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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读物选择行为中的关键感知点研究
∗

□彭爱东　蔡小羽　茆意宏

　　摘要　随着数字阅读的迅速发展,数字资源逐渐成为广大用户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数

字读物选择过程中,认知资源的有限分配导致用户不可能全面感知数字资源,只能通过部分关键

感知点来判断数字资源与个人需求是否匹配.本研究以数字学术期刊论文为例进行实验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在数字论文选择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注意现象,会选择论文中的标题、摘要、研究

设计、结论、期刊名称、关键词、目录、图表等重要内容进行感知,性别、学科专业背景等个人特质

因素、当前阅读需求等会对大学生数字学术期刊论文选择的关键感知点产生影响.图书馆等数

字阅读服务机构应基于用户的阅读感知行为特征开展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帮助用户识别、评

价、选择数字读物,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
关键词　数字阅读　数字读物　感知　选择　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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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寻求数字读物是开展数字阅读的前提.阅读寻

求行为包含查询、检索、浏览、选择和获取等行为,选
择是用户对读物内容进行感知、评判和取舍的过程,
是阅读寻求行为的关键环节.随着数字阅读的迅速

发展,数字资源逐渐成为广大用户获取知识的重要

来源.然而,海量的数字资源也带来了用户甄别和

选择的困境,帮助用户更快更好地选择、获取自己需

要的数字读物是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的时代使命.
信息选择是用户基于信息搜索与浏览,根据需

求进行相关性判断,从而筛选出对其最为有用的信

息或信息链路的过程[１－２].感知是对信息的察觉与

注意,是信息选择的起点与基础,其效率与质量对用

户的相关性判断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数字阅读过

程中,海量的数字资源给用户带来了感知压力,导致

用户对单个数字资源的感知时间缩短.虽然各类信

息揭示与推送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一定的信息选择代

理服务,可帮助用户提高选择效率,但不能完全取代

用户的信息选择.且用户在具体数字读物的选择过

程中的感知行为依旧是由自身的感知能力(效率与

质量)决定的.因此,研究用户在数字环境中的信息

感知行为特点,特别是调查分析用户对数字读物的

关键感知点,有助于根据其特点改进数字阅读服务

与推广,提高用户的满意度.目前,对于用户的信息

感知关注点,已有部分相关研究.如,王秀红等[３]通

过眼动实验研究构建专利文献用户的兴趣拓扑结

构,当相关专利文献较多时,可优先考虑只提供摘要

和独立权利要求,供用户参阅与筛选;赵华等[４]通过

眼动实验探究数据用户在判断科学数据时对各元数

据项和其他说明信息的关注程度;斯蒂芬温特

(StephanWinter)等[５]认为,新闻报道的标题、摘要

有利于用户对内容的假定效用、新闻价值、可信度做

相关评判,对用户是否决定阅读至关重要.关于电

子书刊等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的感知行为,目前尚

未见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拟从关键感知点的视角出

发,对数字读物选择行为进行理论研究,并以数字学

术期刊为例,通过实验法确定目前用户在接触数字

学术期刊文献时的关键感知点,从提高用户数字读

物感知效率与效果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数字阅读服务

与推广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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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限认知资源对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用户感知

行为的影响

卡尼曼(D．Kahneman)[６]提出的认知资源理论,
从有限注意资源分配的角度揭示了注意力的选择

性.他认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在同时进

行不同的作业时,需要对其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分

配,分配策略受四个因素的制约:(１)永久特质,这与

用户个体相关,反映了用户非自愿注意的规则;(２)
当前意愿;(３)对能量需求的评估,当两个活动需要

比现有能量更大的能量时,只有一项活动能够完成;
(４)激励效应.

在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用户也存在着有限认知

资源分配的现象.因此,卡尼曼的认知资源理论也适

用于解释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的感知行为.用户对

电子书刊等数字资源进行选择时,其注意力分配也受

到个人特质、当前意愿、当前认知资源总量(可及能

量)、用户对完成任务所需能量的评价以及感知点的

信息量等因素的影响.性别、年龄、专业及用户阅读

素养等个人特质因素会影响用户感知点的选择及感

知顺序等.用户的当前需求直接影响用户的感知侧

重点.当前认知资源总量会受到用户的生理、心理状

态、认知时间等的影响,与用户完成阅读感知任务所

需能量的比较,也是限定因素.不同感知点所包含的

信息量大小不一,用户注意力会对应增加或减少.
上述因素制约了用户认知资源的分配,导致用

户不可能全面感知数字资源,只能关注部分关键感

知点.通过这些关键感知点来判断数字资源与个人

需求是否匹配,从而达到消耗最小认知资源做出正

确决策的目的.可见,用户在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

的感知行为是基于有限的关键感知点完成的;而且,
不同类型读物在关键感知点上存在差异,不同个体

特质、需求的用户在面对同一类型的读物时,关注的

感知点及其程度也各有侧重.因此,数字阅读服务

机构在推广数字读物时应该根据用户的感知行为特

点,聚焦用户的关键感知点,做好数字读物的揭示与

传播,帮助用户有效选择自己需要的数字读物,提高

数字阅读推广的成功率.

