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信息：徐雷.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第三辑)——出版学研究进展[C],我国受众研究回顾及发
展趋势,2017:619-653.

我国受众研究回顾及发展趋势
徐雷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30072

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建国以来关于受众分析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未来的受众研究趋势。上
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受众本位论确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受众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
地位、受众权利、受众心理、受众理论、网络受众以及传统受众研究几个方面，同时传统的
受众研究方法也面临一些困难，受众研究将逐渐转变为用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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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udience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country, and analyse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of the audience analysis. Audience standard
theory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1990s.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China's

audience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audience, the rights of audience,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audience theory, network audience analysis and traditional audience analysis
research from several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raditional audience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als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and the audience research will gradually shift to user study.
Keyword：audience；audience analysis； research advance; user

1 引言

受众概念是一个随时间不断演变的概念，狭义上，受众指的是信息传播的接
收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网民等。受众从
宏观上来看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上来看体现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多样性的
人。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
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
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本文对中
国建国以来受众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解读，包括中国受众研究的发展历史回顾

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受众研究的新动向和趋势。
2 中国受众研究历史回顾（建国初期—2000 年）

在受众研究的发展历史上，受众最初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被动的接受传媒机
构的宣传，处于被传媒机构控制的地位，受到社会环境、传媒机构宣传渠道、政
治政策等因素的强烈影响。随着传媒环境的变化，受众的地位也随之出现转变。
在建国初期，为继承和发扬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和邹韬奋同志
主办的《生活》的优良传统，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国内各媒介
机构把加强同受众的联系，视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基础工作，都设置了专门联系受
众的群众工作部，密切媒介与受众的联系，这是建国初媒介机构与受众最直接的
联系，随后逐渐开始重视对受众的新闻报道与宣传。例如，1956 年 7 月 1 日，
人民日报由 4 版扩展为 8 版，扩大了报道范围，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闻，并指出
“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不过当时受“苏联模
式”的影响，重灌输轻反馈，重指导轻服务，对读者调查、研究、服务的工作还
未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同时，在 1957 年，由于左倾思潮泛起，报界原有对读者
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遭到错误批评，广大读者丧失了通过报纸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
随后，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等其它报纸中的《读者来信》栏目更是成了反革命集团
的舆论工具，造成了受众与媒介的对立。不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日
报又恢复了读者来信，并增至两个整版，以为受害群众伸张正义，广播电台和电
视台也恢复了听众信箱、观众信箱节目。在这一段时间内，受众信息的接收完全
受媒介机构的主导，同时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甚至被政治绑架沦
为工具，对于受众的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在中国真正对受众开展研究始于 1981 年 5 月 12 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 年改
名为首都新闻学会）举行的首次受众学术研究会议，副会长安岗同志发表的题为
《研究我们的读者》的著名演讲。他强调：“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读者，向读者求
教，从多方面为读者服务，同时要从中引导和提高他们”。安岗同志的这篇演讲，
把“读者”
（听众、观众）从接受媒介灌输的对象，提高到接受媒介服务的主体，
确立了“读者”（听众、观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我国受众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新闻界产生很大反响。在该会议上同时还成立了群众来信学
术研究小组，该组活动频繁，成绩卓著，编著出版了《心底的呼声——首都新闻

单位来信选》和《新闻受众工作》。同年 6 月 9 日，北京新闻学会通讯刊物学术
研究小组成立，该组旨在共同研究不断提高通讯刊物的质量，从政治上和业务上
提高通讯员的水平。针对当时新闻报道中的假大空和失实问题，该组曾发出过“确
保新闻真实性”的倡议。1982 年 4 月 9 日，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成立，在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于同年 6 月至 8 月在北京地区开展了我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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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规模受抽样调查 。
在我国传统的受众调查研究中，普遍采用个别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的方法。这
种方法“毕竟只能反映少数人的意见，对民意缺乏定量分析。尤其在极左思想占
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调查方法的主观随意性日益增强，调查者往往用阶级分析
的观点先验地将人群划分为敌我友，或以政治表现为准绳，先验地将人群划分为
左中右。对调查资料的取舍同样具有主观随意性，强调舆论一律，排斥不同声音，
终因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民意。
运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研究受众，最早发韧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
渭、陈韵昭教授率先引进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组织学生在上海开展问卷调
查，开我国受众抽样调查之先河。最早的成果是用简单随机方法作问卷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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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受众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四人帮”受审的消息 。当时因未作公开报道，未引起
社会的足够重视。现在我国传播界一般将受众调研的起始点定在 1982 年的北京
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
和《中国青年报》共同组织，采用多层抽样法调查了北京地区 12 岁以上受众接
触媒介的行为、兴趣偏好等内容，首次对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了综合
考察，并首次用计算机来分析调查数据，并在多家报刊机构公布调查结果，在国
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北京调查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与出版的研究，是中国内地受众调研的里程碑。
随后，1983 年，浙江、江苏两省相继开展全省受众抽样调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
3

