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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青年空间”APP的阅读推广新模式
∗

□段梅　顾文娟　李明媚

　　摘要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对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做好高校阅读推广工作进行了研究,在读

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青年空间”APP的新型阅读推广模式.通过“青年空间”APP将多

个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读书活动联盟平台,实现阅读资源的共享,服

务全国的读者.并且针对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推送切合大学生读者个性需求的阅读内容,使得

阅读更加系统、高效,从而实现大数据下的个性化、精准化阅读服务.
关键词　移动阅读 APP　读书活动联盟　个性化与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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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

　　第１５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１]结果显示,我国成

年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５９１％,其中数字化阅读方

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７３０％,正在逐年上升.基于

此,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研发移动阅读 APP,结合

高校读者的阅读需求,通过 APP后台的大数据分

析,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阅读资讯;并提供

“线上”与“线下”并行的阅读推广模式,更高效地提

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促进读者的阅读效果;最后整合

全国多个高校的阅读资源,服务全国读者.

１　移动阅读

１．１　移动阅读的特点

移动阅读以移动终端为平台,进行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等信息的阅读交流[２].移动阅读的显著

特点包括便捷化、社交化和个性化[３].其便捷化在

于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
能充分利用乘坐地铁、公交和睡觉前等的碎片化时

间阅读.同时也更加注重阅读的社交化,读者通过

评论功能抒发读书感想,以书会友,共享读书心得.
同时,通过后台采集分析读者的浏览记录和社交数

据,移动阅读也可以实现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推送

服务.

１．２　商业的移动阅读 APP
移动阅读 APP作为移动阅读中信息传播的载

体,为读者提供了文字、视频、音频等阅读服务,已经

成为移动阅读最重要的服务模式[４].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商业的移动阅读的 APP可

以分为资源类、用户类、技术类、电商类等多种类

型[５].资源类的阅读 APP大多来源于原创网络文

学资源.例如书旗小说,注重书籍搜索、在线阅读等

功能;用户类阅读 APP由已经聚集大量用户的公司

开发,例如 QQ阅读、豆瓣阅读.其版块设置注重展

现精品资源,并且侧重用户的评价与互动体验;技术

类的 阅 读 APP 是 由 阅 读 公 司 研 发,例 如 掌 阅

iReader,注重阅读的各类场景设置,提高阅读体验;
电商类主要由电子商务网站开发,例如当当云阅读,
除了涵盖常见的社区、书架功能外,更侧重向用户推

荐折扣等购买类信息.
这些市面上广为流通的商业阅读 APP的开发

者各不相同,开发的目的和侧重点也不同,但是却存

在着较为普遍的缺憾.一方面,从商业利益的角度

出发,市面上的部分 APP的内容缺乏有效监管,存
在大量低俗、颠覆主流价值观念、言过其实的信息及

书籍资源;另一方面,许多常见的 APP更侧重个人

阅读,虽然建立网上“阅读社区”,但用户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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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方式比较单一,很难实现有效互动.

１．３　高校的移动阅读 APP
从高校内的阅读推广的角度出发,商业的阅读

APP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

高校读者需要获取与自身相关的阅读资讯,例如:图
书馆的某本书的借阅情况、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

信息;另一方面,线上的阅读需要与线下的阅读活动

结合起来,读者可以参与周边的读书活动,与兴趣相

投的人一起交流.而这些需求是商业阅读 APP很

难满足的.
因此,许多高校图书馆均已研发或开通 APP,

为在校的学生提供阅读推广服务,从开发途径而言

主要分三种:
(１)与第三方联合开发 APP.
通过与一些技术公司联合开发 APP,为读者提

供阅读推广服务,这是图书馆 APP服务的主流.例

如,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与江苏

汇文软件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掌上图书馆”APP;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与北京掌图科技有限公司合

力开发书蜗 APP服务平台[６].
此外,许多高校与超星公司合作[７],其服务模块

和超星 WAP版并无多大差别.这种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节约了开发和运行成本.但是,由于共用一个

