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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92_E8_c40_61604.htm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前 言 自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开始，短短的几

年时间，互联网在我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我

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方面，也表现在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等其

他各个方面。作为将要给人类的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

面带来重大影响的互联网，我们需要研究其特征，发挥其优

点，避免其弊处，使其为人类造福。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自1997

年10月开始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至今已10

次。这些统计报告已成为认识互联网在我国发展状况的重要

材料。而十次关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的调查数据和经验

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基于上述深入分析、了解我国

互联网的目的，以我们第十次和前几次调查数据为基础，在

发布第十次统计报告的同时推出了本分析报告。 从描述性分

析研究的角度考虑，我们力图通过本分析报告能更深入地揭

示互联网在我国发展状况的基础性问题，诸如"谁、何时、在

哪里、如何使用互联网"等。但由于时间的原因，本分析报告

只选择了其中的几个主题进行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宏观概

况、用户特征、用户上网行为习惯、非网民状况等。分析过

程中主要采用了趋势对比、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分组、相

关分析、交叉分析等分析方法，其他更深入的分析由于时间

的原因未能进行。 本分析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历次的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有关的数据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等。 由于时间和我们水平的原因，

本分析报告可能存在不足、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对其他深入分析内容感兴趣的同志可和我们联系。 一、 中国

互联网络宏观状况 上网计算机数、上网用户人数、CN下注

册的域名数、WWW站点数、网络的国际出口带宽等信息，

可以从整体上反映我国互联网络的发展状况及网络普及程度

。对CNNIC调查中这些统计数据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

宏观的角度把握互联网络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 上网计算

机数 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数已达1613万

台，其中专线上网计算机数为307万台，占19%，拨号上网计

算机数为1200万台，占74%，使用其他方式上网的计算机数

为106万台，占7%（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拨号上网计

算机仍为上网计算机的主流。图1-1 上网计算机数按上网方式

的分布 同上一次调查结果相比，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数半年增

加了359万台，增长率为28.6%，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1.0%，

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29.9万台的54倍。其中专线上网

计算机数半年增加了73万台，增长率为31.2%，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88.3%，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4.9万台的63倍；

拨号上网计算机数半年增加了180万台，增长率为17.6%，和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3.0%，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25万

台的48倍（如图1-2所示）。可见我国上网计算机数一直呈快

速增长的状态，与此相对应，拨号上网计算机数和专线上网

计算机数也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其中拨号上网计算机

一直保持着主体地位。图1-2 历次调查上网计算机数（万台）

从历次调查结果中上网计算机数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3

所示）可以看出，除2000年1月的调查结果外，专线上网计算



机数的增长率均高于拨号上网计算机数的增长率，以及上网

计算机总数的增长率。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拨号上网这

种传统的上网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专线上网和其他上网

方式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着，初步形成的多元化上网方式

将促进我国互联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图1-3 历次调查上网计算

机数增长率(%)2、 上网用户人数 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我

国的上网用户人数为4580万人，其中专线上网用户人数为946

万人，约占21%，拨号上网用户人数为2682万人，约占58%（

如图1-4所示）。同拨号上网计算机占据全部上网计算机的主

体地位一致，拨号上网用户也为全部上网用户的主体。和上

网计算机的情况相类似，除拨号、专线上网用户外，本次调

查结果还显示ISDN上网用户人数为315万人，宽带上网用户

人数为200万人，这也表明上网用户的上网方式正趋向多元化

。图1-4 上网用户人数（万人） 同第九次调查相比，我国上

网用户人数半年增加了1210万人，增长率为35.9%，和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72.8%，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62万上网用

户人数相比，现在的上网用户人数已是当初的74倍。其中专

线上网用户人数半年增加274万人，增长率为40.8%，和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108.4%，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15.5万

的61倍；拨号上网用户人数半年增加549万人，增长率

为25.7%，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9.6%，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

