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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现有的关于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很少探讨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给健

康信息用户搜寻行为带来的巨大改变。回顾和分析国外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研究的相关文献，旨
在总结其研究方法及研究主题，为相关专业人员和机构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采用文献调研方法，对
近几年国外学者关于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的研究进行综述和分析。［结果 / 结论］揭示已有研究中
社交媒体用户健康话题讨论的特征，厘清社交媒体在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探讨社交媒
体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健康信息搜寻的优势和潜在风险，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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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线搜寻健康信息的趋势日益显著，社交媒体已成为交流健康信息
和意见的重要线上平台。社交媒体用户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引起了国外研究者、患者、医疗从业
人员、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各界的关注。本文梳理和总结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相关研
究，探讨社交媒体用户搜寻健康信息的综合模式，就社交媒体健康信息利用与管理提出建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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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医院、医疗从业人员、健康信息专业人员和机构、相关政府部门等提供参考，从而促进线上
健康信息融合，及时有效地为健康信息用户提供社会支持。

1

国外社交媒体健康信息搜寻研究概况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的定义，
健康信息指一般健康、药物和补品、特殊人群、遗传学、环境健康与毒理学、临床试验和生物
医学等方面的文献与信息［1］。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AMIA）进一步将“健康信息用户”定义为：搜寻有关保健、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各种健康状
况管理及慢性病等信息的人［2］。Patrick 等人指出，
“用户健康信息”是让个人能够理解其健康
状况，并为自己和家人做出健康决定的信息，包括个人和社区健康的促进和加强、私人护理、
分享（专家 - 患者）决策、患者教育、患者信息和康复、健康教育、对医疗保健系统的使用、
对保险或医疗提供者的选择［2］。Niederdeppe 将“健康信息搜寻”定义为：使用非常规媒体进
行关于某个健康主题的人际交流，如健康医疗节目的浏览行为、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互联网上的
健康主题、向朋友或家庭成员提出与健康有关的特定问题以及正常流程以外的医生谈话等［3］。
随着互联网用户群体的壮大，在线搜寻健康信息的用户数量也日益增大。美国健康信息用
户的比例 2001 年为 15.9％，2007 年大幅上升至 31.1％，2010 年达到 32.6％［4］。2015 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苏格兰有 68.4％的患者曾利用过在线健康信息［5］。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对特定疾病
和医疗问题的关注主导了美国人的在线查询，16 个主要的健康话题涵盖了各种具体疾病、健康
饮食和医疗保险［6］。Tu 总结了用户搜寻健康信息的三类主要信息源——互联网、出版物（图
书、杂志、报纸）和其他人（朋友、亲戚），其中，在互联网上搜寻健康信息的比例从 2001 年到
2010 年持续增长，互联网已经成为用户搜寻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4］。由此可见，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在用户的在线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健康信息的需求不仅包括具有特定健康状况的个人和家人朋友，也有关心公共卫生问题的人
群

［7］

。因此，健康信息用户不仅包括患者，也包括更广泛的用户群体。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的

调查结果显示，在线健康信息搜索用户中，16％的用户试图找到有相同健康问题的其他人；30％
的用户咨询过医护提供者的评级和评价；26％的用户浏览过其他人对治疗方案或药物的体验［8］。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评论一直是用户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
用户健康信息领域一直在迅速发展，人们获取健康信息和参与医疗决策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将患者、家庭、看护、医者设置为用户，共同发布健康信息，可以优化决策并最终形成更优质的
公共卫生环境［9］。由于互联网上的健康信息公开，用户倾向于从专业的医疗网站上搜寻健康信
息，然后在在线健康社区分享。Deering 和 Harris 分析了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的三个主要目的：个
人保健、治疗和公共卫生［10］。健康信息搜寻和普通信息浏览不同，它是有目的地积极地搜寻特
定健康信息，超越了普通的信息浏览和揭示模式，并利用了人际关系资源［11］。
社交媒体为大众、患者及亲属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获取来自其他用户的帮助和建议的平台。与此
同时，通过从社交媒体平台获取信息并分享经验，健康信息用户也能做出自己的贡献。相比传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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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检索信息，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量更多，也让人们更有效地找到有用信息。实际上，社交媒
体已成为交流健康信息和意见的重要线上平台。现有的研究显示，健康信息用户会在不同的社交媒体
平台搜寻健康信息，因此有必要对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2