系的祝建华，在 1983 年作了“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后，又于 1985
年采用问卷调查与一周日记法相结合的方，作了“上海市区新闻传播受众调查”，
首次对受众的媒介功能观作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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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5 月，全国第一届受众研究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县举行，有北京、浙
江、江苏、上海的受众研究者 30 余人参加，会议总结了“两市两省”受众调研
的经验，高度评价受众调研对新闻改革的推动作用。同年 7 月，人民日报委托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展的全国读者抽样调查，以报纸发行量为抽样总本，
采取多级抽样法，确保抽到的样本是人民日报的读者，通过调查，收集读者意见，
反馈读者来信。中央党报的做法给报界和广播电视界树立了榜样，于是受众调查
在国内纷纷开展起来。
1987 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研究部牵头，
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共同进行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是“七
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
共同进行了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包含了观众的基本情况、行为反应、心理感
受三个层次，对观众的收视心理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同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
广播电影电视部会同国家农村调查总队，对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受众进
行了调查，对比考察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和宽裕地区农民的现代观念同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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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的关联性 。
受众调研的视角还扩展到了我国的少数民族。1987 年 5 月，由新疆广播电视
学会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疆新闻学会和新疆大学中文系新闻
专业合作，在乌鲁木齐地区组织了我国首次民族受众调查，发现民族文化传统和
宗教观念，对少数民族受众的思想观念和媒介偏好都呈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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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情有独钟 。
1988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迫于电视的竞争压力开展了建台以来全国首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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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调查，发现单纯听广播的听众比例很小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开展了
“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调查显示，有 62%的知名人士对新闻舆论工
作表示不满。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对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作“对新闻改革态度”的整体调查，调查显示，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的态度均倾向于新闻改革要遵循开放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和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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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内地的受众调研从对受众接触新闻媒介的外显行
为的调查，转入对新闻传播与受众内在思想观念关联性的研究，出现了受众研究
的专业组织，受众理论研究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90 年 6 月 20 日，首次“全国
广播电视受众研讨会”在杭州举行，9 月，以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为转
折的受众调研活动又活跃起来。在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五十周年之际，我国第
一部《中国广播电视学》于 1990 年 9 月问世，首次对受众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受
众心理和受众反馈的原理和特点作了系统的阐述，为广播电视的受众工作提供了
理论指导。
80 年代受众理论探讨的重点是受众需要，强调媒介要服从于、服务于受众需
要。90 年代受众调研的重点已转向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来审视，
提出要以受众为本位，尊重和维护受众的权益，受众权益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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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
1992 年 5 月，全国第二届受众研讨会召开，总结了中国受众研究 10 年的成
果及努力的方向。整个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前期涌现了不少关于受众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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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诸如新闻传播对农民思想观念的影响 、新闻媒介对受众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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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调查 、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 、新闻传播同受众现代观念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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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性 、北京受众的社会意识的现代化程度 、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研究 、全国电
视观众以及广播听众的调查等等。在研究内容上从受众的思想观念（如创新意识、
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的现代化程度、媒介类型（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
媒介内容等方面，探索媒介环境对受众观念现代化的影响。从受众对传播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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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受众的媒介参与、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受众对媒介功能的评价、受众的
接受意识等方面考察受众的媒介观念。
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市场调查机构，如央视调查咨询
中心、中法合资的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一些著名的国外调查公司如盖洛普、
尼尔逊等也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机构从事受众调查与研究，定期发布诸如收
视率报告等内容。整个 80-90 年代壮大了中国的受众研究队伍，成立了诸如中国
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等研究组织，发表和出版了
许多有关受众研究的论文、报告及著作。受众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媒介本位”转
换到“受众本位”，从受众应充分享有信息知晓权、言论表达权、舆论监督权等
权利意识出发，强调媒介机构要主动调查了解受众的需求，听取受众的意见，真
心实意、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突出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总的来说，20 世纪最后 20 年是中国新闻传媒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
新闻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本位论在我国的确立。以受众为中心的观念代替传者、
信息为中心的观念，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方
偲,2005）。该阶段受众研究采用的方法除了受众理论的探索、社会现象的定性解
读外，采用的方法基本都使用了社会抽样访谈、社会问卷调查等，使用基本描述
性统计信息、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归技术等科学的分析方法。
3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受众研究进展

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确立了受众本位论，受众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加上互联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普及，新时期的受众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始受到
学者、传媒机构的大量关注，与 80 年代开展的社会调查相比，除了常规的受众
社会调查外，各种受众研究视角纷纷出现，加之国外受众理论的引入与借鉴以及
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受众研究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
的受众研究文献，中国受众研究目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大的方向：受众地位、
受众权利、受众心理、受众理论、网络受众和传统受众研究等几个方面。
3.1 受众地位研究

受众本位论或受众中心论的确立，吸引了大量的学者进行探索（童清艳,2000;
陈文莉,2000;胡翼青,2000;唐俊,2001;夏继明,2001;吴廷俊,章晓芳,2002;谢常
青,2003;崔应会,2003），传媒机构以及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受众不在是媒介的“应

