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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粉丝数比较 

 

 

@大街网 粉丝数 47 万人，超过其他的官方微博 10 万人以上。 

@前程无忧 51job 和 @天际网 粉丝数较少均不足 10 万人，与网站注册用户相比，差距相

当大。 

 

  



微博关注数比较 

 

@天际网 关注了 1900 人，比其他官方微博都要多。从使用者角度来看，如果关注了 500

个以上的微博，有效的信息就很难被看到了。我猜 @天际网 及 @大街网 @猎聘网的官方

微博，只是用来发微博，基本不用来收集微博。 

 

同时，由于关注数太多，什么类型的都有，我们也很难发现，这个网站的兴趣点在哪里。 

  



微博粉丝数 / 关注数  

 

在不比较网站自身实力的情况下，单独从微博推广来看。通过 粉丝数 与 关注数 的比，我

可以看出，@智联招聘 在微博上的推广是最成功的。而 @天际网 是最差的。 

 

@大街网 和 @猎聘网 在推广方面，虽然掌握了一些技巧，如果能减少一些无关的关注，

有能力达到更好的效果。 

 

  



微博帖子 

微博概况 

 

  网站       开通微博日期     原创微博  转发微博   无图微博   有图微博 

  天际网       2010-08-27       3516      398         571       3343 

  大街网       2010-08-12       3663      894        1217       3340 

   51job       2009-09-29       1240      666          972       934 

 智联招聘      2009-10-09       6087     1412         2225       5274 

 

四大网站每日微博统计 

 

@智联招聘， 从开通之日起，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比其他网站微博推广都积极。 

@前程无忧 51job， 是开通最早的，但只是 2011 年上半年活跃一下，其他时间活动很少，

似乎已经放弃了微博市场。 

@天际网，微博发力点在 2012 年下半年，但进入 2013 年，又似乎停下了推广脚步。忽上忽

下，难以保持。 

@大街网，在开通之时活跃了一把，后面一路保持每日几贴的频率，稳定的营销。 

 

  



四大网站每月微博统计 

 

 

从月报表统计看，可以情况更清楚了： 

@智联招聘，坚持微博推广，占领微博市场。 

@大街网，稳中求胜，坚持推广。 

@天际网，忽高忽低，不稳定推广。 

@前程无忧 51job，几乎放弃推广。 

  



微博发布工具统计（Top5） 

 

微博发布工具，每个官方微博取前五的工具。 

 

“皮皮时光机”是使用最多，最受欢迎的发布工具，我想应该是定时发布的功能，是吸引大

家原因。 

“新浪微博”和“专业版微博”都是新浪官方的工具。 

各大网站自己的应用，发微博数并不多，只有 @天际网 和 @大街网 在使用。 

 

注：原来”定时发微博”这类工具，有这么大的市场，真是做微博应用之神器。 

 

  



微博被 转发和评论 统计 

@前程无忧 51job- 被转发或评论 2000 次以上的，只有 3 条。 

都是“有奖转发”的主题帖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放弃的做法。 

 

 

 

【IT 行业，谁主沉浮？】2012 典范企业评选之“最具人气雇主”投票已全面启动，参与投

票选出你最喜欢的 IT 行业雇主，关注@前程无忧 ，转发并@ 2 位好友，我们将抽取 5 位幸

运 者 ， 获 得 精 美 工 具 套 装 。 http://t.cn/zWbjyul 详 情 猛 击 http://t.cn/aKAkwB 

http://t.cn/zWbjaA1", 转发：2220 评论：2310 

 

#有奖转发#【前程任你选，你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为兴趣！为理想！为成就！你的未来有无

限可能，前程任你选！前程无忧发布 2012 新广告，2012，前程无忧与您共同前行！#转发

新广告，元旦收大礼#前程无忧祝您新年快乐，前程似锦！http://t.cn/Sxmphj http://t.cn/SJbIIP"

转发：2798  评论：1829 

 

#人力资源典范企业#【中国最具人气雇主】新鲜出炉！2011 年，中国最具人气雇主投票面

向医药、能源化工、服装、快速消费品等 9 大行业的领先企业，首次进行“在职”和“在校 

“双渠道投票，分别选出 9 大行业“职场”和“校园”人气雇主三甲。http://t.cn/Svtypb 

http://t.cn/SvtxkV",转发：2530 评论：1974 

 

  