３　数字学术期刊论文中的关键感知点实证分析

３．１　实验设计

３．１．１　实验目的

本实验旨在模拟用户选择数字学术期刊论文的

情境,观察用户的数字读物选择过程,获取用户评判

数字读物是否符合自己需求的关键感知点,并且探

索主体因素(用户特征、用户需求)和客体特征(感知

点的信息量)对用户的数字读物感知点的影响.

３．１．２　实验方法

本实验主要是为了探索用户在自然情况下的感

知行为,因此尽量减少工作人员对用户的干扰,采取

传统的出声思考法,在实验室条件下为有主题数字

阅读需求的用户提供十篇相关论文,要求用户一边

进行阅读选择,一边将其操作和想法表述出来,现

场同步自动录音,工作人员在必要的时候提醒被试

继续出声思考.

３．１．３　测试材料

阅读测试材料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以“阅读”为主

题的十篇数字期刊论文,材料选取遵循以下规则:
(１)选择的论文均不包含较为罕见和复杂的研

究方法、理论模型等,如果包含一些被试可能难以理

解的概念,均保证在论文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保
证各个专业学生都可以顺利阅读,避免因用户对于

某些内容理解困难而影响实验整体效果.
(２)论文均来自图情、出版、教育学科的核心期

刊,实验人员事先对实验材料进行阅读,以保证实验

材料的质量.
(３)考虑到不同论文类型难度、结构有所差异,

本次实验材料均选择结构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
便于进行对比分析.

(４)实验进行之前,要求被试浏览十篇论文标

题,并询问是否阅读过实验用论文,避免因为熟悉度

差异而对实验产生影响.

３．１．４　被试选择

参加本次实验的总人数为５６人,均选自南京农

业大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 院,其 中 男 生 ２６ 人 (占

４６４％),女生３０人(占５３．６％).被试年龄均在１９
岁至２５岁之间.本科生３４人(占６０．７％),研究生

２２人(占３９．３％),参加实验的本科专业包括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研究

生专业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农业信息化.根据

专业性质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及农业信

息化三个专业的学生归入理工类,将图书馆学研究

生归入社科类;针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情报学

两个专业,通过前测问卷及访谈了解到的学生研究

方向,判断将其归入理工类还是社科类.最终,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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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社科类均为２８人,各占５０％.

３．１．５　实验过程

实验前,请被试填写一份测前问卷,以获取被试

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阅读习惯、近期阅读频率及阅读

文献主题、阅读选择中的关键感知点等信息,一方面

保证被试具备一定的数字期刊阅读经验,另一方面

获取用户信息用于后续的差异性分析.
实验开始之前,实验操作人员告知被试实验过

程、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等,为被试提供指导语:“假设

您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需要找出与‘阅读’主题相

关的论文进行阅读,下面是与该主题相关的十篇论

文,请您通过这十篇论文的浏览快速选出您想要进

一步阅读的论文.”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讲述自己操

作动作并录音,如“首先,我点开了第一篇文献”,“我
现在开始看标题了”,“接下来,我选择看摘要部分”.
实验时请被试注意以下两点:①十篇论文均需要打

开阅读,不能仅仅根据标题判断;②不需要对全文浏

览,而是通过论文某几个部分快速感知、判断这篇论

文是否需要继续阅读.
实验采取传统出声思考法,避免实验操作者和

被试过多交互对用户阅读选择过程产生干扰,仅在

被试出声思考停顿时间较长时,以某种特定方式提

醒用户继续出声思考,而不与被试进行交谈.实验

过程中,实验人员全程陪同,观察用户阅读行为,对
于重要事件(如用户某一点停留时间过长、用户在阅

读某几部分时对照阅读、在阅读某个地方时选择翻

阅之前的内容进行查看)实时标记,并采取现场录音

的方式,以便后续对实验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实验结束之后,结合记录数据对用户进行实验

后访谈,访谈提纲包括:实验过程中是否有发生走

神、受干扰等情况;对个别点的停留时间较长/短及

原因;被试自己回忆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关注的部分;
被试当时的阅读顺序;论文阅读效果等.

