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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博汽车用户画像 

1. 微博汽车兴趣用户画像 

基于目前微博活跃用户，我们通过对用户的关注关系、自定义标

签、原创博文、转发博文、评论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将与汽车相关

的特定用户定义为微博汽车兴趣用户。 

微博汽车兴趣用户目前增长迅速。2016 年新浪微博汽车兴趣用户

累计达 7,000 万。相较于去年的 3,100 万，涨幅达到 126%。购车意愿

用户和换车意愿用户数量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9%。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1.1 基本特征：85 后和 90 后多，主要来自北上广和江浙地区 

根据新浪全景大数据和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数据，我们对微

博上进行汽车有关话题讨论的用户在年龄、性别以及所在地域等维度

上进行了汽车兴趣用户基本特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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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层来看，微博汽车兴趣用户超过一半来自于 85 后和 90 后

的青年群体。其中，90 后用户（22-26 岁）的占比达到 32.2%，超越

85 后（27-31 岁）成为了占比最高的年龄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95 后和 00 后这一部分年轻一代的潜在消费群体也开始显示出对汽车

行业的关注。尤其是处于大学本科阶段的 95 后汽车兴趣用户（17-21

岁）的占比已高达 15.1%，仅次于 85 后群体（27-31 岁）。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讨论汽车相关话题的微博用户男女比例差距较大，其中男性占八

成；而女性用户则占比较低，仅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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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按照尼尔森的城市划分标准，分布在 A、B 类城市的微博汽车兴

趣用户占比超过总数的一半。其中，B 类城市的用户占比高达

33.9%，A 类城市的用户占比为 21.6%。分布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成

都四个主要城市的汽车兴趣用户占比略低于 A 类城市，为 17.5%。 

而从兴趣用户分布前十的省份来看，除了北上广地区以外，江浙

地区也有较多微博用户进行了汽车话题的讨论。尤其是位于江苏省的

汽车兴趣用户占比超过 6%，排名第三。此外，山东省的兴趣用户的

比例也达到 5%，仅次于浙江。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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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为偏好：对微博的依赖性较高，偏爱转发，且发布博文类型多

样 

结合汽车兴趣用户的年龄分布，这些年轻化的兴趣用户在微博上

的整体活跃时间较长。除了凌晨 1 点到早 7 点的睡眠时间，汽车兴趣

用户在其他时刻均显示出对微博较高的依赖性。这些用户在白天均保

持了一定的活跃度，其中 12 点的午餐时间是日间用户活跃度最高的时

段。而晚 8 点依然是黄金时间，汽车兴趣用户的活跃度从晚 8 点开始

有明显上升，并在晚间 10 点达到峰值，之后活跃度略微下降，但在夜

间 12 点也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对汽车兴趣用户微博博文内容按原创与转发分类之后，我们发现

用户不仅喜欢发布原创性的内容，更乐意转发博文扩散信息。此外，

汽车兴趣用户发布的博文类型多样，“图”“文”并茂且视频博文也

占据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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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微博汽车兴趣用户的原创博文中，生活相关的内容最多，其次是

汽车话题。除此之外，关于心灵鸡汤、体育、娱乐明星等话题的原创

博文也是汽车兴趣用户会自主发布的内容。 

对汽车兴趣用户关于汽车内容的原创博文做进一步分析，这些用

户较多地发表了关于新能源的博文，占比达 27.9%。其次，关于车型

讨论和品牌的相关动态也是兴趣用户愿意发布的内容。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相较于原创内容，汽车兴趣用户的转发微博占比超过一半。汽车

兴趣用户转发的账号类型涵盖丰富，不仅涉猎新闻、体育，还热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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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奇闻异事，幽默搞笑，休闲娱乐等类型的微博。其中，时事新闻

类账号占据转发的大头，用户们不仅关注主流新闻报道，如@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 和@思想聚焦，更关注国际化的时事趣闻，如@英国

报姐、@全球热门搜罗、@英国那些事、@这里是美国 等。此外，@

微博搞笑排行榜、@回忆专用小马甲、@当时我就震惊了 等微博幽默

搞笑类意见领袖也较为深入地渗透到汽车兴趣用户的生活中，这体现

了用户们不仅热衷于通过微博了解到国内外新闻事件，更需要借助微

博的平台得到娱乐和休闲。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诉求愈发强烈，汽

车兴趣用户们也积极投入其中，@全球健身中心 跻身车友转发账号前

30。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1.3 关注内容：汽车兴趣用户关注点除汽车以外，还具有娱乐化特征 

