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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微信”科学传播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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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作为即时通讯工

具用户排名前三的社会化媒体——
—微信媒介，可以尝试在新媒体环境下发挥自身优势助益科学传播，即通过“以科普
微信公众号为核心、以朋友圈与微信群为两翼的全方位互动辐射”模式，为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新模式的探索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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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源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
进步，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一些环境
公共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传统科学传播主体
的信任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目前科学传播模式
的反思。
从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目前大部分
学者认同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之为“缺失模型”[1]，被认为
是早期科学传播模型。这一时期与科学技术发
展不相匹配的是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公众对
科学知识是缺失的，需要政府或者科学共同体
促使公众理解与接受科学，即单向灌输式；第
二阶段，称之为科学传播的“民主模 型”[1]。
这一阶段学者们主张在公众与科学之间建立
新的互动与交流方式，即双向互动式，例如共
识会议等形式；第三个阶段称之为新媒体环境

下科学传播的“对话与参与模型”[1]，这一模
型不仅强调传播双方的双向互动，同时还强调
传播主体已经发生变化——
—传统的科学传播
主体不再具有绝对的天然优势，普通民众在科
学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也非常重要。
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而言，第三阶段的发展
趋势是公众参与科学事务与科学决策的主动
性日益增强，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可以
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而不只是单一地扮演科
学知识接受者的角色，这意味着公众在科学传
播中的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如何适应这一变
化？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更好地进行有效科学
传播？此为本文问题的源起。

2 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概念界定

所谓新媒体，一般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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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技术和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
网、有线网络等渠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
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2]。
社会化媒体是指在 Web 2.0 技术上形成的
相关网络基础应用，提供用户生产的内容进行
创作与交换并以沟通为目的的社交媒体。主要
包括博客、微博、LINE、微信、SNS、音乐、
影音分享网站、集体智慧合作网站、公民新闻
或资讯网站以及各种论坛、讨论区等[3]。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目前相关文献的梳理情况来看，国外学
者对基于新媒体技术 （或社会化媒体） 的科学
传播研究成果很少，一般只是对本国如何利用
新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的情况加以简单介绍，且
很少涉及其他国家。
基于当前我国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存在的
问题以及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国内很多
学者注意到了新媒体技术在科学传播方面的
巨大潜力，从而开始对新媒体科学传播加以
研究。通过在中国期刊网上以“新媒体科学传
播”和“社会化媒体科学传播”为关键词进行
模糊检索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6 日），
相关文献分别达 111 篇与 4 篇，发表时间多集
中在近五年，这一数据显示出国内学界对这一
议题的关注逐渐趋热。从相关成果来看，研究
视角多集中在新媒体 （社会化媒体） 对当代科
学传播的重要意义以及科学传播与新媒体技
术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 [4]，但讨论多停留
在宏观层面 [5]，在新媒体技术 （社会化媒体）
与科学传播结合的具体模式与实际可操作性
方面探讨不多。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拟以新媒体媒
介——
—微信为研究对象，对微信科学 传播特
点、模式及具体运作机制加以探析，以期对新
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新模式的研究提供有益
参考。

3 微信传播特征及其社会影响
3.1 微信传播特征

微信 (WeChat)是腾讯公司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
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
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 （仅需消
耗少量网络流量） 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
字，也可以使用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
位置的“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
“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截
止 到 2015 年 第 一 季 度 ， 微 信 已 经 覆 盖 中 国
90%以上的智能手机，月 活跃用 户达到 5.49
亿，用户覆盖 200 多个国家，超过 20 种语言。
此外，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
800 万个，移动应用对接数量超过 85 000 个，
微信支付用户则达到了 4 亿左右 [6]。微信已经
成为当代中国网民获取与分享信息、进行熟人
社交的重要新媒体工具。
3.1.1 信息传播方式灵活多元

微信传播方式非常多元，如语音、图片、
视频、文字等。数据显示，其中语音讯息是中
国微信用户使用最多的交流方式，约占
84.5%；其次是文本讯息，约占 83.3%①。多元
的信息传播方式给用户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选
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使用习惯选择
传播方式，用户体验效果较好。
3.1.2 微信信息传播类型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与信
息共享