３．２　实验数据分析

３．２．１　数字学术期刊论文中的关键感知点

数字学术期刊论文的潜在感知点包括标题、作
者、摘要、关键词、引言、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结论、
结果分析、讨论、期刊名称、目录/小标题、图表和参

考文献等.笔者根据测前问卷和被试实验过程记录

统计得到数字学术期刊论文中的感知点受关注的比

例,如图１所示,大学生在数字论文选择过程中存在

选择性注意现象,会选择论文中的部分重要内容进

行感知.

图１　数字学术期刊论文中感知点的受关注比例

如图１所示,在数字期刊论文的多个感知点中,
大学生的关注核心是标题和摘要.在测前问卷中,
所有被试均表示,在进行数字阅读选择时,会首先阅

读文献的标题和摘要,这也与被试群体在实际实验

中的阅读行为一致.测后访谈显示,所有用户均认

可,标题和摘要具有概括文献内容的作用,可以帮助

自己对文献总体内容形成初步的整体感知.而研究

设计、结论、期刊名称、关键词及目录/小标题、图表、
作者等要素的关注比例也在５０％左右,这些感知点

对用户选择数字论文有辅助性作用,当用户阅读标

题、摘要之后仍难以抉择时,可以帮助用户做进一步

判断.而文献综述、引言等其他感知点,在数字阅读

选择情境中被用户关注的比例相对较低,说明这些

感知点对于用户阅读选择帮助较小.
根据实验中被试基于关键感知点选择数字论文

的表现,笔者将其选择行为分为三类.第一类被试

在对标题、摘要进行感知之后,直接根据这两部分包

含的信息,结合自我需求进行判断.第二类被试在

选择数字读物之前就制定出相应感知策略,对于论

文哪些内容要素为关键感知点有明确判断,他们在

拿到论文后,会直接根据自己的策略,开始阅读论文

中的关键感知点,这类用户在对不同文献进行阅读

选择时,注意的感知点基本一致.第三类被试在选

择数字读物之前并未制定任何策略,而是根据已有

的信息,从中发现问题,挖掘其他感知点,进一步感

知判断,如某位被试在实验时读完摘要之后,跳到论

文结果部分进行阅读,测后访谈时她说:“这个摘要

中提到了２８个因素,我要去文章中找找这２８个因

素具体是什么”;这类用户的感知策略易受文献内容

的影响,对待不同文献感知点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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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个人特质对关键感知点的影响

个人特质对用户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的注意力

分配有较大影响.本次实验显示,用户的性别、学科

专业背景等个人特质因素会对大学生数字学术期刊

论文选择过程中的关键感知点产生影响.
实验数据显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数字期刊

论文选择过程中分配的认知资源总量有差异,在关

键感知点及感知时长上也表现出不同.针对每篇论

文,男生的感知点数量平均为６．１个,女生的感知点

数量平均为７．２个,女生平均比男生多出一个感知

点.将被试开始阅读第一篇文献的时间点作为开始

计时点,将被试结束阅读选择过程的时间点作为结

束计时点,得到被试对十篇数字论文阅读选择过程

的总时长,除以论文数量,得出每篇论文的平均感知

时间,统计出所有被试每篇论文的平均感知时间之

后,按照性别分组计算平均值,得到男生每篇文章平

均感知时间为１分２２秒,女生每篇文章平均感知时

间为２分２２秒,女生比男生多１分钟.可见,在数

字期刊论文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感知点数量,还是

对每篇论文的感知时间,女生均高于男生,说明女生

在数字论文阅读选择时的感知更为细致,分配的认

知资源更多.
根据图２对不同性别被试感知时间的差异比较

数据,可以发现,男生感知十篇论文的平均时间在

１１—１５分钟的比例最高,为３８％;其次是１—５分

钟,６—１０分钟,各占１５％.女生平均时间在１６—

２０分钟的比例最高,为３７％,其次是６—１０分钟、

１１—１５分钟,分别为１３％.此外,阅读时间在４１分

钟及以上的被试均为女生.总的来说,女生群体平

均感知时间长于男生.对男生的录音材料进行分析

后发现,这些被试大多只关注论文标题与摘要部分,
以了解文章主题内容为目的,不会对摘要中的内容

图２　不同性别感知时间差异图

进行深入了解,遇见疑问也多选择直接忽略,如某位

被试在阅 读 摘 要 时 遇 见 “整 合 式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UTAUT 模型)”这一较为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时