从汽车兴趣用户添加的标签来看，旅游依然是汽车兴趣用户添加

最多的标签。添加汽车标签的人占 4.9%，排名第二。其他热门标签还

有美食、视频音乐、星座和 IT 数码等休闲内容。与去年明显不同的

是，名人明星的标签进入兴趣用户添加的标签类别的第十位，且占比

达到 2.7%，仅次于搞笑幽默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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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汽车兴趣用户关注的明星账号中，@姚晨、@何炅、

@angelababy、@文章同學 排名靠前，超过 10%的兴趣用户都关注了

这四位。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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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户关注的汽车类账号看，企业账号@奥迪、@宝马中国、@

梅赛德斯-奔驰占据前三，分别有超过 2%用户对这三个豪华汽车标杆

品牌的官微感兴趣；@陈震同学、@跑车世界 和@38 号美系性能控 

三个汽车自媒体账号位居汽车类橙 V 榜单榜首，占比均超过 6%。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从微博汽车兴趣用户的汽车关注点来看，车型是汽车兴趣用户最

为重视的内容，有 12.6%的汽车兴趣用户表达了对于车型的关心，此

外，有 6.9%和 6.0%的用户表达了对设计和优惠的关心。值得一提的

是，相较于车型，设计，优惠等，汽车兴趣用户对于品牌的提及则较

少，在关键词中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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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做自己#在微博汽车兴趣用户关注的汽车类相关话题中排名第

一，该话题是由@爱卡汽车 发起的有奖转发活动。其他关注度排名靠

前的话题大部分为汽车资讯类信息分享的长期话题，如#二手车#和#汽

车改装资讯#等。此外，兴趣用户还显出对#北京车展#有关话题的关

注，该汽车话题的关注度排名第五。 

1.4 汽车兴趣用户热门搜索 

分析汽车兴趣用户对汽车相关词搜索量可以发现，科技、设计和

运动是搜索量最高的内容。其中，设计和运动不仅搜索量高，同时也

是汽车兴趣用户热衷于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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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基于汽车兴趣用户提及最多的关键词是车型，从车型的搜索量上

来看，以福特、本田和大众的车型居多。本田思域占据第一，紧随其

后的是福特福克斯和大众高尔夫。对于汽车品牌来说，豪华汽车品牌

奔驰、奥迪，宝马占据汽车用户搜索榜单前三，均有超过 5%的用户

针对这些品牌进行过搜索。值得一提的是，虽自主品牌日渐崛起，质

量和设计都有了较大提升，但汽车品牌搜索榜单前十并未出现自主品

牌，国产品牌车仍需在品牌建设和品牌渗透方向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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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2. 不同汽车人群画像  

2.1 不同生活阶段汽车兴趣用户画像 

汽车兴趣用户在不同的生活阶段表现出行为偏好和关注内容的差

异性，这种差异性影响到品牌方的目标受众分析和市场痛点挖掘，因

此，了解不同阶段人群的特点和属性对于品牌方的精准营销，把握先

机，制胜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不同生活阶段，我们将汽车兴趣用户划分为初入社会、新晋

之星和中坚力量三类人群。其中，初入社会人群主要为 90 后以及部分

95 后的年轻人，新晋之星多为 85 后人群，而中坚力量则主要由 80 后

以及部分 85 后人群构成。不同生活阶段的汽车兴趣用户展现出了不同

的用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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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对汽车兴趣更高，集中分布在广东等省份  

在初入社会、新晋之星、中坚力量三个不同生活阶段的汽车兴趣

人群中，关注汽车的男性要远高于女性。但相较于新晋之星和中坚力

量人群，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对汽车抱有更高的兴趣。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从地域来看，广东省占比最高，是三类人群的主要分布地区。江

浙、北京和山东等地区也是三大人群的集中分布地。相较来说，初入

社会和新晋之星多分布在江浙地区，而中坚力量则相对多地分布在北

京。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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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体育频道成首选，初入社会和新晋之星爱娱乐，中坚力量