查结果46.5万的58倍（如图1-5所示）。由此可见我国上网用

户人数增长之快。同上网用户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拨号上

网用户人数和专线上网用户人数也相应保持着增长趋势，且

拨号上网用户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图1-5 历次调查上网用户

人数（万人） 从上网用户人数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上可以看出



，从1998年7月到2000年7月，上网用户人数每半年都以超

过50%的比率增长，2000年1月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

从2002年1月开始，有逐步回升的势头（如图1-6所示），这种

增长率的减缓趋势可能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的基数增

大有一定的关系，同时这种逐步回升的趋势，也可能预示着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即将来临。图1-6 历次调查上

网用户人数增长率(%) 尽管我国互联网络的大环境经历了高

潮、低潮的反复，可是从上网用户人数的历次调查结果上看

，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却一直保持着比较强的增长势头。同时

不能忽略的是4580万网民在我国将近13亿的总人口中仅

占3.6%，说明我国互联网络的普及程度还很低，仍有非常大

的发展空间。3、 CN下注册的域名数 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

我国CN下注册的域名数为126146个，与半年前相比减少

了117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216个，同1997年10月第一

次调查相比，域名总数已是当初4066个的31倍。从整体上看

，CN下注册域名总数增长很快，只是近期有所减少。其中

以com.cn结尾的英文域名总数98835个，与半年前相比减少

了288个，以net.cn结尾的英文域名总数12248个，与半年前相

比减少了1797个，以行政区域名结尾的域名总数3172个，与

半年前相比减少了145个。而以gov.cn结尾的英文域名总

数6686个，较半年前增加了822个，增长14%，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29%，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323个的21倍（

如图1-7所示）。CN下注册域名数的这种变化趋势可能和目

前互联网产业的大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图1-7 历次调查CN下

注册域名数（个） 从历次调查CN下注册域名的地域分布可

以看出，华北、华东、华南的CN下注册域名比例一直占85%



以上，东北、西南、西北的CN下注册域名比例近年虽略有增

长，但所占比例仍非常小（如图1-8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国地区之间的信息化水平的差距。图1-8 历次调

查CN下注册域名的地域分布4、WWW站点数 截止到2002年6

月30日，我国WWW站点数为293213个，半年内增加16113个

，增长率为5.8%，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8%。从我国WWW

站点数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尽管在2001年上半年，网站数

下降了2.3万，但是从2001年下半年到现在，网站数又开始了

增长（如图1-9所示）。WWW站点数近期的变化趋势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我国互联网产业在经历了一个低潮后，正呈现出

进一步发展的迹象。图1-9 历次调查WWW站点数（个） 从历

次调查结果中WWW站点数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华北、华

东、华南的WWW站点数比例一直占85%左右，东北、西南、

西北WWW站点数所占的比例一直较小（如图1-10所示）。

这与CN域名的地域分布状况是一致的，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我国地区之间的信息化水平的差距。图1-10 历次调

查WWW站点数地域分布5、国际出口带宽数 截止到2002年6

月30日，我国国际出口带宽的总容量为10576.5M，半年增加

了2979M，增长率为39.2%，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5倍，

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25.408M的416倍（如图1-11所示

）。可见，我国国际出口带宽的增长是相当迅速的。 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今年5月份电信重组，使原来的十大互联网络单

位重组为九大互联网络单位。重组后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

在国际出口带宽方面居于前2位，其中，中国电信的出口带宽

为6452M，占总出口带宽的61%；中国网通的出口带宽

为2870M，占总出口带宽的27.1%。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出



口带宽之差为3582M，而半年前二者之差为5567M，这种带宽

之差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有效竞争

提供了可能。图1-11 历次调查我国国际出口带宽（M） 综上

所述，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的统计数据相比较，我国互

联网络在上网计算机数、上网用户人数、CN下注册的域名数

、WWW站点数、国际出口带宽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其中拨号上网计算机仍为上网

计算机的主体，拨号上网用户也仍为上网用户的主体，但上

网方式多元化的趋势已显示出来；CN下注册域名数、WWW

站点数等方面经历低潮后虽呈现出增长的迹象，但从地域分

布上看，地区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带宽方面增长迅速，

而且重组后的电信、网通的带宽差距减少。所有这一切表明

，我国的互联网络发展速度很快，但还存在一些不完全合理

和不尽人意的地方，随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推动，各项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网络应用服务的不断多样化和实用化，中

