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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交化网络服务时，应关注用户的活跃度，以提高服务水平。本文从
用户自身因素、信息资源质量、信息服务质量、社交化网络服务平台质量、用户满意度 5 个方面分析影
响社交化网络服务应用活跃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培养活跃度高的用户群体、完善资源信息数据
库、提供多样化信息服务、塑造良好的网络形象以提高社交化网络服务质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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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ser Activity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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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velop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the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r activ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ctiv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SNS from five aspects: user’s own factors, information
resource quality,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SNS platform quality and user satisfaction. On this basis, the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NS: cultivate highly active user groups, improve resource
information database, provid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shape a good network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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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 Web2.0 模式出现的

全世界发展起来。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方式不能满足

社交网站、博客等为社交化网络平台带来了新的发

用户的信息需求，用户处于被动角色。而通过

展模式。在传统模式下，用户浏览网页并被动接收

SNS，图书馆可以为馆员、用户、数据商等提供交

信息，而在社交化网络平台模式下，用户成为信息

流平台，进行信息共享，而不受时间及空间限制，

的发布者，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互动更加便捷。

这就会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信息服务渠道，并

社交化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根据用户喜好设置个性化信息服务。

SNS），专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的

用户活跃度是指在社交化网络中，用户行为

应用服务，作为网络新生力量，正以飞快的速度在

（包括对信息进行评论、转发、发布消息等）发生
频率的大小 [1] 。用户活跃度的高低（包括用户的浏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项目（2019-074-B、2019-

览量、点击次数、发表评论的次数等）表明用户对

077-B）

SNS 的忠诚度和回头率，也从侧面反映了服务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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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已开展 SNS，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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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待提高 [2] 。本文通过调研，了解中医药院校

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图书馆用户使用行为，分析影响用户活跃度的因

TAM），用来分析外部变量对于使用者内在主观态

素，为图书馆服务提供参考。

度行为的影响 [3] 。其通过分析信息因素（信息使用

1 资料与方法

性、易用性）、信息环境因素（外部、内部）、信息

1.1 研究对象

人（信息需求、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使用行为意

本文选取 2019－2020 年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愿等），试图了解使用者接受新技术的影响因素[4]。

教育发展中心颁布的前 10 名中医药院校（北京中医

本文利用 TAM 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结合在线

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

访谈法，调查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用户的基本信息

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如年龄、性别、专业等），细分用户群体，计算

成都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

用户 SNS 活跃度（通过统计用户在 SNS 平台上每天

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的 500 名用户作为调查对象，

的使用频次来判定用户活跃度，包括平均每天发布

单位涉及 8 个学院（研究生学院、基础医学院、临床

的日志，分享、转发及评论他人动态等行为的频

医学院、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次，登录频率及停留时间的频次） [5] ，同时对影响

人文与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多种专业及

用户活跃度的 5 个假设条件（见表 2）进行分析，

职业，详见表 1。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

提出提高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用户活跃度的策略，从

年龄、类型、专业分布广泛，表明本次调查具有一

而完善服务方式及内容，提升图书馆“用户至上”

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256 名学生中包括本科生 103

的服务理念[6]。

名、硕士研究生 87 名及博士研究生 66 名。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项目

表 2 影响用户活跃度的假设条件
影响因素

具体内容

人数

百分比（%）

男

205

41.0

女

295

59.0

30

6.0

＞20～24 岁

240

48.0

采取“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录入和发放，问

＞24～29 岁

150

30.0

卷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3－5 月。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29～40 岁

