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网站通讯流量监测机构 StatCounter 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百度

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占有率超过 70%，而全球市占率仅有 1%。 它的竞争对

手谷歌 （NASDAQ:GOOGL）， 全球市占率达到 92%， 中国市占率仅有

2.57%。

市值约为谷歌的 1/13：截至 1月 22日收盘，百度市值约为 559 亿美元，

约为谷歌市值的 1/13。

从上市至今股价走势来看，谷歌基本保持稳定上涨态势；百度股价的累

计涨幅要高于谷歌，但出现过多次大幅震荡。

营收约为谷歌的 1/9：2017 年，谷歌营收总额超过 1100 亿美元，是百度

的 8.9倍；谷歌归母净利润为 126.6亿美元，是百度的 4.7倍。

“百度搜索引擎已死”风波

被指沦为百家号导流工具；百度两度回应质疑；260亿市值瞬间蒸发

1 月 22 日晚，一篇名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刷屏，文章指责百度搜索结果一半以上会

指向百度自家产品，尤其是百家号，而百家号充斥着大量营销和质量低劣的内容，也导致百度搜索

结果的内容质量大幅下滑。

1 月 23 日，百度回应称，目前在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站占比小于 10%。 百度指出，百

家号是提升百度 App内容生态体验的重要举措，可以优化用户使用百度 App 搜索时遇到的相关问

题。

有知情人士称，百度搜索体验的变化是其做信息流的结果，百度要做信息流，没有自己的内容

是不行的，自家内容多起来，在搜索的时候自然就会搜索到。但用户对百度搜索有不同看法。有的用

户喜欢用百度搜索，“想搜什么都搜得到” ；也有部分用户期待更好用的搜索引擎。

百度在 1 月 23 日上午通过官方

微博回应称， 目前在百度的搜索结果

中，百家号内容全站占比小于 10%；现

有的 190万百家号创作者， 覆盖了全

部的权威媒体和资讯机构， 也包含了

大量优质的自媒体； 并称会持续引入

优质的媒体和创作者， 用良好的机制

鼓励作者发布高质量的原创内容，坚

决打击内容作弊、低俗、违规做号等行

为。

不过，文章作者随后在微博回应，

称：“全站比例没有太多意义，而且百

家号占全部内容比例居然有近 10%？

大家搜索一般只看前两页。 如果能给

出第一页的结果占比会更有说服

力。 ”

针对上述质疑， 百度方面由沈抖

在 1月 23日下午再次表态。在调侃上

述文章帮百家号做了推广之后， 他承

认上述文章的描述反映了中国互联网

发展的现状，“互联网内容正在逐渐

割裂，其实百度在 2018 年世界大会上

和百度开发者大会上都多次提到过，

百度也一直在努力扭转” 。

对于这一现状的原因，沈抖表示，

“这是因为在 PC时代，百度在标准浏

览器上， 可以没有障碍地访问任何网

站的内容，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这个现象正在变化。 App 成为一个一

个独立的个体， 相互之间连接非常困

难，很多内容被封锁在 App 内，使得

百度的访问变得更加困难”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推

出了百家号， 推出了百度智能小程序

的行业解决方案来彻底扭转这个局

面。 ” 沈抖进一步表示。

1 月 22 日， 自媒体 “新闻实验

室” 发布了一篇 《搜索引擎百度已

死》的文章，该文发布后迅速引发热

议，一个小时内阅读超 10 万，引发刷

屏之势。 截至 1月 23日下午，该事件

仍然排在新浪微博热搜榜单第 7位。

上述文章指出， 百度搜索结果一

半以上会指向百度自家产品， 尤其是

百家号。 而百家号充斥着大量营销和

质量低劣的内容， 导致百度搜索结果

的内容质量大幅下滑。

文章称，“百家号是百度的自媒

体平台， 刚推出的时候曾经主打过优

质作者和高品质内容，后来几经调整，

现在成了一个以营销号为主体的内容

平台———内容包罗万象，数量很大，质

量堪忧。 ”

文章通过一些搜索的截屏例证，

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百度搜索的结

果中， 排在前面的百家号内容信息繁

杂，质量堪忧；二是百度通过搜索框为

自家产品导流， 作为搜索引擎的百度

“已死” 。

当日晚间， 百度在美股开盘即大

跌逾 4%，不少媒体和舆论均认为上述

文章所指负面引发百度股价下跌。 截

至收盘， 百度收报 160.39 美元，跌

6.40%， 市值一夜之间蒸发约 38 亿美

元，约合人民币 260 亿元，仅剩约 560

亿美元。

对于百度股价的下跌， 该文作者

方可成 1 月 23 日上午在朋友圈及微

博发布声明称，“我的文章没有那么

大的影响力。 ”