声虫”，而应该是理性的解读者。任何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在世纪之初
受众的地位仍亟待提高，媒介机构需要提升受众的本位意识。同时，学者们也认
识到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现象（黄蓉芳,2000;高叶,2003;赵雅文,2005）以及
被动与沉默（原洁,付治涓,2009），开始关注女性受众在传播领域中的人权诉求
（张燕红,2005）。面对受众的地位现状，学者们建言献策，呼吁继续加大对受众
的重视程度，满足受众需求，发挥受众主体作用，开拓网络市场（曹茹,高玉
新,2000;唐昌祺,2000;汪幼海,2001;卢昌恕,2001），并指出传受双方的沟通是改
善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王锡苓,2001）。总的来说，受众本位论的确立是新时期
受众地位最明显的转变，引发了学者积极的探索，由于受众中心地位的确立，媒
介需要具有为受众服务的意识，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受众角度
审视播音创作、网络广播的研究(曹东升,2000;余彦君,2000)，从受众为中心来
进行网络资源的建设（赵雪琴,2003）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针对受众本位意识过分渲染的现象，
（焦江方,2001）提出了正确
应用于我国新闻实践的方法：满足受众“健康本位”需求，培养受众“公共本位”
意识。虽然当时对受众本位的提法学术界还有争论，但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
最终还是认为，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化，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
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
产业性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这是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趋势。
（王彩娜,2003）等学者认为电视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受众研究。
当然受众的本位意识增强，也给传媒造成了偏差，即在建立为受众服务的观
念时，忽略甚至放弃了社会责任这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和基础，如出现了媚俗、庸
俗等对社会和受众不利的现象（程江南,2005;李宁,2005;胡连利,白树亮,彭焕
萍,2010），传者和受者的融合，也造成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趋势（王芳,2005;刘
朝霞,戚鸣,2006）。（王耀民,2005）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大众传媒
对受众认识陷入了多个误区：一是对受众层次多样性的认识单一化，低估受众，
导致新闻媒介定位低俗；二是缺乏对单个受众个体需求多样性的认识，只求娱乐
功能的满足；三是一味消极、被动迎合受众需要而缺乏积极、主动引导；而有些
学者则认为大众传播的走向，不是“以受众为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过程。媒介应该是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又要积极引导受众，受众应该对媒介的

传播积极参与并做出及时的回应，二者在沟通、交流与反馈互动的基础上构建和
谐融洽的关系（常庆,2007）。对受众本位论的认识，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认为过度推崇“受众本位论”导致传者本位论的矫枉过正，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媒
介正常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媒介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弱化、媒介的品味低俗化、
媒介的主体性弱化等等，只有正视“受众本位论”，做到传者、受众兼顾，充分
发挥媒介的主导性。这样才能既满足受众需求，又促进媒介的健康发展（尹达,
阮建海,2007）。
受众本位论是新闻理论上的新突破。然而，“受众本位”论也存在理论上的
缺陷：首先，“受众本位”论在对“传者本位”论辩证否定的同时，也抛弃了其
中一些好的东西，如传者的自身定位的明确性以及传播目标的明确性等，在一定
意义上，也就放弃了引导、教育群众的责任与意识。其次，在实践中，“受众本
位”论无法提出提高传播效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陷入两难境地。所以，我们要
坚持正确的受众意识：新闻报道不能无条件地追随受众，但受众的选择决定报道
的生死。坚持受众与媒介并重的二元论，才能正确地认识受众的地位（冯祎
春,2008）。“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但可以开阔新
闻传播的视角和思路，丰富新闻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新闻传播
的健康发展，实现传媒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刘艳婧,高炜,2009）。
关于受众地位的另一个研究视角是受众商品论（彭晶晶,2009;陈世华,2012;
高亢,2013;祝明江,2013），该理论认为广播和电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产品，表面
看是播放时间，实际上是将受众的忠诚度卖给了广告商，媒体实际上是“发展受
众对广告商的忠诚度”，认为从旧媒体时代走向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发生巨大
变化，但受众仍在媒介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角色，决定了受众商品论还
有其理论价值。
3.2 受众权利研究

对于受众的权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了受众的不同追求，显示了不同
的语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例如，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的初期，受众所争取的只是
知情权；待到传播媒介进入发展期，受众又开始追求表达权；再到传播媒介进入
繁荣期，人们又提出了反论权；进人信息社会，如今的受众又在争取监督权和免
知权等。在国内，（陈红梅,2001）对受众的接近权进行了探讨，
（沈正赋,2002）

通过媒体对灾难报道的不同方式方法的反思和研究，从满足和尊重受众的知情权
角度，为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新的诠释；（张健,2002）从人民网《强国论坛》
到央视《时空连线》的变迁，探讨受众的媒介接近权的演变，即受众具有在媒介
上发表意见和观点的自由权利的变化，这其实是受众地位提升的一种反映；
（王
子舟,2003）探讨了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包括知识受众的权利和义务；受众有
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因此传媒有责任保障受众的知情权（金晓春,2005;关
德兵,2009,张建波,2010）；作为传播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受众伦理规范是
指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和应承担的道义责任。
（陈汝东,2006）认
为受众伦理规范应涵盖人类传播的所有领域，应根据传播领域、过程、媒介等区
分出不同层次，不仅应研究受众的道义责任，还应研究受众的信息接受权利、受
众对自身和相互之间的道义责任。
（袁玲萍,2013）对信息时代受众权利不平等现
象进行了反思。
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以及受众地位的提升，受众将持续追寻其应该具有
的权利，而研究学者将持续对受众的权利内涵、不平等现象进行解读。尤其是网
络时代，受众面临更为复杂的媒介环境，网络一方面提供了受众接触媒介的便捷
性，拓宽了受众接触媒介的渠道，另一方面网络也使受众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更
容易受到侵犯，因此网络媒介环境下受众的权利仍值得继续关注。
3.3 受众心理研究