微信信息传播类型有三种：微信好友之间
“点对点”的信息交流、微信群交流以及微信
公众平台的信息获取与互动点评。
微信好友之间“点对点”的即时信息交流
与微信群聊，都可以满足用户的基本社交需
求。二者的区别在于，“点对点”的私聊，可
以满足保护社交隐私的需求，而微信群聊则可
以满足“即使不说话，也可以了解我的好友们
在聊些什么”的“围观”心理，即在不参与聊
天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相关信息，这种获得信
息的方式更加轻松。
微信公众账号的信息发布方式与“点对
点”交流和微信群信息发布具有较大的区别。
一是信息发布数量的限制。微信公众账号有认
证与非认证之分，而认证标准相对较高，需要

① 数据来源：CNNIC：2014 年 5 月中国网民微信使用率达 65%[EB/O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293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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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达到一定的粉丝数量才具备资格。非认证的
公众账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条信息，认证的公众
账号每天可推送三条信息。二是信息发布方式
不同。微信公众账号的信息传播类似于报纸与
杂志的信息发布，具有大众传播的性质。公众
账号需要读者主动关注，因而对公众账号发布
的内容质量要求更高。
3.1.3 微信媒介用户粘性较高

微信信息传播便利且费用相对低廉。相较
于其他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信息的交流成本更
低，没有月租费，只需要极低的流量费用。另
外，其用户规模基数庞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CNNIC 调查发现，31.4%的微信用户每天
登陆微信超过一次，24.9%的人每周登陆好几
次②，由此可见微信具有非常强的用户粘性。
3.1.4 微信信息传播信度较高

微信信息传播的信度高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微信好友来源具有准实名制式的
可信性。根据 CNNIC 调查数据显示，微信好
友添加来源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 QQ 好友与手
机通讯录，比例分别为 77.46%与 60.15%，远
高于其他添加方式；同时，微信好友使用个
人真实信息的比例也非常高。调查数据显示，
有 65.80%的微信用户显示自己真实的所在地
区 ， 46.61% 的 微 信 用 户 使 用 真 实 姓 名 ，
35.34%的微信用户使用真实的头像；在全部
受调查者中，仅有 15.14%的受访者没有使用
真实的资料 ③。微信好友与现实中的好友之间
高度重合，且有准实名制的特性，因而具有
很高的可信度。
其次，微信信息传播属于强关系之间的信
息交流。美国学者克里斯塔基斯在他的著作
《大连接》 中论及“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
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问题时，提出“影响
力在社会网络上的传播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
一观点：人们所说的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
在网络上泛起涟漪，影响他的朋友 （称之为一
度关系）、他朋友的朋友 （称之为二度关系）、

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称之为三度关系）。一般
说来，三度以内的朋友关系，称之为强连接关
系，影响相对较强；若超出三度关系，影响相
对较弱，即为弱连接关系[7]。由于对绝大多数微
信用户来说，其微信好友大约有四分之三来自
于 QQ 好友与手机通讯录，也就是说其微信朋
友圈里全是自己的“熟人”
，与微信用户的关系
连接基本在三度以内，因而微信的信息传播具
有强连接关系特点，信度较高。
3.2 微信的社会影响

微信设计者的初衷只是设计一个可以提供
更好用户体验的社交媒介，然而经过近几年的
快速发展，微信媒介的个性日益凸显，其用户
之间的强连接关系，使得其信息传播效果大大
加强，微信介入的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多，其社
会影响也随之不断加深。
3.2.1 微信用户的规模影响力

微信媒介的相关特性使之具备很高的用户
粘性，其用户群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媒
体深度体验者队伍，自组织能力很强，规模影
响力大。数据显示，即时通讯工具中，用户规
模排在前两位的是微信与 QQ。超过九成的微
信用户每天都会使用微信，其中半数用户每天
使用微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属于微信深度
使用者；拥有 200 位以上好友的微信用户占比
最高，61.4%的用户每次打开微信必刷“朋友
圈”④。由此可见，微信的社交功能进一步凸
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活跃度也非
常高。
用户规模大以及活跃度高，使微信媒介的
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这种影响力的加强又进一
步推动着用户规模的扩大和活跃度的进一步
提升，两者相互促进。
3.2.2 其他影响

微信的其他影响主要集中在生活服务方
面。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微信用户使用过微信
生活服务，其中手机充值、买电影票、吃喝玩
乐等消费渗透率最高。另外，微信的生活服务