爱财经 

不同生活阶段的汽车兴趣人群均偏爱新闻和体育频道，且中坚力

量人群对新闻和体育的偏好更高，分别占比 52.5%和 37.1%。此外，

初入社会和新晋之星偏好相似，更喜爱娱乐频道，其次是财经，汽车

频道紧随之后；而中坚力量对财经频道兴趣更浓，其次是汽车，娱乐

频道排名第五。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初入社会年轻人更重促销，新晋之星和中坚力量则更信品牌 

整体来看，不同生活阶段的人群对汽车的关注度均达到了 75%以

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兴趣关注点却有着微妙差别。初入社会的

人，青春年少，喜爱关注搞笑、影视、游戏等轻松娱乐话题；度过学

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适应期后，这些蜕变的职场新星们关注点则显得更

为丰富，兼有喜爱搞笑娱乐和关注媒体、互联网的特点；而更为成熟

的中坚力量们，因为有着较高的经济实力，更追求与生活的品质和体

验式的休闲放松，对旅游、数码等较为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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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进一步分析不同生活阶段人群对汽车的关注点，我们发现车型和

优惠是三类人群最为关注的方面。不同的是，初入社会的人群对促销

更为关注，是三个阶段中对价格最为敏感的群体；而新晋之星和中坚

力量则更看重品牌，中坚力量对设计有更高的关注度。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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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爱好汽车兴趣用户画像 

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厚，用户对于汽车的诉求更显多元化态

势，品牌方亟需更精细的市场细分和更精准的营销策略。细分的市场

下，关注外观、性能和乘驾体验的用户日趋增多，这些用户的用户特

征和行为偏好不尽相同。深刻洞察这三类人群，做好基于用户的产品

设计和营销策略更能在众多品牌中突围。 

不同兴趣爱好汽车人群均为男性主导，85 后和 90 后占大多数，

多集中在诸如广东等省份 

时尚达人、旅游达人和科技达人三大不同兴趣爱好汽车人群均为

男性主导。相较于其他达人，科技达人的男性占比更高，达到

84.3%。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不同兴趣爱好汽车人群的年龄均集中在 85 后和 90 后年龄段，尤

其是时尚达人和旅游达人。除此之外，科技达人在 70 后、80 后和 95

后年龄分布较为平均，时尚达人在年轻的 95 后人群中占比较高，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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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达人则更多地集中在 80 后。年轻的 00 后达人们也显露出对汽车的

兴趣，三类达人的 00 后占比在 4%-6%之间。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三大兴趣爱好汽车人群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基本相似，广东省

以 15%的比例高居第一位。江浙地区、北京和山东也是三类人群的主

要分布地：时尚达人多分布在江浙地区，旅游达人则更多分布在北

京，科技达人则在江苏和山东有较多分布。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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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兴趣广泛，偏爱新闻、体育、财经和汽车频道 

三大不同兴趣爱好汽车人群均偏爱新闻频道；体育、财经和汽车

频道也都名列前五。同中有异的是，时尚达人更多地会关注体育、娱

乐方面的内容，科技达人对科技、财经频道的偏好更为明显。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时尚达人和旅游达人更重优惠，科技达人更关注动力配置 

三大兴趣爱好人群均对汽车有着极高的兴趣，然而除去汽车这一

共同交集之外，各类人群的特征差异明显。不同达人显示出对各自兴

趣领域的关注：时尚达人更加关注美女和时尚内容；旅游达人更加喜

欢旅游和数码类的话题；而科技达人尤其热爱数码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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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挖掘不同达人对汽车的关注，我们发现时尚达人和旅游达人比较

相似，优惠成为首要因素，对促销也比较重视；但科技达人的关注点

则与之差别较大，更加看重车型、设计、发动机、动力等较专业因

素。此外，在诸多汽车关注点中，时尚达人更加注重汽车的外观；而

旅游达人则比较看重汽车的品牌因素，安全也作为出行的必要关注点

上榜前十。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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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门车型用户画像 