受众是具有多侧面、多重的接受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群体（王朝晖,2001），受
众的心理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如通过研究受众心理来改善电视节目播放内
容（杨群,2000），通过对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进行本土化的报道，满足用户的求
近心理（李平榕,2000），通过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来提高广告的传播效果，以及
受众的心理障碍研究（薛国林,2000）等；也出现了不同传播内容的受众的心理
差异的研究（周鄂生,2001），还有关于文化因素对受众广告认知心理影响的探索
（王红刚,2001），以及针对受众的逆反心理类型、特点，改进新闻宣传艺术、减
缓受众逆反心理对策的研究（陶喜红,孙卫华,2001;张文娟,2004;李大敏,2006;
范戈鸿,2006;董秀成,2007）、受众心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杨纯,2002）等等。
对受众心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展开的，如在广告效果方
面，受众的心理机制直接影响传媒广告的劝服效果，（杨鹏,柳珊,2002）认为不

同的商品要根据目标受众的心理机制的不同确定诉求方式；
（杨芳芳,2003）分析
了新闻受众心理的三个层次，即消费、求知和研究心理，认为新闻受众的地位已
经提高；
（杨桃莲,2003）从受众的猎奇、窥私、攻击等心理角度进行分析，认为
媒体不能一味迎合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应提供高于受众需求的信息，以净化社会
风气，促进人类进步。
（陈润兰,2004）探讨了传媒文化对受众的消极影响。受众
本位论的确立，使传媒由“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由以“传者”为中
心转向了以“受者”为中心，以“受者”为中心意味着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受
众，因此出现了很多对受众心理类型的详细分类与探索，如（张艳容,2004）详
细阐述了受众获取信息心理，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娱乐消遣心理，强烈的参与
心理等方面；
（张廷妍,2002）将足球比赛观众心理划分为：认知型、娱乐型、审
美型、认同型、宣泄型、破坏型等；
（陈立生,2005）总结了受众的 7 个时代特征
即：自由选择、传受互动、钟情日常叙事、主张去中介化、渴望轻松娱乐、追逐
视听快感、沉迷新闻纪事。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趋势对我国传媒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受众作为与传媒相对应的范畴，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对媒介的接受心理也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受众心理的多重矛盾，如受众选择的差异性、多
元化、主动性等（廖妮娜,2006），因此传媒除了一味的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外，
还需要解决受众的心理矛盾，以引导、培育受众正确的媒介心理素养。（李楠
楠,2007）针对受众明星真人秀等娱乐节目的泛滥与流行，从受众的角度对这些
节目进行心理归因，探析传播者如何打破或顺应受众心理定势，引发信息传播的
理想效应。与传统新闻媒体受众相比，网络受众有其明显的群体特征。
（周灿华,
蔡浩明,2007）从年龄结构、性别、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网络受众
的构成状况，并概括出网络受众普遍的心理需求，如交流心理、好奇心理、求知
心理、移情心理、补偿心理等；而（周丹丹,2008）也认为网络信息一方面可以
便捷地满足受众，另一方面它的信任度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方面，从学术上讲，受众心理和受众地位的研究一样，
媒介需要在“迎合”与“引导”间寻求最佳结合点，以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可
以看到在网络时代受众的心理需求是多样的，而且受众还有可能面临矛盾、逆反
的心理，这都需要媒介在制作节目和传播策略时，较好的把握受众的心理特点，

既要满足受众各种各样的合理心理需求，又要在传播内容和途径上把握好度，不
是所有用户的心理需要都要关照，防治受众沉迷、出现不良心理现象。
3.4 受众相关理论的探索

受众属于出版传播学范畴，关于受众的理论有大众社会理论、使用与满足理
论，沉默的螺旋等等。关于受众的理论学者们也展开了探索与研究，如认为沉默
螺旋不仅不是普遍规律，而且在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完全失效，代替沉默螺旋的
则是舆论背反模式（刘建明,2002）；
（李本乾,张国良,2002）运用分层随机抽样
方法，从经济领域检验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
者之间是否吻合，不仅涉及到客观现实，而且关系到主观标准，三者之间的吻合
与否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赵志立,2003）在网络视角下，对
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了再认识，认为网络环境下受众的中心地位明显提高，网络
的多元性、匿名性等特性使得网络受众特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臧海群,张国
良,2005）认为受众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需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受
众；
（侯斌英,2006）认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其实应该是一
种“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把“主体间性”概念引入当代受众研究的视域之中；
（阎佳畅,2009）通过对媒介研究中的“受众参与”理论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
分层”理论的整合，提出“受众分层参与”观点，致力于借助社会学的分层视角
展现一种对受众民主参与的研究，为受众分析提供一条更为细化的、冷静的判断
路径，并探讨其在媒介发展、在社会进步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受众研究也受到西方受众理论的影响，对国外受众理论国内学者也积
极进行解读引进再探索，如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孔令
华,张敏,2005），生产性受众观把受众和传者放在同一个平行位置，双方都是意
义的生产者，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受
众的行为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
（李苓,2005）通过使用海
1