国外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的主要研究方法和主题

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研究都通过数据搜集、分析得出结论。其中，一部分研究使用
定性数据收集方法，包括调查问卷［12］［13］［14］［15］［16］［17］［18］［19］［20］、焦点小组讨论［21］［22］ 以及
访谈［23］，还有一部分研究采用定量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直接从社交媒体平台收集数
据［24］［25］［26］［27］［28］［29］［30］［31］。部分研究重点关注特定地理位置的用户，例如，Benetoli 等描述
了澳大利亚 Facebook 平台上的健康信息用户行为［23］，而 Kishimoto 和 Fukushima 研究了日本用户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毒品信息［20］。
从研究主题来看，很多已有的研究专注于一个具体的健康问题。其中，关于糖尿病的讨论
最多

［12］［24］［28］
［29］

，其他健康主题包括：心理健康［22］［32］、药品信息［20］［23］、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12］、水痘［12］、注意力缺陷 / 多动症（ADHD）［24］、乳腺癌［24］、减肥［24］、儿童健康［24］、
心脏病［24］、多发性硬化症（MS）［24］、疼痛管理［24］、两性健康［24］、宫颈癌［25］、吸烟［27］、妊
娠［14］、饮食禁忌［15］、癌症［27］、农药残留［16］、肥胖［30］和抑郁症［31］。其他文献则研究了社交
媒体中普遍的健康问题。
社交媒体包括社交网站、博客、微博、在线社区、交流论坛等不同在线平台。在用户健康
信息搜寻的相关研究中，对社交媒体平台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四类：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 社 交 问 答 论 坛（social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forums，Q&A）、 在 线 社 区（online
communities）、 交 流 论 坛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以 上 四 类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分 别 注 重 不 同 的
功能。社交网站倾向于社交功能；社交问答论坛则专注于提问与回答；在线社区既有社交功
能，又能够提供问答机制；交流论坛更注重信息分享。现有研究中，对社交网站的调研最为普
遍［14］［17］［22］［23］［30］，其次是社交问答论坛（Q&A）［18］［25］［28］［29］、在线社区［24］［26］［27］、交流
论坛［13］［31］。相对来说，Facebook 和雅虎问答（Yahoo!Answer）是被研究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
2.1

社交媒体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广泛出现

由于社交媒体上健康信息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其中，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
上搜寻健康信息。根据 2012 年 9 月全美电话调查，8％的互联网用户在线发布了与健康相关
的问题或分享他们的个人健康经验；在这些参与者中，40％的用户在线分享他们的个人健康经
历，19％的用户询问具体的健康问题，38％两者都有［33］。Thackeray 等人的研究证明，人们确
实利用社交媒体搜寻健康信息；在 1745 名成年受访者中，41.15％的人查询过医院排名或评价，
其中 31.58％的人因为健康问题使用社交网站，9.91％的人发表过评论，15.19％的用户发表了
评论、提问或信息；此外，这项研究发现患有慢性病的人查询在线排名的概率会翻倍［19］。
Prybutok 和 Ryan 调查了 18 岁至 30 岁的大学生在哪里搜寻健康信息，32.7％的受访者指定
了社交媒体网站；作者认为社交媒体在此年龄段的人群中，已经成为丰富且有效的医疗信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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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1］。当涉及饮食禁忌的具体问题时，社交媒体包括微博、论坛、博客、社交网站和 YouTube，
都被受访者列为搜寻信息的补充渠道［15］。Rasmussen-Pennington 等发现，在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受
访者中，最受欢迎的搜寻心理健康信息的网站是 YouTube、FMyLife（常称为 FML）和 Facebook［22］。
在药物信息方面，51.0％（2478/4861）的日本用户称在社交媒体网站中获得了药物信息［20］。受
访者认为 Yahoo！Chiebukuro（日本雅虎问答）是最常用的药物在线信息资源平台。除了获取来
自在线病友的信息，Van de Belt 等人的调查显示，25.4％的荷兰人愿意在社交媒体咨询他们的医
生，21.2％的荷兰人愿意使用网络摄像头与他们的医生沟通［17］。
2.2