说道:“这个模型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不会深

入了解,我只需要知道这篇文献用了一个模型就

好”.而女生的录音数据则显示,这些被试不仅关注

点较多,而且对于关注部分的阅读较为细致,一边阅

读一边会对文献进行思考,尝试以个人认知结构对

新接触文献进行理解,如面对上面同一问题,某位关

注时间长达４６分３０秒的被试则选择来到文献的结

论部分,对构建的模型及相关阐述文字进行深入阅

读,直到大致了解该模型的意义及实际运用情境才

结束阅读,最终作出判断,该文献属于她想要深入阅

读的文献.克拉珀(Klapper)将“选择性意识”分为

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个阶段[７].
可见,关注时间较短的群体在进行阅读选择时,仅仅

停留在选择性注意这一阶段,而时间较长的群体在

进行阅读选择时,不仅仅对文献内容进行感知,还会

结合自我认知结构,尝试进行理解,这已经进入“选
择性意识”中的选择性理解阶段.

实验数据(图３)显示,专业背景对于被试的感

知点差异有较大影响,社科学科背景与理工学科背

景被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感知点分布方面.虽然不

同专业学生均会关注标题、摘要,但是其他感知点存

在一定差异.理工科学生对论文中的图表和结论部

分的感知比例远高于社科学科学生,根据测后访谈

资料,他们认为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什么、怎
么实现的,以便自己可以模仿别人进行相关研究;而
社科专业学生对研究设计、关键词、作者、参考文献

的感知比例远高于理工科学生,根据测后访谈资料,
他们认为了解一篇文章的研究思路对于形成自己的

研究思路较为重要.此外,社科类学生关注的感知

点数量略多于理工类学生.

图３　不同学科背景感知点差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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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阅读需求对关键感知点的影响

本次实验在被试开始阅读选择前提供如下提示

语:您在毕业论文撰写中需要找出与“阅读”主题相

关的论文进行阅读,下面是与该主题相关的十篇文

献,请您通过对十篇文献的浏览快速选出您想要进

一步阅读的文献.该提示语给予被试自由发挥的空

间,鼓励被试根据这一主题,为自己假设更为细致的

研究目的(需求),以分析阅读需求对于注意力分配

(感知点)的影响.
对被试的录音材料进行分析,可将他们阅读论

文的需求分为三类:第一类需求为选题及了解某一

概念,这类被试一般较为关注“研究背景”以及“研究

综述”部分,因为这些内容可以帮助用户了解文献主

题的概念、发展现状、是否是研究热点等等;第二类

需求为学习论文的研究方法,如其中一位被试假设

“哪些论文是目前我可以模仿的”为自己的选择目

的,于是在关注每篇文献标题、摘要之后,主要看论

文的研究方法,她提到:“这篇文献是用实验法进行

调查的,一看就不是我能做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细

看了”;第三类需求为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此类被

试一般比较关注“研究设计”部分,通过对论文设计

的解读来学习论文的研究思路.
３．２．４　信息量对关键感知点的影响

用户的关键感知点不仅受个人特质、当前意愿

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感知点所含信息量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次实验数据显示,感知点包含

的信息量大小会对用户能量分配产生影响.由于对

每篇文献所包含的信息量进行量化较为困难,笔者

列出两篇信息量有明显差异的典型摘要(第５篇、第
７篇),对５６位被试在这两篇摘要上花费的平均时

间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对录音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第５篇论文,用户阅读摘要平均时间为１０秒,甚
至有２位被试直接略过该摘要,没有进行阅读,测后

访谈中他们分别提到:“这篇文献较为简单,我通过

标题基本就了解该文献的内容了.”“这篇文章的摘

要几乎没说什么东西,所以我直接略过了.”而第７
篇论文,用户阅读摘要平均时间长达５４秒,有３位

被试在阅读到该摘要提到的模型后选择对照文献中

的模型图进行阅读.可见,感知点的信息量会直接

影响用户对其认知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用户关键

感知点的数量及顺序等.

４　对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的启示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阅读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

会的主流阅读形式.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显示,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上

升迅速,２０１７年达到７３％[８].随着公众数字阅读行

为的普及,数字出版、数字教育、数字传播、数字文

化、数字图书馆等数字阅读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但
也遇到新的挑战.数字环境带来的海量庞杂内容给