80

16.0

500 份，收回问卷 500 份，全部有效。

112

22.4

及教师、医生、管理人员进行在线访谈，结合文献

管理人员

50

10.0

调研方法编制调查问卷，并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

医生

82

16.4

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补

学生

256

51.2

充，以完善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开展 SNS 的策略。

临床医学

125

25.0

基于 TAM 理论模型，结合访谈结果，将问卷问

药学

120

24.0

题形式设置为填答式和封闭式题目 [7] ，封闭式题目

针灸推拿

94

18.8

包括单选和多选 2 种形式。问卷内容包括：⑴用户

生物医学工程

45

9.0

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专业、职业，以及选

护理

41

8.2

择社交化网络平台情况、信息搜寻特点、信息需求

临床心理学

42

8.4

类型、上网时间等；⑵影响用户使用图书馆社交化

其他

33

6.6

网络的因素，包括本身因素、信息资源质量、SNS

性别

年龄
18～20 岁

用户类型
教师

用户本身因素

年龄、职业、信息需求、搜寻方式

信息资源质量

完整性、准确性、原创性、实时性

信息服务质量

多样性、互动性、有趣性、即时性

SNS 平台质量

可靠性、易用性

用户满意度

功能满意度、信息满意度、服务满意度

1.3 研究方法

同时，在设计问卷过程中，随机抽取 20 名学生

专业

1.4 问卷设计与分析

1.2 研究模型与假设
美国学者戴维斯（Fred D. Davis）在 1989 年提

平台质量、信息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 5 个方面，
了解图书馆 SNS 应用的优势和不足。参照 Like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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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制[8]，1 分为非常活跃，5 分为不活跃，分析用