事实上，当日早些时候，花旗将百

度目标股价调低至 205 美元， 列入负

面观察名单。隔夜美股开盘，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第三次下调全球经

济增速引发投资者担忧等多重因素影

响，美股结束近日连涨势头转而下跌，

中概股亦跟跌。

百度搜索被吐槽

有业内人士指出，百度搜索结果

多指向包括百家号在内的自有产品，

或与其发力信息流业务有关。

百度从 2016 年开始就发力信息

流业务。 百度 2018年三季报显示，百

度当季在线营销收入（其中包含信息

流广告）为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

约占总收入的 79.8%。 2018 年 9 月百

度 App的平均日活达到 1.51 亿，同比

增长 19%， 信息流产品用户使用时长

同比增长 68%。 百度认为，AI 驱动的

“搜索 + 信息流” 是下一代内容分发

趋势。

有接近百家号人士告诉记者，从

2018 年开始，在百度搜索结果里面会

提供一部分时效性比较强的百家号

内容。

百家号总经理阮瑜在 1 月 23 日

的百家号盛典上说，百度作为大众搜

索去连接万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

有产品百家号能供给更多的内容，且

模式比较清晰，整个浏览体验也是可

控的。

根据百家号在现场公布的数据来

看，信息流日均推荐量达 150亿，百度

App的DAU达 1.6亿。 据百家号总经

理阮瑜介绍， 接下来将会把百家号、智

能小程序打通，用户在浏览百家号内容

时，可以跳转到小程序下单购买商品。

另一方面， 整个行业都已进入

“流量寒冬” ，2018 年中国移动互联

网用户规模已达 11亿人，新增用户数

创历史新低。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8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

用户规模增长继续放缓，截至年末，同

比增长率已由 2017 年年初的 17.1%

放缓至 4.2%，移动互联网的增长红利

消退殆尽。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质

的内容对于拉动流量，增加用户黏性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百度做

信息流，没有自己的内容是不行的，否

则用户没东西刷，自家内容多起来，在

搜索的时候自然就会搜索到。 此外，

做自家内容还有个好处，以后广告都

会落在百家号，这样监管就会变得容

易” 。

对于“搜索 + 信息流” 下的百度

搜索，用户反映不一。

学生舒米（化名）称，经常使用百

度搜索，但百度搜索“会推给我广告

还有无关信息” 。 刘洁（化名）则表

示，她喜欢百度搜索，“想搜什么都搜

得到。 ”除了百度搜索之外，她并不了

解其他搜索引擎。

多位网民在微博上表达了对百度

搜索的看法，“为什么百度搜索好用？

因为其他能用的更差” 。 一部分网友

表达了“求推荐” 的意愿，希望可以了

解到更好用的搜索引擎。

对于互联网入口的变迁，业内人

士表示认同。 “目前头部互联网平台

都在试图打造自己的内容生态，大家

极力通过自营和投资建立自己的内

容矩阵，并将精力放在生态内业务协

同上。 ” 比达资讯分析师李锦清认为，

这样互联网企业无需通过其他搜索

引擎即可直接传达用户，使得搜索引

擎发展受限，无法实现跨平台的内容

搜索，逼迫百度必须构建自身的内容

生态。

至于百度转型的原因，李锦清却

更相信商业逻辑，“近年来，百度在搜

索方面逐渐向百家号倾斜，主要是为

了更好地培育百家号内容生态，目前

用户搜索行为被各大独立 App 分流，

信息流变现能力优秀，今日头条类正

是依靠信息流实现了可观的广告收

入，而百家号是百度移动端信息流的

核心” 。

相较于腾讯，百度入局内容产业

较晚且经历坎坷，目前百度的内容核

心平台百家号成立于 2016年 9月，主

要依赖百度 App和百度搜索分发。

智察大数据分析师刘大伟认为，

“百度 App和百度搜索能够让百度内

容更容易触达用户。 对创作者补贴力

度较大，吸引内容创作者。 劣势在于

内容把控不严，存在一些内容抄袭和

劣质文章，读者体验不佳，这也几乎

是行业性问题” 。

内容质量问题同时引发了北京

市网信办的关注。 1月 2日，北京市网

信办针对百度部分产品和频道传播

低俗庸俗信息、严重破坏网上舆论生

态等问题， 责令百度等产品停更一

周。 1 月 22 日，天天快报也因类似问

题被责令停更，此前搜狐、凤凰网等

平台都曾接受处罚。

从另一个角度看，环境封闭、质量

参差不齐也反映出互联网内容竞争日

渐胶着， 以至于业内人士认为内容产

业进入寒冬。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林

松涛并不认同， 他反而认为 5G 将使

UGC内容迎来史上最大的井喷。

相比老牌互联网企业间的竞争，

新老势力的交锋更激烈。 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以信息流为核心的今日头条

是百度和腾讯共同的对手，甚至有观

点称，腾讯成立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就

是为了抗击今日头条。

百度发力信息流

转型期的阵痛

两度回应质疑

综合《新京报》、《北京商报》、界面新闻

中国市占率 70%

全球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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