用户带来了甄别、选择的困境,需要图书馆等数字阅

读服务推广机构适当承担“选择代理人”的角色.在

数字环境下,用户选择与使用数字读物的个性化和

自由度空前提升,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导致数字资

源的用户接触率高但利用率低,如何吸引用户的注

意力,提高数字读物的利用率,就成为图书馆等数字

阅读服务机构的紧迫任务.
用户对数字读物的感知、评判、选择行为是其利

用数字读物的前提,基于用户的阅读感知行为特征

开展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有助于图书馆等数字阅

读服务机构更好地帮助用户识别、评价、选择数字读

物,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
(１)对用户的阅读感知(点)行为进行研究,有针

对性地开展阅读服务与推广

认知资源理论揭示了人的注意力的有限性和选

择性,在数字读物选择过程中,用户不可能全面感知

数字资源,只能关注部分关键感知点.因此,数字读

物的生产者、中介服务者都应遵循这一规律,对用户

的阅读感知行为进行调研,了解用户在选择数字读

物过程中的关键感知点,以便在数字读物生产和服

务过程中对关键内容进行表达、(提炼)揭示,提高数

字读物的传播与利用效果.
除了表达、揭示适用于用户自评的感知点,如文

章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部分试读等,图书馆等

数字阅读服务机构还可以借助他评的感知点,比如

其他用户的评论、推荐、阅读排行榜、专家推广语等,
帮助用户提高数字读物选择的效率与效果.

(２)重视用户的个性特质对其关键感知(点)行
为的影响,开展个性化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

用户的个人特质、当前需求等对其注意力分配

有影响,不同用户、同一用户不同时期对文献的感知

点也不一样,图书馆等数字阅读服务机构需要对此

进行调研.本文的实验研究显示,不同学科的大学

生对于论文的关键感知点差别较大,理工科专业学

生更加注重具体的图表及结论等部分,而人文社科

类专业学生更加注重整体研究设计.因此,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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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字阅读服务机构应当提供有区别的个性化服

务,数字阅读服务机构应该根据用户近期阅读行为

数据构建用户需求“画像”,特别是提炼、揭示用户近

期有需求的关键感知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

服务.
(３)注重关键感知点呈现方式与形式的设计,提

高其易感知性

认知加工资源与唤醒水平呈正相关[９].为提高

用户对数字读物的感知效率,数字读物的生产者、中
介服务者应对其关键感知点进行设计,不仅需要在

内容上对应用户的需求,还应对其呈现方式与形式

进行精心编排.
在感知点的呈现方式上,要尽量从用户角度,基

于用户熟悉的语境、情境等表达感知点信息,便于让

用户产生共鸣.学术期刊等生产机构应提高对论文

写作规范的要求,图书馆等数字阅读服务机构可以

基于用户需求对数字读物的关键感知点进行提炼、
组合、优化,促进用户对数字读物内容的感知.

在感知点的表达形式上,要尽量生动、简洁,尽
量接近用户,利于用户感知、接受.相关研究表明,
用图表来表达复杂的结构比使用语言效率更高[１０].
目前,一些学术期刊已经开始采用图片和视频摘要

等可视化方式来介绍科研论文,旨在帮助用户快速

理解论文主要信息,更快识别出与自己研究兴趣相

关的论文.一些事实也证明,这种可视化方式的确

可以提高论文内容的能见度,吸引用户进行进一步

阅读.图书馆等数字阅读服务推广机构可以用可视

化的方式来展现关键感知点内容,制作图片摘要、视
频摘要等,以提高用户对读物内容的感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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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KeyPerceptivePointsinSelectiveBehaviorofDigitalReadings
PengAidong　CaiXiaoyu　MaoYihong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digitalreading,digitalresourceshavegraduallybecomean
importantsourceofusersaccesstoknowledge．Intheprocessofselectingdigitalreadingmaterials,the
limitedallocationofcognitiveresourcescausesuserstonotfullyperceivedigitalresources,andto
determinewhetherdigitalresourcesmatchindividualneedsonlybysomekeyperceptionpoints．Thispaper
takesthedigitalacademicperiodicalsasanexampletoconductexperimentalanalysis．Theresultsshowthat
collegestudentshaveselectiveattentionintheselectionprocessofdigitalpapersbychoosingtitle,
abstract,researchdesign,conclusion,periodicalname,keywords,catalogues,chartsandotherimportant
contentsinthepapertoperceive．Gender,professionalbackgroundandotherpersonalcharacteristics,as
wellasthecurrentreadingneedshaveanimpactoncollegestudentskeyperceptionpointsintheselection
processofdigitalacademicjournals．Digitalreadingserviceinstitutions,suchaslibraries,shouldcarryout
digitalreadingserviceandpromotionbasedontheusersreadingperceptionbehaviorcharacteristics,help
usersidentify,evaluateandselectdigitalreadings,andthusimprovetheutilizationofdigitalresources．

Keywords:DigitalReading;DigitalReadingMaterial;Perception;Selection;Reading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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