@大街网 - 被转发或评论 2000 次以上的，有 10 条。 

主题帖子，涵盖的主题包括“职场”，“大学生活”，“就业”，“明星”。主题是非常深入人心

的，大街网肯定做了很多的市场研究，引发网友的关注，比 51job 的没有水平抽奖，要强太

多了。 

 

 

 

 

【#王宝强超贱表情#合集】宝宝云：还在学校对不对？[挖鼻屎]还没放假呢吧？[阴险]我都

已经到家啦！[得意地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偷笑] （附图部分收集自网络）","2444","617" 

 

【2013 高校毕业生人数史上最多 规模将达到 699 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13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

一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工作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调整择业心态与思路，

立足现实，做好个人规划很重要。#行业动态#","2416","233" 

 

"#职场动物群像#你是哪一种？#职场刺猬#对待职场看法太悲观，总觉得世界没有给自己应

得的回馈。但其实你可以试试敞开心扉，多与人交流，令自己充满正能量！这样#职场身价#

也会自然提升~http://t.cn/zWDzKoH","2096","8" 

 

#职场动物群像#你是哪一种？#职场小绵羊#行事过于小心谨慎，总是追随大多数人的意见。

其实你的角色真的很重要，大胆说出真实想法让自己更有价值，这样你的#职场身价#才会提

升哦~http://t.cn/zWeyidN","3248","13" 

 

【#职场动物群像#你是哪一种？】#职场鸵鸟人#是否时常感到，你的同龄人发展得都比你要



好？其实你只是太缺乏自信，所以导致与许多机会失之交臂。尝试昂首挺胸迈步前进，相信

你的#职场身价#会迅速提升！http://t.cn/zWgJmoj","3309","6" 

 

【#职场动物群像#之猎豹鉴】#职场猎豹#你有坚强的毅力和认准目标毫不犹豫的性格，这些

都是你驰骋职场的优势！然而有时太过急功近利的你，也需适当放慢脚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

景哦！毕竟#职场身价#非一日之寒~http://t.cn/zWdTMXR","3131","32" 

 

【警惕#职场熊猫人#】职场新人常会有错觉，认为自己名校毕业，成绩好，能力强，职场自

然养尊处优？实际上这种自信常常被挫败，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往往潜伏着意想不到的问题。

因为工作往往是高经验要求的，而职场经验需要时间的积累。做好每一件小事，为自己的职

场身价加分：http://t.cn/zWdjuyC","3320","60" 

 

【大学生活费 500/月，女儿与母亲翻脸】人物：准大学生的女儿与其母 背景：高考后胸有

成竹的天之骄子开始憧憬大学生活  事件梗概：麻麻只提供每月 500 文包全部开销，女儿倍

觉委屈，和母亲大吵翻脸[bobo 纠结] 家庭条件：不详  你会支持哪方？大学时你的花销是

多少呢？尝试过自立挣生活费么？#街边夜话#","5942","1323" 

 

【@俞敏洪 @蔡文胜 @雷军 @薛军 @王秀娟 @克里斯董 @BlackHelmet 】投资界&互联

网 & 广告界多方牛人力推商务社交网络 @ 大街网   # 大街网，预见新自己 #  

http://t.cn/zOJ2bmm","2627","298" 

 

"#我要很多很多钱，也要很多很多爱#[心] 大街网#微简历大赛#新年许愿[礼物] 转发免费得

iPod！你只需要①关注@大街网②原文转发并评论本微博③评论同时@三位好友，就有机会

获得 iTouch4（3 部），每周还有 5 部 Apple shuffle 送出。活动截止 1 月 14 日，抽奖过程录屏，

快试试运气！详情 http://sinaurl.cn/hbq0EF","17960","15907" 

  



@天际网 - 被转发或评论 2000 次以上的，有 8 条。 

主题帖子，涵盖的主题包括“屌丝”，“送花费”，“有奖转发”。除了“屌丝”切入到流行用

语之外，再无突出表现。只能说不会做，不懂什么叫微博推广，微博营销。 

 

 

"#天际大放送#求职跳槽黄金期，天际网让你春风得意！手机欠费停机而错过 HR 的面试邀

请？手机欠费停机而被别的猎头捷足先登？无论你是求职者还是招聘方，在这求职跳槽的黄

金时期，天际网让你万事俱备，春风得意！ http://t.cn/zYD6xLL","3275","3133" 

 

"#天际大放送#“低碳职场人”既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说出你的低碳宣言，

关注天际网，转发并评论此微博，同时@ 3 个好友，你就有机会赢得天际网创意卡片 U 盘哦！ 

http://t.cn/zY1rIBX","2595","2552" 