国的互联网必将得到飞速地发展。二、网民特征结构 从1997

年10月的62万网民，到目前的4580万网民，中国的互联网络

用户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深入分析、了解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有力推动者——网民的特征结构，探求其变化趋势和规

律，可以较好的把握住"谁在使用互联网"这一问题，更深刻

的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历程。1、用户性别 第十

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网民占60.9%，女性网民

占39.1%（如图2－1所示）。男性依然占据网民主体。图2－1 

网民性别分布 从历次调查结果网民的性别分布上看，女性网

民所占比例呈递增趋势，且增加显著。女性网民从1997年10

月的12.3%增加到现在的39.1%，男性网民则从最初的87.7%减



至60.9%（如图2－2所示）。男女网民之间比例上的差异也

从1997年的7:1缩小至目前的1.6:1，这个数字已经与国家统计

局公布出来的截至2001年底我国男女性别比的1.1:1相接近。

这一变化趋势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有着密切关系。图2－2 历

次调查网民性别分布（%） 目前我国男性网民2789.2万，是五

年前54.4万的51倍；女性网民1790.8万，是五年前7.6万的236

倍(如图2－3所示)。与我国的总人口相比，网民占总人口

的3.6%，其中男性网民占男性总人口的4.2%，女性网民占女

性总人口的2.9%。这说明尽管女性网民的增长速度很快，但

互联网在女性中的普及仍然不及男性。另一方面，与我国庞

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网民在其中所占的

比重仍然是微不足道。图2－3 历次调查不同性别网民的数量

（万人）2、用户婚姻状况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未

婚者占58.9%，已婚者占41.1%（如图2－4所示）。未婚者在

目前仍然是中国网民的主体，这与人口普查得出的已婚者占

我国总人口的主体不太一致（已婚者与未婚者的比例为1.7:1

）。图2－4 网民婚姻状况分布 从最近几年的整体走势看，已

婚网民在比例分布上呈递增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与1999

年1月相比只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与目前我国上网人群的低

龄化有一定关系（如图2－5所示）。从绝对数看，网民中未

婚者达到2697.6万，与半年前相比增加了40.7%，已婚者达

到1882.4万，与半年前相比增加了29.6%（如图2－6所示），

已婚网民的增长速度相对较缓。与已婚者相比，未婚者有更

多的时间，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生活压力也相对较轻，因

此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这可能是目前网民中未婚网民占据

多数的主要原因。 未婚网民占我国未婚人口总数的5.7%，已



婚网民占我国已婚人口总数的2.3%，说明互联网在未婚者中

的普及与发展要明显高于已婚者。图2－5 历次调查网民婚姻

状况分布（%）图2－6 历次调查不同婚姻状况网民的数量（

万人）3、用户年龄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35岁以下

的网民占82.0%，35岁以上的网民占18.0%，两者之比为4.6:1

。35岁以下的网民仍然是互联网络时代的主力军。在各个年

龄段中，以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为最高，达到37.2%，

其次是25－30岁(16.9%)和18岁以下(16.3%)（如图2－7所示）

。图2－7 网民年龄分布 从1997年开始的历次调查中，18－24

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在各年龄段中都是最高的，与其它年龄

段相比占据绝对优势。25－30岁的网民所占比例近两年有所

下降，从2000年1月的30.8%降至现在的16.9%，而18岁以下的

网民增长速度却很快，从2.4%增加到16.3%（如图2－8所示）

，这应该与网民中学生的比例增加有关。35岁以上的网民比

例尽管有增长趋势，但增长缓慢，与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

结果相比只增加了2个百分点。与半年前相比，35岁及以下的

网民从2692.6万增加到3755.6万，增长率为39.5%，35岁以上的

网民从677.4万增加到824.4万，增长率为21.7%（如图2－9、

图2－10所示），35岁以上网民的增长速度要低于35岁以下网

民的增长速度。图2－8 历次调查网民年龄分布（%）图2－9 

历次调查网民年龄分布（%）图2－10 历次调查不同年龄网民

的数量（万人）4、用户受教育程度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

显示，网民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的比例最高，占

到30.5%，其次是本科（29.2%）和大专（26.3%）。本科及以

上受教育程度的网民为31.7%，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民达

到了68.3%（如图2－11所示）。图2－11 网民受教育程度分布 



与1998年7月第二次调查结果相比，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的网民从58.9%降至31.7%，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