德的平衡理论 来探讨受众的兴趣与需求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媒介与受众的需求
关系以及媒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受众通过对信息使用来获得其需求的满足，
使传播者在把握受众漂浮不定的兴趣需求方面变得比较有规律可循；早在 1985
年，麦考姆斯和韦弗曾提出，将议程设置和使用与满足学说协同起来，构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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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类似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三元闭包

综合了受众中心和媒介中心的新取向，
（陈燕华,2006）认为这才是比较全面、科
学的受众研究取向；
（刘友芝,2006）尝试在霍尔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
其编码解码理论模式进行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以期对现实的受众解码方式进行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合乎逻辑的探析；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布尔迪厄场域理论，
为网络时代的科学传播受众的特征作出了更经验主义的注解，
（黄时进,2008）使
用 该 理 论 分 析 了 网 络 受 众 的 时 代 特 征 ； Nicholas Abercrombie 和 Brian
Longhurst 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 Performance
Paradigm，又译为景观、表演范式或奇观、表演范式），（黄鑫,2013）以此范式
为理论依据来分析互联网环境下受众新的变化；
（刘海龙,2008）说明中国的受众
研究并不是在舶来的美国传播研究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党报群众路线、社会主
义民主观念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受众研究和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厚
的本土化特征，西方传播学不是主导了中国传播研究而是被整合进了中国的传播
研究之中。
总的来说，对于受众理论的探索，国内学者既积极借鉴国外传播受众理论，
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研究体系，伴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入，传播学、社会
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逐渐会被引入到受众研究领域，受
众理论体系将继续丰富完善。
3.5 网络受众分析

90 年代中国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使得网络受众越来越多，不同于传统的
新闻媒介，网络没有地域时间限制，具有快速、多元、匿名等特性。2000 年开始
出现了对网络受众的大规模研究，学者通过对大量的有关网络受众的调查数据的
研究，发现网络受众呈现大众化趋势，其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常用工具
是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对网络广告的认可程度在不断提高，并发现开展电子商
务的时机日趋成熟，同时网络受众对黄色信息存在猎奇心理，网络受众浏览的网
站日趋集中，网络受众的注意力呈现“马太效应”（匡文波,2001）；网络环境产
生了新的传播媒介，受众和新媒体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张海鹰,2001），网络的
利与弊也开始受到学者重视，开始探索网络传播对受众的负面影响（张楠,2001），
如网络传播的非理性、无序等。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学者对受众的传受地位也展
开了分析（张楠,2003），认为网络时代受众即有被动接受信息的形态，同时也是

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
（朱金平,2003）对受众出现的这种逆向传播进行了探讨，
探析了这种现象的形成原理、表现形式、以及媒体如何调整与受众的关系。受众
的身份定位、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和需求意向等方面都发
生了变化，
（曹小英,2004）认为这些变化对网络媒体的发展既有正性的一面，也
有负性的一面。造成其负性影响的因素不仅有来自网络机制方面的，也有来自网
络受众自身方面的，因而加强受众群体网络素质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网
络时代带来了不同载体信息的传播形式，图片是其中之一，读图时代的来临，不
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型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
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刘波,2005;李培林,2006;谢昌
军,2007）就读图时代的受众心理和阅读取向进行了探索；（刘昊,2005）结合网
络受众特点和互联网的特性，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策略，认为做好网络新闻传播
工作，应从突出网络新闻的个性化、主动避开网络新闻与网民间障碍、充分发挥
互动的作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入手。关于网络受众分析的研究还
有很多，如（蔡骐,谢莹,2008）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受众分析，
（陈红莲,2010）对
网络流行语的受众心理的分析等等。
（胡瑛,2008）认为网络时代的受众，尤其是
粉丝文化已经超越了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简单对立。
以互联网和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及对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
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新媒体的出现及影响是全面而彻底的，它不仅影响了我们
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更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产生深
远的影响。
（王怀春,2009）认为个体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关系，从传
统媒介时代进入新媒介时代，个体与媒介的关系正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个体
对媒介的精神性依赖进一步加强，实用性依赖日渐突出，二者的结合使得新媒介
对个体的控制愈加有力而隐蔽。这与新媒介自身的属性密切相关。我们只有加强
媒介素养教育，使个体能够理性地认识和面对新媒介，才能形成健康、合理的媒
介关系。手机出版的出现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以其独特的传播方
式，吸引着传统媒介的受众，于是也出现了关于移动受众的研究，如手机 App 的
受众研究（肖飞,2013）。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手机视频受众
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马持节,2007）。
博客作为 Web2.0 的主要媒介之一，在 2005 年国内各大主流网络门户之间的

