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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营销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徐川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随着图书馆应用推广的不断发展，内容营销已经作为各大图书馆主要的发展战略之一，通过
内容营销来拓展图书馆阅读领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本文阐述了图书馆内容营销的内涵，分析了以用户
服务、以多媒体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两种图书馆内容营销模式，并从数据资源、个性化服务和管理平台服
务 3 个方面阐述了基于内容营销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的服务内容，最后对常见的问题如读者反馈
意见重视程度、内容营销缺乏亲和力、营销手段的综合运用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为提升图书馆数字阅
读内容营销效果及向用户提供更优质服务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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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of Libraries Based on Content Marketing
XU Chuan
(Library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content marketi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major libraries. It has become a trend to expand library reading
field through content marketing.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of library content marketing, analyzed
two library content marketing models: content based on user services and content based on multimedia
resources, elaborated the service content of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mode of libraries based on content
marke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data resources,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service, and
finally analyzed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reader feedback, the lack of affinity for content
marketing and the use of comprehensive marketing tools, with a purpose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marketing effects of digital reading content in the libraries and providing better service to the users.
Key words: content marketing; libraries;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管理水平

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扩大图书馆社会影响力和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书馆日常管理使得整个

名度提供参考。

图书馆系统能够便捷高效运行，进而为图书馆用户

1 图书馆内容营销内涵

提供更好的服务

[1-2]

。在图书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

在图书馆的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主要关注的

同时，图书馆数字阅读营销推广方式研究被越来越

不仅包括图书馆馆藏资源管理水平、文献资源的丰

多的学者所关注。图书馆数字阅读通过采用多种不

富程度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而且还包括

同的营销方式来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图书馆，选择图

读者所需资源的占有量，这一点也是图书馆吸引读

书馆作为主要的学习场所，同时能够为图书馆提出

者的地方所在 [4] 。图书馆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采用

更切合实际的提升完善建议 [3] 。本文对基于内容营

多种方式对馆藏内容进行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了

销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进行研究，为进一步

解图书馆馆藏资源内容，全面认识图书馆，这样才
能够更多的吸引读者的关注。基于此，图书馆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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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服务的同时，要注意营销理念的培养[5-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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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广图书馆所包含多种项目的同时，要不断将

成一个有故事情节的微视频脚本。通过这个微视频

那些读者急需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进行推介，以更

脚本可以使读者能够全方位认识图书馆，并且短时

多的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最终使读者对图书馆产

间内对图书馆优势资源有直观印象。

生依赖。

2.2.2

2 图书馆内容营销常见模式分析

微信内容的撰写和图片的搭配成为制约该营销模式

以微信短文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营销模式

内容营销在图书馆应用和发展起步较晚，然而

效果的关键所在。在开展此类营销之前，首先需要

随着内容营销在图书馆发展中的不断应用，图书馆

对短文内容进行多次把关，确保文字内容优美准

营销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内容营销作为一种在其他

确，图片表达立意深刻，并且文字与图片内容完美

领域常见的营销方式，在图书馆营销过程中应用较

结合，这样才能打动用户，吸引用户的研究，使得

少。图书馆内容营销可以满足用户对图书馆信息服

他们愿意深入了解图书馆其他服务内容。

务内容的需要，使用户可以短时间内了解图书馆的

2.2.3

以虚拟现实（VR）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营销

优势资源，对图书馆直观了解。

模式

该图书馆营销模式是将当前先进的 VR 技术

2.1 以用户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内容营销模式

与图书馆营销进行结合，利用 VR 技术向用户全方

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

位展示图书馆优势资源，使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

图书、信息资源等服务，其最终服务效果的评判由

受图书馆真实的服务内容。这种营销模式比较新

读者进行。如果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水平较高，能

颖，能够利用科技手段来吸引用户了解图书馆、使

够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且个性化服务能够被

用图书馆，进而达到图书馆营销的目的。

广大读者所喜爱，那么图书馆就会受到更多数用户

3

的喜爱；反之，则图书馆用户使用量将会逐渐减

内容

基于内容营销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的服务
图书馆数字阅读是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内容，该

少，不利于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
以用户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营销模式则顺应了这

服务内容能够反映图书馆整体服务质量，因此对其

一发展需求，它通过不断分析用户需求，尽可能深

推广模式分析尤为重要。以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为

入了解用户使用图书馆的习惯，形成用户图书馆使

主要对象来开展内容营销，可以使用户全方位了解

用特征信息库，进而推出满足不同用户使用习惯的

图书馆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便于用户对图书馆进

服务方式。将这种服务方式作为营销的主要内容，

行选择分析。

必定可以吸引用户的注意，使他们了解到图书馆能

3.1 通过数据资源展示扩大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够为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真正感受到图书馆的服

