过5G网络进

行信号传输，第一时间满足全国人民对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的关注。

u 多手段提升内容形式丰富性
这次疫情信息的传播中，主流媒体融合文字、图片、视频、直播

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同时融合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短视频

平台等多媒体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报道体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在报道内容形式上，权威解读切片式呈现，传统主流媒体邀请权

威人士进行面对面专访，并联动微博、客户端等媒体平台的实时发布以

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前方记者现场报道主要以

视频与图片的形式呈现，向公众直观展示医院救治、疫情防控及市民生

活等抗疫一线情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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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突发公共事件中突显媒体社会责任   
       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

要载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传递信息是媒体需要坚守的社会

责任。在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各类谣言亟需快速而有效的澄清与解

释。此外，媒体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不真实信息的制造者。日常为了吸

引受众关注而常采用的报道手法如夸张表述、“标题党”等绝不能在

疫情信息报道中出现，避免对公众产生误导。同时，应加强新闻发布

前的筛查检查，避免因信息源采访不到位、信息错误出现媒体报道失

当，又后续道歉的情况发生，从而对媒体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

u 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信息管理制度
       我国已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办法，提出了信息发布准确、客

观公正等要求。但在疫情突发过程中，信息爆炸式增长，快速传播，

审查甄别力度下降，信息鱼龙混杂，其中存在大量谣言传播，甚至发

布的个别辟谣信息也存在自相矛盾、可信度受到质疑的情况。针对这

些情况，要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信息管理制度，加强基层

组织的应急管理培训，进一步提高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与准确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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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有效样本量 地区 有效样本量

广东 237 陕西 84

山东 216 山西 81

河南 212 福建 80

四川 181 贵州 78

江苏 177 重庆 65

河北 162 吉林 61

湖南 148 甘肃 57

安徽 134 内蒙古 56

湖北 129 上海 53

浙江 123 新疆 49

广西 104 北京 44

云南 103 天津 28

江西 101 海南 20

辽宁 99 宁夏 13

黑龙江 87 青海 12

　 　 西藏 6

合计 3000

表3 各地区有效样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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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区分布

样本地区分布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样本地区分布特征为依据进行设置。    

（一）网络问卷调查

http://ipoipo.cn/


2. 性别

      样本人群性别构成，男、女各占50%，比例为1：1。    

男
50%女

50%

图14  样本人群性别构成

3. 年龄

       样本人群年龄构成，“18-29岁”、“30-39岁”、“40-49

岁”、“50-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群占比分别为30%、

52%、15%、2%、1%。 

18-29岁
30%

30-39岁
52%

40-49岁
15%

50-59岁
2%

60岁及以上
1%

图15  样本人群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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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历

     样本人群学历构成，“本科”和“专科”占比较高，分别为45%、

29%，“高中/中专/职高”、“初中及以下”、“硕士及以上”占比分

别为18%、4%、4%

初中及以下
4%

高中/中专/职高
18%

大学专科
29%

大学本科
45%

硕士及以上
4%

图16  样本人群学历构成

5. 月收入

      样本人群月收入构成，月收入以5千至8千元占比最高，占30%，3

千至5千占比为24%，8千至1万为18%、2千至3千为10%、2千元以下

9%、1万至2万元与2万元以上占比分别为7%与2%。

2千元及以下
9%

2千至3千元
10%

3千至5千元
24%

5千至8千元
30%

8千至1万元
18%

1至2万元
7%

2万元以上
2%

图17  样本人群月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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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

       企业白领与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最高，分别为32%与19%。自由职

业占比为16%，学生占比为10%，公务员占比为9%，农民/工人/服务

人员占比为5%，家庭主妇占比为4%，无业占比为4%。

企业白领
32%

公务员
9%

专业技术人员
19%

学生
10%

自由职业
16%

家庭主妇
4%

无业
4%

农民/工人/服务人员
5%

图18  样本人群职业构成

（二）网络数据监测

       通过对2020年1月20日至2月13日微博1000万账户7*24小时

监测，对疫情相关话题数据进行抓取，剔除与疫情无关的词语，并

对词频进行排序。以此研究疫情期间，公众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的相

关话题，并进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用于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补

充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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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样本深访

       通过对3000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细致筛选，选取在开放题中

认真作答，并且填答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的样本，以及各媒

体的满意度打分偏高或偏低的样本进行提取。通过电话进行深访，

成功深访20份典型样本。

       深访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ü 疫情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理由

ü 疫情信息获取常用媒体的选择理由

ü 媒体疫情信息传播表现评价高分/低分原因

性别

男 11

女 9

年龄

18-29岁 8

30-39岁 8

40-49岁 4

职业

企业白领 6

公务员 2

学生 1

自由职业 5

家庭妇女 1

专业技术人员 5

表4 典型样本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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