 

"我刚看完#72 小时屌丝男士逆袭#，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屌丝？看了就知道！绝版屌丝发想并

执行出来的屌丝创意！你也是屌丝？来天际网逆袭吧！http://t.cn/zlsc1NI 上传图片

","6809","389" 

 

"邀您观看职场微电影《72 小时-屌丝逆袭》，屌丝在工作上如何崛起，逆袭呢？l“粉拳”“霸

天女”“屌丝”你在职场中遇到过么？看完视频，你是想哭？想笑？还是感同身受？

http://t.cn/zlPx93e","2319","522" 

 

"奥运赛场，英雄辈出，  #职场人眼中的奥运英雄#在哪里？  关注天际网，转发此微博，

同时@你喜欢的运动员，说出你想对他说的话，并@2 名好友，  即有机会获得富士 FinePix 

S4530 相机一部，本活动抽取幸运者 5 人。","7248","8703" 

 



@天际网 百元话费免费送，关注就送 100 元！只要你关注天际网官方账号、转发此条微博

并至少@5 人，即可获取百元话费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天际网 “集人脉，

拿 Ipad ；得 话费 ， 更实 惠 ”天 际好 友邀 请活 动 同步 进行 中 http://t.cn/alZY2U 

http://t.cn/aT7BIS","3985","3388" 

 

@天际网 百元话费免费送，关注就送 100 元！只要你关注天际网官方账号、转发此条微博

并@3 人以上，即可获取百元话费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天际网 “集人脉，

拿 Ipad；得话费，更实惠”天际好友邀请活动同步进行中 http://t.cn/aOZpNd","4657","4645" 

 

@天际网 好友邀请活动，500 元话费等你拿！只要你关注天际网官方账号、转发此条微博

并@5 人以上，即可获取 50 元话费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天际网 “集人

脉 ， 拿 Ipad ； 得 话 费 ， 更 实 惠 ” 天 际 好 友 邀 请 活 动 详 情  http://t.cn/aOZpNd  

http://t.cn/alAHjK","4712","4100" 

  



@智联招聘，被转发或评论 2000 次以上的，有 25 条 

主题帖子，涵盖的主题包括“找工作”，“职业报告”，“上班族”，“简历”，“薪酬”,” 七夕”，

“恋爱”，“活动”，“电影”，“有奖转发”。这才叫真的互联网推广，抓住目标人群的刚需，

通过互联网软文及市场活动，带动全网的扩散传播。高明！！ 

 

 

#做个抬头族#苦逼上班族最渴望的工作是神马？每天免费喝着咖啡，工作只需要两小时，从

不加班身边美女帅哥层出不穷！想胜任这份工作的 TA 只要气质佳，声音美，情商高，擅聊

天，就 ok！这到底是神马工作？猜出这份工作名称了吗？@ 身边急需这份工作的 TA！具体

参与方式点击大图，智联抬头族，随手拍起来吧。","4219","1002" 

 

近日@智联招聘 刚发布《2013 春季职场才情报告》的薪酬数据，就有网友大呼自己拖了后

腿。还有网友结合房价，计算出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如果 22 岁大学毕业，不吃

不喝、房价不涨、不失业、不生病：长沙最幸福，48 岁就可以买得起房；而最悲催的是北

京，竟要 98 岁才买得起房？","3273","739" 

 

"#做个抬头族#智联三重好礼之【300 份优秀工作任你选】想在名企上班？想将爱好变成工

作？那就让工作自动找上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户外广告上的二维码，就直接到达工作申

请页面，好前途就在那！点击图片可看到我们的户外广告的具体位置。","3500","1000" 

 

"#做个抬头族#苦逼上班族最向往的工作是神马？晒着太阳，吹着口哨，与海洋智叟一同畅

游，工作?还是娱乐？按时下班还心有不舍，异性面前也独领风骚！你猜到这份是什么工作

吗？@ 一位可能需要这份工作的好友，即可成功参与抽奖，让智联为 TA 量身定制简历一份。

你没看错，智联为 TA 做简历哦。","9914","2360" 

 



【智联 CEO 给职场人的一封信】薪酬、加班、背房、健康、职场安全，已成为压在职场人

身上的五座大山。雾霾似的职场压力四处肆虐，大多职场人负重前行。十面霾伏，如何杀出

重围？智联 CEO 郭盛先生通过这封信——“选对职业、逐步积累、坚持学习、乐享工作”，

倡导大家积极乐观地面对工作，做个职场抬头族！","19671","4098" 

