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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真实了解天津市公众地震科普认知与需求情况，以天津市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员工、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生、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农民、驻津部队、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
开展专项问卷调查与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公众地震科学知识与地震科普工作的认知度与需求
度较高，但仍存在地震科学知识掌握不全面、地震科普产品吸引力不足、科普渠道相对单一等问题，
地震科普工作在参与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此，提出提高地震科普工作
针对性和有效性及地震科普服务个性化和精准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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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需求

问卷调查

引言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一体两翼”
的重要论断，将科普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任福君，2019）。同时，我国作为地震多发、
灾害严重的国家（薄景山等，2019），开展地震科普工作对提升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科学素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主动防御、科学避灾、有效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蓝姝等，2017）。
开展公众问卷调查与分析，既是明确地震科普工作方向的重要依据，又是提升地震科
普工作实效的重要途径。张吕等（2019）对云南地震科普工作开展了问卷调查，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魏本勇等（2013）针对北京市公众地震灾害认知开展了调查，并对其特点
进行初步分析；刘子一等（2015）以初中生为例，针对上海市中学生地震科普工作现状开
展了调查研究；张文佳等（2014）以江西省萍乡地区为例，针对少震弱震区公众防震减灾
意识现状开展了调查分析；王林等（2015）基于媒体开展地震科普公众认知度专题调查
研究。
天津市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遭受过Ⅷ度地震破坏的特大城市。
天津市历年来高度重视地震科普工作，特别是自 2019 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全域地震科普的新模
式以来，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与地震科学素养的
普遍提高，在地震科普工作方面反映出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具备较好的社会基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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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研究以天津市为例，对该市公众地震科普认知与需求开展问卷调查和相应研究，旨
在为提高地震科普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研究以公众地震科普认知与需求为主题，邀请天津市地震科普教育、地震灾害防治
等领域专家，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参考邹文卫等（2011）对北京市社会公众地震科普认知与
需求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与专家的深度访谈，将公众地震科普认知与需求划分为 2 个要素：
①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认知与需求，主要体现为公众对地震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应急救
援、政策法规等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关注程度；②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认知与需求，主
要体现为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内容、形式、渠道等方面的满意度与行为偏好。问卷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部分：
（1）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认知现状。开展地震科普工作首先应准确把握公众认知现状，
并针对公众认知的薄弱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为此，在整体调查公众地震科学知识普及
程度的基础上，从公众对地震灾害的恐惧心理、对地震自救互救技能的认知、对避震知识的
认知、对地震预报知识的认知、对地震谣传误传的认知、对地震逃生知识教育和演练的认知
6 个重点领域综合调查公众认知水平。
（2）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需求情况。公众需求是决定地震科普内容的重要依据，为此，
调查了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总体关注程度及对地震灾害报道、地震预报知识、地震科技知
识、地震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关注偏好。
（3）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认知与评价。主要包括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满意度、对地
震科普通俗性和易获取性的评价、对地震科普作用的评价、对地震科普工作的改进建议等，
其目的在于调查地震科普工作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4）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需求与偏好。主要包括公众关注地震科普工作的目的、对地
震科普内容的倾向性、偏好的地震科普形式与接收渠道等，其目的在于从受众的角度调查地
震科普服务的精准化与个性化。
（5）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与地域等，其
目的在于分析不同人群的认知与需求差异，从而便于开展不同人群的细分研究。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对象
为保证调查的多样性与全面性，本研究根据年龄、学历、职业等不同，选取天津市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员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生、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农民、驻津
部队、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可较充分地反映天津市不同群体地震科普认知与
需求现状。
1.2.2 抽样方法
本研究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天津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调查点，采取现场随机调查与入户访问调查的方式，最终现场
回收 1517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500 份，有效问卷率达 98.88%，有效问卷数量满足 99%的
可信度和 5%的抽样误差条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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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数据分析
所有问卷回收、审查、编码后，使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并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根据样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不同特征，对不同人群的数据进
行差异性统计与分析。

2 调查结果
调查样本信息
有效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表 1）
，受访者性别比例基本相同，其中，男性占 49.26%，
女性占 50.74%，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受访者主要为中青年人，其中，25 岁以下占 25.80%，
25—35 岁占 28.73%，36—45 岁占 25.20%，45 岁以上占 20.27%；受访者文化程度主要集中
于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共占 89.30%；受访者以事业单位人员、社区居民和企
业员工居多，分别占 20.00%、20.00%和 16.67%。
2.1

表1
Table 1
性别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Basic data sheet of interviewees in the study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构成