民从41.1%增加到68.3%，从绝对数上看，大学本科及以上受

教育程度的网民增加了1382.7万，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

人增加了3079.8万（如图2－12、图2－13所示）。大学本科以

下的网民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形成后来者

居上之势，在网民中占据主体。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和

互联网上的内容、服务日益多样化以及互联网使用起来更加

简便有关。图2－12 历次调查网民受教育程度分布（%）图2

－13 历次调查不同受教育程度网民的数量（万人）5、用户个

人月收入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86.6%的网民个人月

收入不超过2000元，只有13.4%的网民个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

上，37.8%的网民个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无收入）（

如图2－14所示）。低收入网民仍然占据主体。这种结构可能

与网民中学生占据一定比例有很大关系。图2－14 网民个人月

收入分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个人月收入2000元及以下

的网民从84.1%升至86.6%，绝对数量从2228.7万增加到3966.3

万，增长率为78%；个人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网民则从15.9%

降至13.4%，从421.4万人增加到613.7万人，增长率为45.6%（

如图2－15、图2－16所示）。低收入的网民增长速度明显高

于高收入的网民。这以及网民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数字皆说明

互联网越来越趋于大众化，互联网从过去那种受过高等教育

的、中高收入的人的专利，转变成受过基本教育的、收入还

过得去的普通人都能使用的工具。图2－15 历次调查网民个人

月收入分布（%）图2－16 历次调查不同个人月收入网民的数

量（万人）6、用户职业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网民



中学生所占比例是最多的，达到了26.2%，其它所从事的职业

中，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最多，占总数的17.5%，其次是办事员

等协助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为13.2%和12.0%。军

人和农林牧渔工作人员所占比例最少，只有1%左右（如图2

－17所示）。图2－17 网民的职业分布(%) 值得说明的是，

与2001年1月相比，学生从20.9%增加到26.2%，绝对数量

从470.3万增加到1200万（如图2－18所示），增长显著。这可

能与校园网的建设以及各种网校、远程教育等的兴起有比较

大的关系。图2－18 历次调查学生人数（万人）及比例（%） 

目前我国的上网学生人数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在校学生

总数（包括普通小学、初中学校、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

校、普通高中、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在校学生

共22384万）的5.4%，说明尽管学生中网民的比例要高于全国

平均的网民比例，但互联网在学生中的普及率仍然很低。7、

用户行业 第十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从事批发和零

售贸易的人最多，占14.6%，其次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

会团体，占12.1%，排在第三的是教育、科学研究，为10.8%

（如图2－19所示）。 与2001年1月相比，社会服务业（包括

餐饮业、居民服务、公共服务业、旅游、旅馆业、租赁等其

它社会服务业、卫生、社会福利业）和制造业的网民所占比

例有所增加，而IT业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社会服务业从8.3%

增加到9.6%，制造业从6.5%增加到10.0%，IT业则从14.5%降

至9.8%（如图2－20所示）。与半年前相比，在绝对数量上，

社会服务业增加了133万，增长率为43.4%；制造业增加

了181.7万，增长率为65.8%；IT业增加了81.5万，增长率

为22.2%（如图2－21所示）。其它行业在绝对人数上随着整



体网民数的增加都有所增加，但从所占份额来看，虽然有小

幅度的波动，但无明显变化趋势。从网民在职业、行业的分

布上可以看出，网民逐渐趋于多元化。图2－19 网民行业分布

（%）图2－20 历次调查从事社会服务业、制造业和IT业的网

民所占比例（%）图2－21 历次调查从事社会服务业、制造业

和IT业的网民数量（万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仍然

以男性为主体，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以及未婚者仍然是主力军

，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大多数，

学生、专业技术人员比其它职业的人要多，IT业以及教育、

科研单位不再是网民集中的行业。尽管我国的网民在结构分

布上还不是十分合理，但正在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预

计，互联网在我国将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向普通人群发展，

向大众化靠拢。网民在特征结构上也将会更加合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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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