社交媒体中出现的健康信息主题

互联网上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允许、鼓励、引导用户参与健康信息的交流［34］，用户使用社交媒
体的动机已经从健康管理延伸到情感支持。在 Facebook 上，用户提问最多的药品问题是药物副作
用、治疗方案的具体条件、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23］。H.Park 和 M.S.Park 调研了在线社区关于癌
症的健康信息，结果显示，71.4％的帖子与医疗主题有关［27］。通过对问答论坛日志的编码分析，
Zhang 和 Zhao 确定了 12 个糖尿病主要议题［29］。在后续研究中，Zhang 等人通过跨类别分析发现了
特定糖尿病症状与特定身体部位、诊断和相应药物之间的联系［28］。Liang 和 Scammon 通过一个在
线肥胖支持小组，观察到社交焦虑和自我支持是肥胖患者讨论的主要话题［30］。由于身心受挫，抑
郁的人们会从在线肥胖支持小组中寻找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人，从而获取信息、建议和意见［31］。
2.3

利用社交媒体搜寻健康信息的优势

2.3.1 从病友那里获得健康信息
不同于传统的信息搜索，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仅可以访问有关的健康信息，也可以访问
其他用户。Prybutok 和 Ryan 的研究显示，受访者之所以使用社交媒体资源搜寻健康信息，
“因为
很多人（其他用户）和我有同样的问题，或网站上的另一位用户已经问了同样的问题，且该问题
最好的答案已经给出”［21］。
患有慢性病的人和他们的照顾者尤其会寻找在线病友咨询［35］。搜索在线病友信息，是一种
通过结合和分享来追求健康知识的新方式。从患者和护理人员那里得到的实用技巧对临床结果具
有深远的影响。Naslund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线病友的支持可能为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重要机
会，从而增强治疗效果［32］。在 Rasmussen-Pennington 等人的研究中，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网站
上关于心理疾病的讨论形象而具体地描述了参与者的症状和情境，因此，Rasmussen-Pennington
等人认为，拥有现实经验的用户评论和社交媒体讨论，为有类似症状的人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
息［22］。Liang 和 Scammon 认为，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个人经历，是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寻找支持，通过从其他用户那里获取健康信息，社交网站用户也能够成为“信息精英”，
从支持寻找者转变为支持提供者［30］。
2.3.2 从社交媒体获得社会和情感支持
社交媒体能从病友的反馈、外行用户的资料中引发情感共鸣［36］。在线信息搜寻领域有一个
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用户倾向于从网站或在线虚拟社区寻求帮助？Westbrook 和 Zhang 通过众包
问答论坛（crowd-sourced question-and-answer forums）的数据，总结了答案的五种类型：情感支
持、个人故事、建议、解释和事实［25］。Zhang 和 Yang 提取了在线健康社区出现的五种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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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社会支持、要求社会支持、获得社会支持、其他活动和不相关内容［26］。Worrall 和 Oh 的研究
结果显示，在社交问答论坛设置中，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是重要的评价标准［18］。用户会重点考
量他们在平台上获得的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社区支持。关于社交网站设置，Liang 和 Scammon
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的研究表明，健康社交网站的互动模式，提供了让用户感同身受的健
康信息交流，让用户获得信息和情感支持［30］。
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是评价社交媒体设置、健康信息优势的最重要
的指标。有文献表明，存在尴尬、社交障碍、毁容、肥胖或心理健康问题的用户，更渴望在社
交媒体中寻求帮助［20］［22］。情感共鸣通过社交媒体得到了有效利用，用户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真
实面貌的前提下，在虚拟社区中得到帮助［36］。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在情感上是中立的，但其促
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自我疏导和社会支持。Price 等证明了患者感知到的情感共鸣
对健康有直接影响［37］。因此，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是为用户提供关怀和帮助的重要因素。
2.4