占比/%

构成

占比/%

构成

占比/%

构成

占比/%

男

49.26

＜18

10.53

小学

6.73

社区居民

20.00

女

50.74

18—25

15.27

初中

18.57

企业员工

16.67

26—35

28.73

高中

19.78

中小学生

10.00

36—45

25.20

大学专科

10.77

大学生

10.00

46—55

11.53

大学本科

40.17

事业单位

20.00

56—65

6.67

硕士及以上

3.97

特殊人群

6.67

≥66

2.07

农民

6.67

机关

6.67

驻津部队

3.33

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认知现状
（1）公众地震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图 1）。整体来看，天津市公众地震科学知识普
及程度较高，总体普及率达 72.75%，但群体性差异较大，其中中小学生占比最高，达
84.00%；驻津部队、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次之，均超过 60%；社区居民和农
民普及率为 50%—60%；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普及率最低，仅为 35.00%，与其他群体存
在较大差距。
（2）公众对地震灾害的恐惧心理。调查结果显示，42.99%的公众对地震灾害存在恐惧心
理。大多数人认为所居住的房屋建筑处于中等设防水平，对居住环境安全缺乏足够的信心，
且普遍认为办公场所抗震设防等级略高于居住的房屋建筑。
（3）公众对地震自救互救技能的认知。据统计，汶川地震 20min 内被救出的伤员存活率
为 98%，30min 内为 90%，1h 内为 63%，48h 内为 36%，这说明如果公众能掌握一定自救互
救技能，可大大降低地震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本次调查中仅有 54.93%的公众表示掌握自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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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救知识，仅有 4.4%的公众了解应急包内应放有逃生设备和应急照明设备。

图1

不同人群地震科学知识普及程度

Fig. 1 Popularization of earthquake science knowledg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4）公众对避震知识的认知。整体来看，公众对自身震后避震能力的评价为中上等（3.59
分，满分 5 分），83.33%的公众能正确选择避震方式。具体而言，对于震后家庭避震空间的
选择，选择桌底为避震空间的占 71.27%，选择小开间房屋为避震空间的占 43.13%，选择桌
子旁边为避震空间的仅占 12.13%，14.40%的公众错误地选择将阳台作为安全的避震空间。对
于室外避震空间的选择，13.73%的公众错误地选择迅速返回室内，3.27%的公众错误地选择
抱住电线杆。
（5）公众对地震预报的认知。13.52%的公众认为应了解地震预报的复杂性；64.32%的公
众认为地震部门应加强地震预报工作，提高预警预报工作的及时性；22.16%的公众认为应大
力普及地震预报知识。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地震预报发布权限的认知不清，误认为
地震部门有发布地震预报权限的比例高达 65.38%。
（6）公众对地震谣传误传的认知。28.07%的公众认为地震谣传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
33.00%的公众根据传言认为存在地震发生的可能；27.07%的公众将传言记在心里，并为可能
发生的地震做准备；23.67%的公众表示会恐慌，周围的人都信了，应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7）公众对地震逃生知识教育与演练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公众能正确认识开
展地震逃生教育与演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8.63%的公众认为开展防震避震演练非常有必
要，47.56%的公众认为有必要，但仍有 3.82%的公众认为无所谓。
2.3 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需求情况
（1）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关注度。调查结果显示，10.37%的公众经常关注地震科学知
识，54.11%的公众偶尔关注，29.77%的公众很少关注，5.75%的公众从未关注。调查数据表
明，由于地震灾害相对于气象、洪水等灾害而言，发生概率较小，导致公众出现了麻痹心理，
对地震科学知识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2）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关注点（图 2）。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国内外重大地震灾害
的新闻报道关注度最高，分别为 55.53%和 48.00%；公众对地震预报知识、地震科技知识的
关注度次之，分别为 39.67%和 35.33%；公众对震灾防御和自救互救、地震领域政策法规的
关注度最低，分别为 28.00%和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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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关注偏好

Fig. 2 Public's preference for earthquake scientific knowledge

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认知与评价
（1）公众对当前地震科普工作的满意度（图 3）
。总体而言，公众对当前地震科普工作持
满意态度，16.61%的公众表示非常满意，31.61%的公众表示满意，32.55%的公众表示一般，
19.22%的公众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具体来看，公众对地震科普作品数量的满意度为
3.44 分（满分 5 分，下同），对地震科普作品质量的满意度为 3.61 分，对地震科普作品内容
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满意度为 3.65 分。
2.4