大（30～40 岁）的用户比年龄小（18～29 岁）的用

户活跃度情况，以了解活跃度与 5 个因素的关系。

户在社交化网络中活跃度更高，信息需求更大。本

本次调查使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对 500

科生主要对课程、考试资料感兴趣，而研究生、博

份答卷所得数据进行描述。分析用户活跃度与假设

士生需要从事实验分析、课题研究，需要查找大量

条件的关系，以探索提高用户活跃度的策略。

前沿文献；教师、医生、管理人员工作繁忙，承担

2 结果与分析

教学科研任务，更需要 SNS 平台提供随时随地、准

2.1 用户本身因素

确的个性化服务。调研用户搜寻方式发现，搜寻方

因用户本身因素（年龄、职业、信息需求、搜

式越多，活跃度越高。因此，图书馆应整合信息资

寻方式）致 SNS 非常活跃、很活跃及基本活跃用户

源，利用社交化网络提供完整快捷的检索环境，满

占 76.0%（380/500），在 5 个因素中，对用户活跃度

足用户信息需求，以提高用户对图书馆 SNS 的忠诚

影响最小（见表 3）。对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年龄

度及活跃度。

表 3 500 名用户社交化网络服务活跃度情况[人（%）]
活跃度

用户本身因素

信息资源质量

信息服务质量

SNS 平台质量

用户满意度

非常活跃

83（16.6）

97（19.4）

70（14.0）

84（16.8）

91（18.2）

很活跃

192（38.4）

230（46.0）

320（64.0）

202（40.4）

87（17.4）

基本活跃

105（21.0）

99（19.8）

66（13.2）

96（19.2）

296（59.2）

不太活跃

65（13.0）

34（ 6.8）

21（ 4.2）

51（10.2）

15（ 3.0）

不活跃

55（11.0）

40（ 8.0）

23（ 4.6）

67（13.4）

11（ 2.2）

2.2 信息资源质量

2.4 社交化网络服务平台质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信息资源质量（完整性、准

高校图书馆大部分已经使用 SNS 平台，提供信

确性、原创性、实时性）致 SNS 非常活跃、很活跃

息服务。用户喜欢使用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包括

及基本活跃用户占 85.2%（426/500）
，对用户活跃度

微信公众号、图书馆网站、微博、QQ 等。从表 3

影响较大。通过访谈发现，用户对信息资源的原创

可以看出，SNS 平台质量（可靠性、易用性）致

性及准确性要求最高，图书馆对“新”知识、

SNS 非常活跃、很活跃及基本活跃用户占 76.4%

“新”信息进行筛选、加工，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

（382/500），对用户活跃度影响较大。平台的易用

信息资源服务。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越大、利用率

性和可靠性越高，用户的活跃度越高。SNS 平台越

越高，用户的活跃度就越高。由于医学信息资源更

容易操作和理解，用户的活跃度也越高。

新快、时效性强，用户需要全面、具有时效性的信

2.5 用户满意度

息资源。图书馆需要利用 SNS 即时进行信息资源服

从表 3 可以看出，用户满意度（功能满意度、

务，将全面的学科信息资源提供给用户，使资源得

信息满意度、服务满意度）致 SNS 非常活跃、很活

以有效利用，提高用户的活跃度及对资源的利用

跃及基本活跃用户占 94.8%（474/500），对用户活跃

率。

度影响最大。本次问卷调查中，用户对信息满意度

2.3 信息服务质量

最高，其次是服务满意度及功能满意度。

表 3 显示，信息服务质量（多样性、互动性、

3 提高用户活跃度的策略

有趣性、即时性）致 SNS 非常活跃、很活跃及基本

社 交 化 网 络平 台 主 要 有微 信 、 微 博、 QQ 空

活跃用户占 91.2%（456/500），对用户活跃度影响较

间、豆瓣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等，其服务功能包

大。SNS 内容种类越多，互动性越强，越能够吸引

括检索资源、分享信息、在线参考咨询、组建学习

用户，用户活跃度也就越高。图书馆应即时了解并

社区、开展专题活动、征集建议及提供移动社交网

满足用户信息需求，定期推送中医药学术信息动

络服务等。在此次问卷及访谈结果中发现，使用微

态；同时应定期征集用户意见，主动进行互动，了

信、微博及 QQ 空间的用户较多。

解用户使用状态、使用频率及意见建议等，以改善

3.1 培养活跃度高的用户群体

服务方式，完善服务质量，吸引用户参与，提高用

3.1.1

户活跃度。

定位。对具有个性化需求的用户进行推送服务，如

细分用户群体

将用户群体进行细分，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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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备考的本科生推送学习及考试资源库（医学基础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网站为用户提供了“图书馆研

知识题库、执业医师考试题库、执业药师考试题库

讨室网上预约”“首医图书馆在线咨询”等服务[9]。

等），为中医药学研究人员提供学科前沿知识、科

3.4 塑造良好的网络形象

研竞争力分析、投稿指南、学术成果展示与保存，

社交网络是一个社交服务平台，用户可进行自

为将要毕业的学生提供应聘技巧等。同时，利用

由交流。图书馆 SNS 可以转换身份，利用亲切随和

SNS 平台，定期发送书目推荐、有奖问答、访谈等

的语言进行交流，例如“亲们”“童鞋们”等来进

活动，并进行微咨询、微投诉等互动活动，满足用

行表达，吸引用户进行互动，增加转发频率。图书

户需求，提高活跃度。

馆还可以将 SNS 形象人格化，设计虚拟的卡通形
很多中医药院校开设

象，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智能聊天机器[10]，其是

了文献检索课，培养用户的检索习惯及技巧，提高

人格化的虚拟馆员，与用户的交流幽默风趣，吸引

学生的信息素养。还需要对教师、医生及管理人员

了用户的关注，提高了用户在 SNS 使用中主动发表

进行定期培训，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在每学期利用

评论、转发、浏览等频率。

SNS 平台将中医药期刊到馆情况、借阅医学书排行

4 小结

3.1.2

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

榜情况、医学数据库信息等推送给用户，并到各个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影响用户 SNS 活跃度的因

学院进行有针对性的讲座，受到用户欢迎。同时图

素主要包括用户本身因素、信息资源质量、SNS 平

书馆还可以利用 SNS 平台开通参考咨询服务，及时

台质量、信息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所以，要培

回答用户的问题，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养活跃度高的用户群体，完善资源信息数据库，提

3.2 完善资源信息数据库

供多样化信息服务，塑造良好的网络形象，以提髙用

根据调查显示，用户对信息资源的满意度与用

户活跃度，进而提高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服务水平。

户的活跃度呈正相关。完善的资源信息是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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