竞争中得到网民的热烈追捧，给传媒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彭兰,2007）从博客
传播中的传播者、受众和传播渠道这三个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入手，展开分析，认
为博客虽然有分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平等，在博客世界同样存在权
力的不平衡关系。社交网站作为另一个主要的媒介平台，（詹恂,古玉立,2008）
调查了我国校园 SNS 受众的社会结构特征、媒介接触情况、媒介使用偏好和媒介
使用满意程度，结果显示了我国校园 SNS 受众的一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证明寻
求网络认同依然是 SNS 媒介使用的首要功能，人际交往并没有现实回归。
2010 年伴随着国内微博的兴起，微博受众的研究也开始涌现，微博就是微
型博客，每次发布消息有字符数量限制。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即时聊天工
具等多种途径随时随地向网站发布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同时可以实时跟帖
及转发某些用户发布的信息。微博的出现满足了信息加速传播和简单易得的需求，
并且受众的选择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了空前的保障（何瑶,陈晓
芝,2010;胡会娜,李杰,2010）。微博在受众地位改变、受众话语权扩展、受众使
用体验突破以及受众社交网络拓展方面具有长处，同时微博也存在吞噬受众时间、
信息内容深度缺失、信息质量良莠不齐、话语权暗藏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蔡骐,
黄瑶瑛,2011）。微博以及后来出现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从传播模式到传播内容都与
传统媒体有较大的不同，社交媒体加剧了受众的媒介依赖，造成受众的碎片化生
存（曹雁,2011）和粉丝型受众（蔡骐,2011）。总的来说，微博和微信作为新媒
体平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微博受众的使用心理（李妍,2013）、微信
公众平台的受众研究（程澄,2014;李燕飞,2014）等等。然而对其研究范围并不
局限于传播与出版领域，在信息科学中使用社会网络技术分析与挖掘微博平台用
户的行为模式、进行信息推荐、发现兴趣社区等研究十分常见，这也反映出目前
受众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向，即由受众研究转向用户研究。
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孕育了草根文化和草根明星。
从受众心理分析的维度，草根明星在广大受众中迅速走红的原因分为受众的主动
心理选择和媒体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两个层面。对于受众来说，对草根明星的追捧
是一种逃避性的代偿行为，为其提供了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途径。草根文化来
源于阶层区隔，草根明星和普通受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草根明星扮演着这个
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是广大受众乐于接受的自我满足的意识形态神话。同

时，广大受众对于草根明星的关注和持续喜爱与草根明星在成名前媒体的推手作
用和成名后媒体的后续包装和制造的新噱头是分不开的。
（宋辰婷,2013）认为草
根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来源于阶层区隔，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阶层
文化。
另一方面，虽然在网络时代，草根文化盛行，受众的地位实现了更大程度的
逆转，但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杨慧琼,2005）认为在媒介议程设置
效果的作用下，网络媒介的交互性、提供给受众的信息选择的主动性、发表意见
的自由、超文本超链接等特点，使得网络受众与媒体的价值倾向高度一致，更能
帮助和体现媒介的强大传播效果，说明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在重大事件上没有任何
实质性的改变，也说明了在根本上网络受众的被动地位没有改变。但由于其以马
加爵事件来论证，该事件主要受国家司法部门掌控议程，网络受众和媒介议程高
度一致的态度也可以理解。
（乐程,2005）总结了网络时代受众概念逐渐模糊，传
者和受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受众的主体意识、理性逐渐增强，受众的本位意识崛
起已经影响到了网络传媒的导向。
关于网络受众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关于网络舆情中受众的研究，网络谣言泛
滥于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在现实矛盾中滋生的情绪和心理，转移到被热
议的话题中，而不在乎这个话题本身是否真实，此时的话题只是发表言论和抒发
情感的借题。受众的同情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等多
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状态，推动着谣言从发布、轻信、增添、扩散到成为焦点，这
既促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整个传播过程，又体现了网络谣言生成的受众心理过程。
因此，（黄卫星,康国卿,2011）认为要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就必须对网络传播
主体和受众进行规范和教育引导，并且政府和有关媒介也要负起管制和监督的责
任，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完善网络谣言管理的机制。
3.6 传统受众分析研究

虽然媒介与受众已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吴美娜,项国雄,2005），但这并不意
味着传统的受众研究失去了意义，在网络媒介环境下，对传统报纸、广播、电视
等 传 统 媒 体 的 调 查 研 究 仍不 少 （ 陈 亚 栋 ,2001;华 音,2001;刘 影,2001;陈 学
良,2001）。这些研究大部分以改善受众需求为中心，探索如何提高受众的关注度
以及传播效果，以应对网络媒介的冲击。受众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尤其是网络