利用社交媒体搜寻健康信息的风险

虽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健康信息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是开放共享的信息源，但信息的质量
和权威性经常成为人们的顾虑。相比互联网（6.0/10）、家人和朋友（5.9/10），通过社交媒体检
索信息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信息来源（3.8/10）［17］。Rutsaert 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可靠性
是用户将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渠道的主要障碍，比如，Facebook 和 Twitter 是各类信息渠道中可信
度最低的（分别为 2.92/7 和 3.12/7），而维基百科的声誉较好（5.27/7）［16］。与之相对，Cole 等人
认为，三个在线论坛的健康信息质量相对较好，只有很小比例的信息被认为是不真实的（4/79）；
这项研究声称，在线论坛确实能够产生可以信赖的健康信息［13］。

3

相关研究的思考及启示

基于以上对相关研究的回顾，笔者提出几点关于改进社交媒体健康信息利用与管理的思路和
建议，以期对信息专业人员、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政府部门、相关专业机构、社交媒体用户和社
交媒体平台有所启发。
3.1

善加利用社交媒体健康信息

社交媒体中的健康信息蕴含巨大价值。从社交媒体中搜寻健康相关信息，就像在互联网上使
用搜索引擎一样普及。社交媒体用户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已经引起了国外研究者、患者、医疗从
业人员、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各界的极大关注。
对健康信息用户而言，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虽然有健康问题的成年人仍在
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和线下资源，但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也意识到社交
媒体的健康信息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随着各类社交媒体应用的出现，用户正进一步受益于点
对点的医疗护理和在线健康社区。除了针对某些疾病的信息，用户还能够搜寻关于特定药物、治疗
方案、医生、医护提供者、医院或医疗设施的在线评论。那些评价和评论是根据先前用户的真实经
历产生的，所以真正帮助患者做出明智决定的，是其他用户的真实想法和观点，而不是广告。
对信息专业人员包括健康图书馆馆员和信息专员而言，社交媒体用户的健康信息需求与信息
112

张进，赵月华，谭荧 . 国外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研究：进展与启示［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19，1（1）：108-117.

利用是以往研究尚少且蕴含巨大价值的研究领域，那些尚未探索的健康主题尤其值得关注和进一
步研究。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用户不同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寻找健康信息的普
遍性，以及用户关注的健康话题，有助于启发健康图书馆馆员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在帮助用户
查询健康信息时，健康图书馆馆员可以引导用户选择适当的信息源，如关注用户健康的在线社区。
与此同时，健康图书馆馆员也有必要提醒用户使用不同社交媒体检索健康信息的特点与风险。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提出了有关公共卫生问题的信息需求。相关专业
部门对传染病进行预警预报和社交媒体上的舆情监测，能够提高公众通过社交媒体搜寻健康信息
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在未来，来自多方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医疗机构工作
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生、对健康信息有兴趣的个人）共同合作，也许能够为提高社交媒体健
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重要的支持。
3.2

建立适应社交媒体的用户隐私保护机制

现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中很多健康主题都拥有充足而丰富的信息量。随着社交媒体中的用
户生成内容越来越丰富，健康信息分享变得更民主并以患者为主导，激励着用户群体交换他们需
要的健康信息，从而产生为患者、用户量身定制的信息［38］。人们通过分享自身的健康问题，帮
助没有经验的人们了解健康状况。然而，在经验分享过程中，用户的个人信息也在不同程度上被
披露。因此，制定政策法规的政府部门应当建立有效的适应社交媒体环境的用户隐私保护机制。
3.3