 

"＃二月二龙抬头＃抬头节职场人必看的抬头运程，2013 我是“稳步上扬年”，你是什么年？

","19156","4967" 

 

,"#做个抬头族#二月二，人抬头，智联三重好礼之【2013 春季职场才情报告】据说，有超过

7 成的职场人对自己的薪酬不满意，其中有你么？据说，上海北京深圳的人均薪水已超过

5000 块，你拖后腿了么？据说，2012 年人均薪酬涨幅超过 6%，你涨薪了么？智联招聘为你

解读“金三银四”跳槽月，2013，你的\"薪\"情如何？","6544","1904" 

 

"#帮你做个抬头族#Hey，你的职场好友是不是每日都被困在工作的狭小空间里，忙的晕头转

向没时间好好放松，没时间约会聊天，甚至连陪伴家人的时间都没有，完全无暇顾及世界的

精彩?现在就@ 这位身处忙碌之中的好友，TA 将可能拥有智联\"抬头神器\"一枚.让我们一起

大声的说，负能量\"滚蛋\"吧，共同做个精彩\"抬头族\"!","11701","6273" 

 

"#帮你做个抬头族#-第四波~没日没夜辛勤的工作，可每到交房租时、想出去旅行透气时，

摸着瘪瘪的“荷包”，无限辛酸涌上心头。据说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这样不知道“钱”途在

何方的朋友？那么大胆@ TA，智联将可能送他“抬头神器”一枚。帮 TA 做个“钱”途无量

“抬头族”。","11825","4939" 

 

,"#帮你做个抬头族#同样努力工作，升职的总不是 TA;辛苦劳动小有成就，出风头的总不是

TA；难道 TA 只能强忍泪水继续工作？现在只需要@ 一位“杯具”朋友，TA 将有机会获得

智联招聘送出的“抬头神器”一枚。帮 TA 做个坚强“抬头族”！","12049","4759" 

 

"#帮你做个抬头族#你身边是否有这样一个朋友？TA在每天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迷失方向？因

没日没夜的加班而失去自我？或者一直在找寻人生新方向却困惑得找不到北？让我们一同

为 TA 指点迷津，TA 将有机会获得智联招聘送出的\"抬头神器\"一枚，帮 TA 做个识路\"抬头

族\"！","8312","1724" 

 

"#帮你做个抬头族#据说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因忙碌工作而颈椎不好的朋友，智联招聘将送

出 100 份“抬头神器”。现在只需要你@ 一位颈椎不好的朋友，TA 将有机会获得这枚神秘

礼物。赶紧动手，帮 TA 做个健康“抬头族”吧！","10329","5294" 

 

"本年度最萌最贱的手绘漫画，躺枪没商量！你上班的心情跟上坟一样沉重？工作地点太远，

boss 太吝啬，工作太无趣？KO boss 神器： http://t.cn/zWWXp52 #分享视频#郝大本事跳槽

记   http://t.cn/zWWXp5c","11234","4034" 

 

"#六一儿童节，怀念那一年# 那一年的自动水枪，那一年的情书，那一年的神吹胡侃„„这

一年，想着发行潘币@潘石屹，这一年，挤着苦逼的地铁，这一年，不知道房在何方，这一

年，咫尺天涯„„这一年，智联平衡指数衡量出我们的状况有多糟！怀念那一年奋斗这一年。

@全球热门搜罗","7320","210" 



"#狂人诊断书#谁更工作狂？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上上级是上级还是你自己？智联招聘平衡

指数调查显示：50.1%的工作狂是普通员工，61.1%的工作狂在私营企业上班，73.8%的工作

狂月收入不到 5000，55.8%的工作狂是单身，68.2%的工作狂是漂一族！狂人诊断书一出，

江湖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3659","171" 

 

"#问道职场成就出发#你是否热爱你的工作？你距离成功还有多远？Vostro 成就 DNA 测试，

用一分钟来更了解你自己！关注@戴尔中国 @智联招聘 转发本微博并@三个好友 ，赢戴

尔 8G 炫彩 U 盘！点击 分享 http://t.cn/zOKnSMp，测试结果，还有机会获得戴尔 Vostro 商

务笔记本 V131，每周一台，惊喜不断！ ","1065","2475" 

 

"智联#龙年薪途#大型活动，将好消息分享给朋友： http://t.cn/zO5hy2k，找工作的同时还能

赢精美礼品！ 20 多种，上千件时尚职场装备等你来领！ http://t.cn/zOf0kRc","9422","5061" 