基于内容营销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主要

务质量，从而吸引用户使用图书馆资源。

是通过展示特定内容来达到营销效果，通常来讲，

2.2 以多媒体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内容营销模式

所要展示的内容为图书馆优势资源。当前，图书馆

在图书馆开展营销的过程中，营销内容决定了

馆藏资源日益丰富，数字资源量急剧增加，大量珍

营销的效果。随着当前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智

贵、有价值的资源被图书馆购买、存储。由于缺乏

能化终端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用户习

宣传，导致这些资源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

惯使用智能终端设备来浏览和使用多媒体数字资

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有价值的图书馆数字资源

源，这就为以多媒体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内容

就可以作为展示资源被应用于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营销模式应用打下基础。图书馆可以利用多媒体技

内容营销过程中。利用内容营销手段，将这些资源

术，将其优势资源、优势服务、主要特点等以微视

以特定的形式或方式向广大用户进行展示，使用户

频、微信短文等形式向用户展示，使得用户可以随

能够了解这些资源，进而为用户获取这些资源、关

时随地进行阅读浏览。

注图书馆打下基础。
对

3.2 通过个性化服务展示扩大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于以微视频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营销模式而言，微

随着图书馆用户多样化需求的日益增多，图书

视频内容是关键，它决定了用户对图书馆的第一印

馆正积极应对这一变化，提供更为准确的个性化服

象。因此在制作微视频时，需要对图书馆所有优势

务内容。当前社会，由于用户之间知识、阅历、专

资源、优势服务进行分析，提取内容特点，进而形

业等方面的不同，每个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都存在

2.2.1

以微视频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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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此时用户喜好成为图书馆判断用户间差异的

模式也是如此。在开展内容营销时，图书馆应当注

主要内容，图书馆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数据处理

意营销内容的亲和力，也就是说营销内容读者的接

技术来对用户喜好进行深层次挖掘和提取，总结每

受程度，避免出现站在图书馆的角度宣传一些自我

位图书馆用户的喜好特征，进而为用户提供更为贴

标榜的内容。应当站在读者的角度，选择一些读者

心的个性化服务。

关注度高的、能够被多数读者接受的、可能会吸引

通过将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内容进行展示，来达

读者注意力的内容。同时，这些营销内容在编辑排

到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营销目的，这种方式非常可

版时还应当注意字体选择和排版格式，以便给读者

取。图书馆在进行个性化展示时，展示内容主要集

一种轻松的营销感受。

中在个性化服务的便捷性、准确性方面，例如可以

4.3 营销手段的综合运用

通过海报的形式来展示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流程及推

在开展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内容营销时，可以

荐结果，可以展示用户随时随地所能享受到的个性

在海报展示的内容中增加微信公众号二维码，这样

化服务内容。

读者在浏览海报内容时可以添加图书馆微信公众

3.3 通过管理平台服务展示扩大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号，以便浏览更多图书馆信息；可以在人流密集区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各领域管理平台的升

域设置电子屏幕来播放图书馆宣传片，这些宣传片

级进步，图书馆管理平台是整个图书馆运行中的核

的内容可以是对图书馆的整体介绍，也可以是对图

心部分，它对图书馆方方面面产生极大影响，因此

书馆某一方面的内容介绍，主要目的是达到宣传图

图书馆管理平台的先进性是用户选择图书馆的一个

书馆数字阅读效果，吸引读者的注意。

影响因素。管理平台的功能很强大，主要包括图书

5 小结

馆图书借阅、期刊信息浏览、数据库存储内容调

营销手段已成为各领域推广的重要手段，它帮

用、数字资源分析归类、用户权限设置调整等方

助人们深入了解营销内容的方方面面，为人们的选

面。在进行图书馆管理平台展示时，可以将用户最

择提供帮助。对图书馆数字阅读开展内容营销，方

为关切的管理平台模块内容进行展示，例如图书借

便读者深入了解图书馆数字阅读内容，吸引读者关

阅流程、期刊信息检索流程、数据库内容分类信息

注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同时为图书馆向读者提供

等。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展示，使用户了解图书馆资

更优质服务打下基础。今后还需开展内容营销效果

源存储及调用等相关情况，便于用户了解图书馆的

对比分析研究，为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提供参考。

先进性，进而得到多数用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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