时代，为了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扩大传媒影响，受众注意力的研究与开发也受
到学者关注（喻国明,2000;杨群,2002）。进入 21 世纪，娱乐节目已经经历了数
次形态和内容的变迁，
《正大综艺》早已风光不在，
《梦想剧场》、
《非常 6+1》、
《幸
运 52》、
《爸爸去哪儿》等节目逐渐占据娱乐节目鳌头，
“全民娱乐”，
“全民作秀”
已经成为当今电视媒体追逐的目标。传统的受众研究很多是基于某一档节目、报
纸、电影、事件等的受众解读，如从基模理论看《大话西游》（沈浩,2002）、从
《东方时空》节目解读新闻受众观念的变化（贺宇,于红梅,2002）、《中国新闻》
海外受众收视状况调查、青年受众眼中的《焦点访谈》（邹宇春,风笑天,2002）、
《Nature》杂志的受众本位探讨、
《幸运 52》的受众心理研究、
《读者·乡村版》
的受众分析、超级女声的受众解读实证研究（王辰瑶,2005）、《仙剑奇侠传》的
受众分析（田丽丽,2006）、华南虎事件的受众心理分析(陈效,2008)、
《中国好声
音》受众需求的满足研究（周莉,2012;孙妍峰,张芊,2012,王丽娜,2013）等等。
与《中国好声音》同类型的节目《我是歌手》等也引起了音乐选秀节目的收视热
潮，在近两年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该类型节目的受众解读，包括《爸爸去哪儿》
（李
凌,2014）、
《汉字英雄》
（李敏,2014）、
《最强大脑》
（李芳,邵成武,2014）、
《快乐
大本营》《天天向上》（刘娟,2010）以及电视相亲节目的受众分析（廖圣清,申
琦,2010），这些媒体活动型节目的兴起不是偶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媒体
大型活动的勃兴正是在传媒互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受众参与媒体日益深入的必
然结果。
在对传统媒体受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大部分使用已成熟的理论进
行定性的解读，更多的是使用社会调查法进行定量分析。如从使用与满足视角描
述 与 解 释 我 国 中 部 农 村 受 众 电 视 收 看 的 动 机 及 其 潜 在 机 制 （ 强 月 新,张 明
新,2007）、北京电影及电视观众基本情况调查分析（黄会林,俞虹,韩培,陈可
红,2004）、使用信息行为论研究受众（崔保国，2000）、受众媒体接触习惯、农
村受众调查、都市观众对电视节目偏好的调查等。（杨洸,陈怀林,2005）采用大
规模的受众抽样调查，以量化分析的方法探索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对珠海市形
象的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解释人们的城市形象观念形成时，“媒体内
容的关注度”和“媒体的可信度”是比“媒体使用时间”更具影响力的变量。在
检验了非典型的涵化模式和一系列的研究假设之后，发现人们的第一级城市形象

观念（外在、具体形象）和他们的第二级城市形象观念（内在、总体形象）关系
紧密。传统媒体受众调研关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调查比较多，而在城市，新媒体
已经占据了受众大部分的接触空间；
（张志安,沈菲,2014）通过全国 31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 37279 个样本的统计分析，试图整体描绘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受众的整体特征包括：媒体选择
以电视为主，网络、报纸、广播、杂志为辅。使用动机以信息娱乐为主，创造表
达意愿不强，期待媒体维护正义、解决问题，信任传统媒体多于网络媒体。此外，
我国受众媒体使用和认知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
当然对受众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受众细分，如老年人的媒介使用行为（陈崇
山,2000）、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调查（张国良,江潇,2000）、乌鲁木齐地区第二
次多民族受众调查（韩强,2000）、江西农村不同受众群体接触媒介状况调查（叶
伏华,2001）、上海受众对报纸的认知与评价（谢静,2001）、博物馆观众娱乐性需
求的认识与博物馆娱乐功能的确立（项隆元,陈建江,2002）、老年观众的特点与
节目定位（彭勃,王小斌,2002）、台湾受众使用媒介的情况（张毓麟,2002）、中
国历史电视剧的受众心理分析（谢欢,2004）等等。从受众的年龄、所在地区及
场所、接触的媒介及内容等维度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受众解读。
受众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了解受众的需求并予以满足，从而促进传媒业的
发展与进步。传统受众研究中有很多针对受众心理、需求进行节目传播策略的研
究，如何挖掘受众需求，如何赢得受众，梳理正确的受众观，坚持受众本位等。
（杨文全,2003）通过分析新闻标题使用的修辞手法，来分析新闻对受众心理的
观照；（郭平保,2003）探讨了新闻监督报道存在的问题以及受众不满意的原因；
通过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对网站进行重新编排（陈霞,2001）；（许亚丹,徐有
智,2002）探讨了信息化科技传播对受众需求变化的满足情况；（高钢,2003）总
结了受众对新闻标题的第一依赖、对重大新闻的滚动需求、对深度报道需求的延
伸以受众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时空约束的自由性。
4 受众研究发展趋势

新闻出版与传播领域中，媒介新闻事件、社会舆情事件、节目热潮等将一直
持续发展演变下去，受众对这些媒介事件的态度、行为也将一直存在并具有各自
的特征，因此媒介环境的变化，将导致关于受众中心论、受众地位的探索与思考