②数据来源：CNNIC 发布第 3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hinaz.com/news/2016/0122/498650.shtml?
uc_biz_str=S:custom|C:iflow_ncmt|K:true。
③数据来源：CNNIC 发布第 3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hinaz.com/news/2016/0122/498650.shtml?
uc_biz_str=S:custom|C:iflow_ncmt|K:true。
④数据来源：2015 年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行为调查研究[EB/OL].http://mt.sohu.com/20160121/n4353270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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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非常便利。以微信支付为例，微信红包是
微信支付中渗透率最高的功能，近七成用户每
月支付或者转账的额度超过 100 元，超过半数
用户将微信支付当作线下付款的重要工具。生
活消费的便利，可以进一步增强用户粘性，对
其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

4 微信信息传播类型的科学传播模式分析
根据上述微信信息的传播特征分析，其传
播模式具备复杂网络的相关特性，从而使其信
息传播具有涌现性特征。所谓新媒体传播的涌
现性，其本质特征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即
每一次涌现出现之初，其信息流数量微小可
数，“意义”也简单而明确，随着信息交流与
互动程度加深，新媒体提供了涌现延展的平
台，“意义”链接区域扩张，其路径为“链
接——
—反应——
—不断链接”，新的微小信息又
诱发新的涌现，旧的涌现也随之衰竭，此起彼
伏。同时，根据信息的重要性与模糊程度，涌
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信息的重要性与模糊程
度越高，链接越频繁且越多元，从而涌现的力
度越大，引发质变的几率越高 [8]。新媒体环境
下的科学传播效果可以通过微信信息传播的
涌现性加以实现。
前面提到微信信息的传播类型主要有微
信公众号信息传播、微信好友之间的“点对
点”传播以及微信群传播，下面将分别分析基
于这三种传播类型的科学传播模式，以期从中
归纳微信科学传播模式。
4.1 微信公众号传播模式

“在一个无限选择的时代，统治一切的不
是内容，而是寻找内容的方式” [9]，微信公众
号恰好提供了这一新的寻找内容的方式。由此
可以推知微信公众号的“滚雪球”传播模式：
微信公众号推送精选文章吸引关注用户阅读并
转发——
—关注用户推送朋友圈分享——
—关注用
户微信好友阅读——
—微信好友关注此微信公众
号并分享至自己的朋友圈，雪球越滚越大，从
而使信息得以在最大范围内传播。然而，并不
是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都能以滚雪球的形
式越滚越大。根据数据调查，在内容方面，具

有价值、趣味性和令人感动的文章更容易被分
享；在形式方面，图片和短视频相较文字而言
更容易被关注、阅读及转发。
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公众账号的传播模
式可以为基于新媒体的科学传播所借用，但
必须与一般信息传播加以区别，才有助于达
到科学传播的最佳效果。这一区别具体体现
在传播内容 、传播 形式和 传 播时 机等 方 面，
以下分述之。
4.2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科学传播
4.2.1 内容方面

目前国内专门进行科学传播的微信公众账
号可以统称为科普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否经过
认证，科普微信公众号每天能推送的文章数目
都非常有限，编辑必须精心选题并认真推敲文
字，尽量将相对枯燥的科普内容编辑成通俗有
趣、图文并茂的科普文章，这样才可能收到更
多读者的关注。
4.2.2 形式方面

传播形式可借鉴其他类型的微信公众号，
比如制作精良的音频或者视频以吸引受众的
关注与阅读。一些财经类微信公众号的做法
就比较新颖有趣，比如“逻辑思维”公众号，
先是以一个音频文件作为内容摘要，每个摘
要严格限定在一分钟之内，且尽量用简短清
晰的语言进行表达，读者听完以后回复文中
关键字即可查阅文章，这种方式颇受年轻人
的欢迎。
4.2.3 传播时机

把握传播时机对做好应急科普意义重大。
微信作为即时通讯软件，可以做到第一时间
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正向科学传播。这种做法
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快的防止错误观点进一步
扩散，避免造成进一步的负面社会影响；另
一方面也可以增强科普微信公众账号的公信
力，这在科 普主体 （如 政 府 、科 学 共 同体）
的科普公信力普遍不强的当下尤为重要；此
外，还有助于形成微信舆论场对网络谣言的
自净化功能，进一步提升科学传播的有效性。
4.3 微信朋友圈的科学传播