图3

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满意度评价

Fig. 3 Public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通俗性与易获取性的评价。在通俗性方面，30.57%的公众表示
均能看懂，49.26%的公众表示大部分能看懂，18.69%的公众表示仅能看懂一部分，另有 1.48%
的公众表示基本看不懂。考虑受访者在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差异，目前地震科普
工作在通俗性方面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易获取性方面，24.58%的公众表示基本均能获
取，52.59%的公众表示仅能获取一部分，18.48%的公众表示仅能获取较少的内容，另有 4.38%
的公众表示无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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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作用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28.50%的公众认为地震科普工作
非常有帮助，59.73%的公众认为有帮助。具体而言，公众认为最有必要宣传的是防震避震自
救知识，其次是地震领域政策法规、政府有关地震灾害的应急预案与措施、震情灾情信息等。
（4）公众对改进地震科普工作的建议。公众认为地震科普工作应提高参与性、互动性与
趣味性，占 37.27%；其次为应及时更新地震科学知识，占 33.80%；另外，还有 33.27%的公
众认为应使地震科普内容更贴近社会公众，增强地震科学知识对公众生活、出行的具体指导。
2.5 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的需求与偏好
（1）公众关注地震科普工作的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关注地震科普工作主要考虑保
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62.07%的公众为保护自己与家人关注地震科普工作。此外，45.13%的
公众为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关注地震科普工作。
（2）公众对地震科普内容的倾向性。最受公众喜爱的地震科普内容为防灾减灾自救知识，
占 63.93%；其次为地震预报知识方面的内容，占 44.27%。另外，对于地震灾害预警的具体
含义、地震监测仪器常识、地震应急预案与措施、地震名词术语、地震成因分析等方面的知
识，均有 20%以上的公众表示喜爱。
（3）公众对地震科普形式与接受渠道的诉求。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形式为
科普视频短片和电视科普节目，占 37.13%；其次为网站科普文章、微信和微博，占比分别为
36.93%、29.40%。在地震科普接受渠道方面，电视仍是公众的首选渠道，占 53.87%，其次为
网站和微信，分别占 47.47%、37.73%。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天津市公众的调查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公众地震科学知识普及率总体较高，但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2）公众对地震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全面，在自救互救技能、地震预报知识、地震
谣传辨识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3）公众对地震科普工作存在较高期望，公众主动学习地震科学知识的目的主要为保护
自身与家人的安全；
（4）公众对目前地震科普工作的满意度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参与性、互动性与
趣味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科普形式与渠道方面应进一步优化。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1）加强重点宣传，提高地震科普工作的针对性。以地震应急、地震预报、地震预警等
为重点，策划开展专题科普宣传活动，促进公众地震科学素养的整体提升。尤其是目前公众
对地震谣传的辨识能力普遍偏低，易造成社会恐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应作
为地震科普工作的突出重点。
（2）顺应公众需求，提高地震科普工作的实效性。进一步突出地震安全的主题，大力弘
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先进理念，特别是须加大对公众地震安全知识的普及，使地震
科普工作更贴近群众生活。围绕公众最关注的知识领域，加大科普作品创作力度，制作公众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科普作品。通过举办社会性的地震科普作品创作大赛、地震科学知识
竞赛、新媒体线上线下互动等，广泛动员和邀请社会公众参与到地震科普工作中，提高地震
科普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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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弱势群体，提升地震科普服务的个性化水平。针对目前地震科学知识认知水平
较低的人群，制定专项科普方案与措施，创新方式、补齐短板。本次调查中接受地震科普占
比最低的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建议有关部门与街道、社区对接，建立残障人士等特殊人
群信息库，采取入户发放宣传资料或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小型科普宣传讲座的方式，加强对残
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地震科学知识普及。
（4）优选宣传渠道，提升地震科普服务的精准化水平。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在地震科普工作中的阵地作用不断凸显，已逐步成为公众获取地
震科学知识的重要阵地，但电视仍为公众获取地震科学知识的首选渠道。因此，在加强地震
科普新媒体阵地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公众对视频短片和电视科普
节目尤为喜爱，应着力加大对电视类地震科普节目、公益广告、宣传短片等的创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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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ublic Cognition and Demand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uggestions — Based on Tianjin Public
Questionnaire Survey
Wang Ping, Yan Lili, Pang Qunying and An Chunyi
(Tianjin Earthquake Agency,Tianjin 30021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demand for the work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aking Tianjin social publ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9 key groups including the office staff, enterprise staff, public institution staff, college student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mmunity residents, farmers, troops and special groups of disabled people were
investigated.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in Tianjin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knowledge of earthquake science and the work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earthquake safety is growing day by day.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omplete knowledge
of earthquake science, the lack of attraction of the products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he relatively
single channel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such as broaden the coverage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arthquak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Key words: Seism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gnition and need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