我们选取紧凑型 SUV、自主中大型 SUV、非豪华品牌 C/D 级

车、豪华品牌中大型车以及混动汽车五个热门车型兴趣用户，分析其

用户画像，发现不同汽车兴趣用户呈现不同的用户特征和关注点。 

3.1 男性是主要兴趣用户，紧凑型 SUV 不乏女性关注者 

五大热门车型兴趣用户均以男性用户为主。其中，豪华品牌中大

型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男性占最高，占比近七成。 

相较于其他车型，紧凑型 SUV 对女性用户的吸引力更高。紧凑型

型 SUV 时尚、低油耗、体型较小易操作的特点，满足了现在新女性

“适宜家用又有个性”的选车偏好。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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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达城市用户更关注豪华品牌中大型车、紧凑型 SUV 和混动汽车 

从地域来分布来看，豪华品牌中大型车、紧凑型 SUV 和混动汽车

更吸引来自主要城市和 A 类城市7的用户，而自主中大型 SUV 和非豪

华品牌 C/D 级车则更多地受到 B 类到 D 类城市用户的关注。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3.3 热门车型兴趣用户标签 

我们通过兴趣用户的微博标签来对比不同热门车型兴趣用户偏好

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相较于其他车型兴趣用户，紧凑型 SUV 兴趣用户

更偏爱娱乐性的标签，如名人明星、时尚、旅游、美食和电影，其中

在名人明星标签上的差异最为显著；豪华品牌中大型车兴趣用户对音

乐表示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与汽车标签的关联度也高于其他车型。

                                                           

7尼尔森将中国城市分为主要城市（北京、广东、上海、成都）、A 类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较发

达城市，如青岛、大连和深圳）、B 类城市（地级市）、C 类城市（县级市）、D 类城市（县城/乡

级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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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中大型 SUV、非豪华品牌 C/D 级车以及混动汽车兴趣用户的标签

偏好较为接近，喜爱体育、投资理财、IT 数码等内容。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3.4 热门车型兴趣用户关注内容 

分析五个车型兴趣用户所发表的原创微博可以发现，紧凑型 SUV

兴趣用户喜欢发布名人明星、娱乐和影视动漫的相关博文，与其标榜

的娱乐化标签相契合。 

非豪华品牌 C/D 级兴趣用户相较于其他车型兴趣用户，对时事热

点的关注度更高，同时也喜欢发布财经理财和体育活动类博文；混动

汽车兴趣用户热衷于发布科技相关博文，且与其他兴趣用户相比，更

爱发布搞笑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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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而分析这些车型兴趣用户喜爱转发的微博账号，我们发现除了媒

体账号外，像时评作者@思想聚焦、微博人气博主@回忆专用小马甲 

等微博个人认证账号，也是汽车兴趣用户热衷于转发的账号。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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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新奔驰长轴距 E 级用户画像 

盘点 2016 年豪华品牌中大型车，不得不提到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长轴距 E 级车。新 E 级在 2016 年 4 月北京车展首次亮相，并于 8 月

22 日正式上市。智能科技是本次奔驰新 E 级的亮点，在对新车车型的

讨论中，“互联”、“数字化”、“智能”、“安全”等词也被广泛

提及。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新奔驰长轴距 E 级的微博兴趣用户中，以男性用户为主，占比为

73%。来自于广东和北京的用户占比最高，均超过 10%，其次是江浙

沪地区。 

与豪华品牌大中型车兴趣用户相似，汽车和旅游也是新奔驰 E 级

兴趣用户的首要标签。不同的是，新奔驰 E 级兴趣用户在 IT 数码标

签的比例更高，仅次于旅游。新 E 级“智能科技”的主打点吸引了更

多对 IT 数码感兴趣的微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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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分析新 E 级用户的微博原创博文内容，汽车相关博文占比

17.4%，排名第二。在汽车相关博文中，除了车型讨论、车企动态

外，共享出行、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也是新 E 级用户经常发帖的内

容。除了汽车外，“科技”相关博文内容也有较高占比，排名第四，

这与新 E 级兴趣用户标榜的“IT 数码”标签相符。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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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 E 级兴趣用户热衷于转发的微博账号中，@人民日报、@央

视新闻 两个媒体账号排名首位，时评账号@思想聚焦 排名第三。新

E 级兴趣用户不仅会发布社会新闻和时事热点的博文，同时也爱转发

相关账号的内容。此外，汽车自媒体人@萝卜报告 和@PS3 保罗 也

是兴趣用户乐于转发的账号。 

 

数据来源：新浪全景大数据&尼尔森社会化媒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