微信朋友圈在传播科普内容时也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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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4 微信群科学传播

4.3.1 精选的内容

微信群简称微群，与 QQ 群类似，是一种
多人聊天交流服务，可以即时发送文字、图
片、短视频等信息。微群由群主创立，群成员
最高上限 500 人，一般由微信好友拉入或者扫
描群二维码加入微群，群成员多为熟人或者具
有相同特质或兴趣爱好的“同道中人”。由于
群内的信息传播具有封闭性，外人不可见，因
而微信群的科学传播范围有限。然而微信群中
群成员的同质化很高，意味着大家感兴趣的内
容可能会有较大的趋同性，因而在一些微群中
进行针对性较强的科学传播，如果能被大部分
群成员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那么传播效果也
比较可观。比如“问题疫苗事件”发生期间，
具有科普专家背景的微信用户在妈妈群中发
布的“如何正确给孩子注射疫苗”、“哪些疫
苗必须打”等科普知识，被转发到朋友圈的比
例极高。因而微信群的科学传播效果虽有限，
但如果运用得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
式，尤其是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效
果更好。

前面提到过促成微信用户的新闻分享具
有三要素：价值，趣味和感动，这更应该成为
微信朋友圈科学信息分享的内容导向。例如
“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山东问题疫苗事
件”、“问题疫苗使用后果”等信息，由于兼
具价值与感动要素特征，不仅在微博上得到大
量转发，更是刷爆微信朋友圈；同时，调查显
示，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被拐儿童或者走失儿童
信息的比例也非常高，再次印证了以上观点。
因此，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科学传播内容，切
忌一副说教的面孔，应当依从价值、趣味、感
动的三要素，精心选择发布内容。
4.3.2 恰当的形式

笔者做过相关的问卷调查 ⑤，在问到“微
信朋友圈里好友发布的转发链接中，哪一种
更容易被你阅读并转发？”时，选择“配有朋
友简短的阅后感受”这一选项的比例高达
67%，因而可以考虑在转发的科普信息前面附
上发布者自己的阅后感受或者信息来源的权
威程度，以增加朋友圈好友的阅读量与转发
量，由此也可以相应增加原创科普微信公众
号被关注的几率。
4.3.3 适宜的发布时机

一般说来，对于日常科普，如健康知识
或者 养生信息的发布没有特别 的时 机 要 求，
最多要求配合时令季节。然而，对于一些公
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就需要注意选择发
布时机，最好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若
当朋友圈已经被各种或真或假的信息塞满时
再来发布科普信息，一方面容易被当作伪科
普，另一方面也可能被海量的信息淹没，错
失了科学传播的最佳时机 。需要 强 调的 是，
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科学传播内容的真实
性与可信度更为重要，一定要确认所发布信
息的真实性与科学性才可以发布，否则就与
传谣者无异了。

4.5 微信科学传播模式的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微信媒介通过“以科普微
信公众账号为核心，微信群与朋友圈为两翼的
全方位辐射互动”的科学传播新模式，可以较
好地实现科学传播效果。
“以科普微信公众账号为核心”，是指在新
媒体科学传播过程中，科普微信公众号占据核
心地位。无论科学传播的主体是政府、科学共
同体、民间科普组织还是爱好科普的新媒体用
户，都不能忽视科普微信公众账号的重要作
用。一方面在于微信公众号的受欢迎程度很
高，使用微 信进行 科学 传 播 已成 必 然 之 举。
《中国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行为调查研究》
显示，69%的受访者是微信公众账号的频繁使
用者，57%的受访者每天用半个小时至一个小
时来阅读微信公众账号；在 查 阅 时 间方 面，
55%的受访者喜欢在晚上查阅微信公众账号，