相关专业部门把好信息质量关

虽然社交媒体可以整合大量的优质健康信息源，但搜寻社交媒体中的健康信息对用户来说
可能仍是一个博弈。社交媒体关于健康信息的困境在于，尽管用户生成内容是找到丰富实践经
验的理想选择，但信息的质量和权威性可能抑制其有用性。两项研究显示，用户对社交媒体中
健康信息的信任度较低［16］［17］。在健康信息可靠性方面，用户认为互联网（6.0/10）比社交媒体
（3.8/10）资源更可靠。因此，针对对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健康信息的权威性的质疑，相关专业
部门需帮助用户分辨正确的信息来源。为了做好网络健康信息把关工作和保证网络健康信息的质
量，笔者建议相关专业部门（包括国家卫生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卫生部门、专业卫生组织和协会
等）积极在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官方账号，定期发布公共卫生问题的权威研究结果，尤其是
在大规模疫情出现时发挥有效的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控功能。
3.4

社交媒体用户应组建主题群组

社交媒体用户不仅能够在平台上搜寻健康信息，并且能够自发地组建和参与健康话题群组。
对于刚确诊患有某种疾病的用户来说，社交媒体上的资源正是早前患有这种疾病的用户所提供
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工作”已经有前辈做过了［39］。在线健康小组不仅能够为用户提供健
康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社会支持和情感共鸣。另外，社交网站的互动环境使用户能够找到更多
个性化帮助。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的健康主题，用户的信息需求也各不相同。关于一般癌症，最
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治疗；关于宫颈癌，提及更多的是预防；涉及糖尿病，营养信息占主导地位；
肥胖话题更多地关注社交焦虑；抑郁症患者最明显的信息需求是如何抵抗抑郁。因此，社交媒体
用户应该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建立相应的特殊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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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应有所担当

有研究指出，在线点对点的交流正在影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面对症状和寻求康复疗法的
方式，然而，来自陌生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建议也存在潜在风险［32］。参与社交媒体讨论的不仅仅
有个人用户，医疗产品 / 药物制造商和零售商也在积极参与，这也成为社交媒体中健康信息可靠
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一些产品制造商在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产品评论造假。相
比其他媒体如报纸或电视上显而易见的广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广告往往较为隐蔽，让用户不易
识别。用户依赖社交媒体中的虚假信息，可能会对健康状况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为了有效防止
此类风险，社交媒体平台一方面应当提示用户认清虚假用户和虚假评论的存在，另一方面应当提
出有效的系统机制来帮助用户区分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
此外，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其平台特点，能够为用户提供不同的
内容，因此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问答社区（如雅虎问答）适用于提供知识性的问题解
答；社交网络类平台（如 Facebook）更加适用于用户分享自身经验和交流病情；消息类平台（如
Twitter）能够成为权威机构发布消息和监督舆情的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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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Previous research on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rarely discussed how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changes consumers’ behavior. This study reviews
previous foreign literature regarding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on social media.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s and institutions concerned wi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opics that appeared in the foreign research on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Method/process］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examin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foreign scholar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focusing on consumers’ heal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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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on social media. ［Result/conclus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related topics that social media
users discussed are revealed, and the role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re explored. In addition, we also discuss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and risks of adopting health
information from social media,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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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ﬁcance］The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agencies are in a transition perio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how to change the current dilemma of innovative services with
a large quantity but poor qualit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ight path is to insist on their initial intentions
an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which is information services.［Method/process］Taking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s examples, after a network survey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ﬁnds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information service projects but there are very few types of them, and the
value of data is not fully demonstrated.［Result/conclu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ubdivide
users’ needs and build a new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driven by dat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agencies, including libraries, to deepen their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re competitiveness; Information services; Data-driven; New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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