一直持续，对媒介事件中受众的需求、心理、行为等将一直是受众分析研究的基
本内容。尤其是网络环境所催生的各种网络文化，如网络流行语、标题党、网络
红人、草根文化等现象将层出不穷，会受到学者的持续解读。媒介融合对于传统
媒体来说是正在经历的一场革命，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分流了传统媒
体中年轻化且购买力较强的人群，但是从远期市场开发和受众培育来看，传统媒
体也拥有更多的潜在受众，经过市场细分过的受众，让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过程
中更加专注满足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分众化”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将得到进一
步满足（马玉宁,2013）。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遵循一对多的单向传播路径已经难以满足媒介融合时
代下的受众需求。大众媒介产品生产正经历着由“广”向“窄”的战略性收缩。
由传统媒体时代的“传者中心”转向“受者中心”的受众观念。与大众媒介相适
应的传播策略也由面向群体的“集群化”传播转向“分众化”传播，尤其表现在
内容生产方面，要求以更优的节目生产面向更精确的受众细分，在受众的产品使
用和用户体验上赢得先机，从而在受众中树立品牌和良好的口碑，增加媒介产品
的重复消费。
在新媒体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参与式文化体
系（蔡骐,黄瑶瑛,2011），受众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周迎,2014）和碎片化趋（杜
松源,吴景海,张合斌,2014）。一种新型的传播关系正在孕育并改变着我们对出版
传播关系的传统认识。它突破了“传者中心”与“受众本位“旧有观念：一方面
要求扬弃传统意义上的传者，打破了作者的权威，分化了出版主体；另一方面，
“受众”这一传统概念开始被改造，由被动变为主动，群体化的受众开始转变为
个性化的受者。这种新型关系要求数字时代的出版应该更为关注作为主体的人自
身的需要，其终极指向应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李欣人,段婷婷,2009）。
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用户在信息的选择上都处于主动的地位，传播者和
受众的界限越发模糊，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研究中缺乏新的理论或学说支持，受众
研究应探寻适合新媒体的研究路径，一种新的网络用户为中心的传播生态正在形
成（康彬,2011）。所以在这个传受者关系已经相当模糊的新媒体时代，怎样做它
的受众研究应该成为学者们深入思考的一大问题。新媒体的崛起与媒体融合的推
进改变了传媒业态，也促使新闻编辑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任务，从面向“受

众”到面对“用户”（蔡雯,2011;姜圣瑜,2011）。
受众，是传播学上的概念，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构成一条完整的传播链；
用户，则是营销学上的概念，指某一种技术、产品、服务的使用者，或被服务的
一方。用户是具体的、主动地，而受众则是模糊的、被动的。我们所处的媒介时
代，正在经历着由信息网络、社会网络到网络社会的过渡。信息网络代表着社会
的信息化，信息流动加速，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容易；社会网络，则将人的行为习
惯移植到网络之中，产生了诸如社交、购物、众包、众筹等的新的社会活动模式；
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社会的网络化，其特征是网络化的生活方式重构了线下的生
活方式，并且线上与线下的生活方式也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这一宏观变化为
传统的受众概念提出了挑战。传统受众概念以信息的接收为核心。互联网技术改
变了受众的信息方式，这里的信息方式指的不只是接收或者生产信息，而是包括
信息的生产、接收、再生产所延伸出来的复杂的社会活动。
互联网让社会生活转移到了虚拟空间，又使虚拟空间的行为习惯颠覆线下生
活习惯。这意味着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和“选择者”，而是利用信息
完成自身活动的社会个体。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是完成所有活动的工具，却并不能
代替一个复杂的活动本身。作为媒介信息接收者的“受众”概念在这样的语境下
已经不能涵盖所有互联网的使用者了。“用户”作为技术使用者这一术语则更适
用于描述这一概念。因此，由受众研究转向用户研究是大势所趋。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受众研究在测量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时主要针对随机样
本或固定样本进行，样本量有限，调查方式以入户面访、电话访问、日记卡回收
等人工测量为主。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
展，各类智能化手持电子设备逐渐推广普及，智能设备的电子访问记录成为受众
研究测量数据的主要来源。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借鉴和创新，如使用基于
Rough Set 理论和遗传算法的受众分类规则挖掘模型来对网络注册的受众进行分
类挖掘（朱李莉,卢冰原,彭扬,2005）；针对校园网信息传播及其监控的有效性问
题，设计并实现基于 Web 日志分析的校园网受众分析系统，通过挖掘 Web 日志中
的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综合，得到特定信息在特定时期内的传播范围及
其用户分布情况；应用关联规则挖掘研究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何跃,郭辉,2007）；
使用技术接收模型研究移动出版服务受众采纳的行为模式（刘鲁川,孙凯,2011）；

使用 Google 关键词指数研究俄语受众对中国的兴趣指向（罗兵,2013）；使用百
度热搜词分析我国受众网络新闻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倾向（王小新,2013）等等。
这些研究方法大部分借鉴了信息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在网络环境下
有很多网络信息统计分析工具来帮助进行网络受众的分析研究。
随着网络受众越来越多，相关的媒体数据积累也越来越多，传统的受众分析
方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网络环境下的受众分析。
（曹刚,2013）总结了大数据背景
下受众研究面临的挑战：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海量数据，给数据分析带来困难；
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高维数据，传统统计方法难以应对；受众测量数据量非常大，
而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却很少。同时伴随着受众分析转向用户研究，用户行为科学
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将逐渐成为受众分析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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