⑤问卷参数说明：这是一项 2015 年 6 月在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我国科学传播的公众参与模式
研究” （sk2012B564） 项目资助下，以了解微信用户使用习惯及用户粘性为目的问卷调查，问卷形式以网络问卷为主、纸质问卷为辅，
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62 份，无效问卷 11 份，有效率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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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的受访者则喜欢在中午时段 ⑥。根据这一
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假设，若科普微信公众账
号能根据微信用户的阅读习惯，调整发布时间
以匹配用户的阅读高峰，在合适的时间推送有
针对性的科普内容，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号的阅
读量，从而增强科学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
朋友圈与微信群中传播的科普信息大部分来
自于科普微信公众号。由此可见科普微信公
众号在微信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以朋友圈与微信群为两翼的全方位辐射
互动”指的是通过朋友圈对科普微信公众号
推送内容的分享与转发，增加了科普内容被
关注的可能性，吸引眼球或者有价值的科普
信息会被进一步转发到微信群与朋友圈，从
而引发进一步的“涌现性”转发。同时，微信
好友之间、微信用户与微信公众账号的发布
者之间还可以进行即时互动与信息交流。
微信科学传播模式如下图所示：

众号的订阅用户可以通过留言或者评论进行
逆向传播）。
5.1.2 信息传播信度高，有助于强化科学传播效果

朋友圈与微信群的即时性与互动性是非
常强的。一个信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传
播到很大的范围 ，比如 “问 题疫 苗 ”事件 ，
在短短的 24 个小时之内通过朋友圈与微信群
传遍了全国。这与微博的信息扩散略有区别：
微博的信息扩散信度较弱，网友在转发微博
的时候往往并不是非常确定信息的真伪，而
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基本由熟人组成，彼此
的信任感比陌生人之间要强很多，因而信度
很高，微信用户在转发时会出于信任而对该
条信息深信不疑。
5.1.3 在应急科普工作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微信传播的高信度、即时性与互动性
等特点，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可以通过微
信科普公众号、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群第一时
间发出正确信息。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在
谣言刚起时及时发布正确的科学信息，对于防
止谣言扩散、避免民众恐慌非常有效，也可以
间接起到强化传播效果的作用。
5.2 微信科学传播需要关注的问题

图 1“微信”媒介科学传播模式图

5 微信科学传播模式的优势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5.1 相较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优势

“以科普微信公众号为核心、微信朋友圈
与微信群为两翼的全方位辐射互动”的微信
传播新模式，相较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而言，
具有如下优势。
5.1.1 突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传受主体界限

新模式中科普微信公众号处于科学传播
的核心，但同时也需要借助朋友圈以及微信
群做进一步的传播，这就使得科普信息的流动
方向不再是传统模式中的单一流向。科普微信
公众号的创办者 （政府、科学共同体及公民个
人） 与每一位普通的微信用户都是科学传播的
传者，同时也是科学传播的受者 （科普微信公

微信科学传播新模式虽然有不少优势，但
以上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相关科学传播主
体对科普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十分关键。
首先，需要高度关注科普微信公众号推送
内容的质量。内容是吸引微信用户关注以及防
止关注者取消关注的关键环节。根据 2015 年
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行为调查显示，无论用
什么方式推广微信公众账号，其内容始终是维
持和提升关注量的关键。
其次，科普微信公众号应充分利用现有功
能以提供最佳用户体验。不同类型的微信公众
账号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功能，所有现有的功能
都应该被更好地利用以促进与关注者间的互
动与交流。
再次，对科普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的“分
享”是提高公众号关注率的重要途径。微信朋
友圈是吸引微信用户关注新公众号的主要渠

⑥ 数据来源：2015 年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行为调查研究[EB/OL]. http://mt.sohu.com/20160121/n4353270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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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科普微信公众账号的运营者可以通过提供
能够代表关注者自身形象的话题内容或易引
发关注者情感共鸣的观点来提升分享率与转
发率。“果壳网”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内容贴近
社会现实，形式生动有趣。如其在 2016 年 4
月 21 日推送的科普文章“甘肃操场惊现龙卷
风？内陆也会有龙卷风？”，不仅通俗易懂，且
配有简明的龙卷风生成图式，短短三天时间
阅读量就达到 73 789 人次，收到了很好的传
播效果。
最后，科普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还需要加强
与不同媒介之间的融合。利用微信媒介的强相
关社交网络以及高信度社交的特点，发挥媒介
融合的特点，整合传统媒体强大的科普资源与
微信的社交功能，方便潜在受众及时、准确地
找到自己需要的科普信息，进一步扩大科学传
播的范围，提升传播效果。
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面临巨大挑战的同
时，新媒体的普遍应用为现代科学传播模式
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在此思路的启发下，微
信科学传播模式或可为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
播新模式的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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