 

态度决定薪途，把智联 2012#龙年薪途#大型系列活动 http://t.cn/zO5hy2k 的消息告诉更多

的好朋友们吧，让更多人赢取智联准备的 20 多种、数千件时尚职场装备！当然也包括乐于

分享的你！ http://t.cn/zOcqrEv","3820","2411" 

 

,"智联 2012#龙年薪途#大型系列活动，修炼三式功法，职场万事不难！马上参加吧：

http://t.cn/zO5hy2k  赢取智联为你准备的 20 种多种、数千件时尚职场装备！ 

http://t.cn/zO5hy28","10412","5955" 

 

"#送机票#智联招聘首部情感贺岁电影《情感银行》已登陆各大视频和门户网站，现观看电

影，关注@智联招聘 并转发此微博，就有机会得智联招聘送出的回家机票。我们忙忙碌碌

一年，只顾积累金钱，却忽视了情感，今年让我们飞回家陪父母过年。http://t.cn/SXjtKV 

http://t.cn/SajE2r","5574","3364" 

 

【2012 年最感人微电影】每个人都有两个账户，一个在银行储存金钱；一个在心里凝聚情

感。过去一年，你是否透支情感只为积攒财富？未来一年，你如何选择？2012 年年度最感

人微电影“情感银行”，献给所有在外打拼的兄弟姐妹们。一票难求又怎样？踏上归程！让

曾经熟悉的情感不再陌生！http://t.cn/SXjtKV","4192","497" 

 

"【简历大爆炸】自宇宙大爆炸以来，人类就不得不工作，因为不工作会......死！为什么呢？

一看你就知道！太搞笑了有木有！！！ http://t.cn/SxD92E","4470","464" 

"3381418862259080","史上最萌的求职简历，hold 不住了！http://t.cn/aD9VeL","5786","559" 

 

"【有奖活动】#智联招聘校园视频简历大赛#开始啦 http://t.cn/ael6I3！无需海投简历和笔试，

直进名企面试，Offer Hold 住！只要关注 @智联招聘 并转发此微博，将有一位幸运粉丝获

赠价值 1800 元的三星智能手机一部.活动截止时间 11 月 30 日 12:00，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布

结果. 本活动真实有效。  http://t.cn/aD9VeL","3034","2739" 

 

"#浓情七夕节，告白你的 TA#这一路走来，有泪有笑，是 TA 坚定的陪在身边，其实心里有

多感谢，可 TA 却不知道!说出你的爱，温暖 TA 的心.只要关注@智联招聘，转发此微博，同

时写一句真心话.就有机会获得情侣 T 恤.上传情侣相片，还有机会获得钻石对戒.把好运和深

情同时送给 TA 吧! http://t.cn/aY7FEV","2549","1731"  

http://t.cn/aY7FEV%22,%222549%22,%221731


微博被转发次数统计 

从微博开始 2013 年 3 月 21 日，微博被转发次数的分布图。从下图中看到，@大街网 和 @

智联招 聘都是高密度转发分布，而 @前程无忧 51job 和 @天际网 都是低密度转发分布。

可以看出，@大街网 和 @智联招聘，在微博推广是被重视的，话题精心设计的。 

 

 

 

 
 



微博被评论次数统计 

从微博开始 2013 年 3 月 21 日，微博被评论次数的分布图。同上面转发图，@大街网 和 @

智联招聘 都是高密度转发分布，而 @前程无忧 51job 和 @天际网 都是低密度转发分布。

可以看出，@大街网 和 @智联招聘，在微博推广是被重视的，话题精心设计的。 

 

 

 

 
  



总结 

通过收集新浪微博数据，分析四大招聘网站的微博推广情况。 

胜出者是 @大街网 和 @智联招聘 ，最后是 @前程无忧 51job。 

 

通过上面的几个指标的比较，我们能明显看得出，@大街网 和 @智联招聘 在微博推广上

面是花心思的，而且也知道怎么推广。@天际网 虽然花了时间，也突击做过推广，但是不

得方法，不得要领，坚持不够。@前程无忧 51job 基本就处于放弃中。 

 

招聘市场，近 2-3 年如火如荼，我将继续关注各家的市场争夺战。 

 

 

 

下期预告： 

下期将增加的分析内容： 

微博用户：@猎聘网，@优士网，…. 

分点要点：文本挖掘微博正文，粉丝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