服务平台,功能同质化严重,而具有馆藏特色的图书

资源和服务无法有效展示.
(２)依托校园 APP开展图书馆服务.
部分高校为方便校园日常管理和教学服务,专

门研发针对本校的校园 APP,在校生通过绑定学

号、姓名等个人信息后可以实现校内新闻查看、课表

信息获取、课程成绩查询等功能.图书馆可以将阅

读推广服务嵌入到校园 APP平台中,在二级菜单里

呈现.
此种类型的 APP大多只提供借阅查询、书目检

索等基础性的图书馆服务功能,缺乏深层功能的开

发,只能满足在校生基本的查阅和检索需求.
(３)独立自主开发 APP.
独立开发的阅读 APP建设空间较大,在独立开

发的图书馆 APP中,除了传统的馆藏查询、学术资

源、书单推荐等基本功能外,可以依据高校图书馆的

馆藏特色和读者需求进行建设.但是受限于技术及

管理,独立开发 APP的高校图书馆并不多[８].
基于对商业及高校阅读 APP的调研,南京理工

大学图书馆独立自主研发了“青年空间”APP.首

先,通过与校图书馆的数据库对接,APP可以获取

馆藏书目的基本信息和借阅情况,这其中涵盖市面

APP上很少呈现的与高校所设专业相关的书籍;此
外,为了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图书馆推出读书会

活动,也邀请了国内许多其他高校的读书会的加盟,
借助APP将其组建成一个阅读社区,实现线上线下

并行的方式,为全国的读者提供服务;此外,为了实现

个性化、精准化的阅读推广服务,APP通过对后台大

数据的分析,及时向读者推荐其感兴趣的图书、活动;
最终,围绕着“青年空间”APP,图书馆提出并实践了

这种新型的阅读推广模式,接下来将详细介绍.

２　“青年空间”APP介绍

２．１　APP的设计思路及功能

为进一步实现基于读者需求的阅读推广服务,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关于读者个性化阅读需

求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７０．０７％的人在手机上装

有１－２个与阅读有关的APP,传统的读书时代已渐

渐远去,手机俨然变成了大家的移动书房.另外,针
对阅读 APP的推送内容,除了新书推荐、主题阅读、
阅读排行榜之外,读者们期待书评、读书会共享书目

等版块的出现.

图１　“青年空间”阅读APP的基本框架

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研发

了移动阅读 APP———“青年空间”APP,其研发的思

路如图１所示.APP共分为３个体系,包含诸多功

能,经过融合后,划分为４个用户可见的版块.
“阅读体系”即满足读者对阅读资源的获取,由

读书会与微阅读两部分组成.其中读书会部分,

APP集成各高校的读书会资源,形成一个网络阅读

社区;书目信息部分,读者可以查阅南京理工大学图

书馆的馆藏书目信息.
“评价体系”即读者对于读书会及馆藏书目的一

些评价,由微会评和微书评两部分组成,读者参加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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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或阅读了相应的书目之后,可以对该读书会

和书籍进行评价.
“反馈体系”即“青年空间”APP后台在收集读

者的评价后,对信息进行搜集和分析,推出微榜单、
微消息.微榜单上会及时呈现倍受好评的书籍以及

读书会团体.同时,APP后台将对读者个人的兴趣

爱好进行分析,利用微消息为读者定向提供私人定

制的阅读资讯.

２．２　APP的版块介绍

APP的功能实现之后,从读者使用习惯的角

度,将这些功能重新整合、分组,最终设置了４个版

块,分别是“首页”“读书会”“书架”“我的”,每个页面

的功能各有不同.另外,为提升用户使用体验,APP
也拓展了网络论坛.

(１)首页.
首页发布最新的活动信息和文章,包括各个读

书会的读书活动、用户发表的优秀读后感、好书推荐

以及用户发起的好书品读活动等.
(２)读书会.
读书会版块通过建立网络同步交流平台,打破

地域和时间限制,将各高校的精品读书会联合成为

一个整体.各高校读书会在获得管理权限后,可自

主地在青年读书空间 APP平台上实时更新读书会

信息,并进行直播.从而为读者提供主题各异、形式

多变的读书活动,供读者选择.
如图２所示,读书会版块实时发布各个加盟的

读书会/阅读推广活动的新闻报道,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从当前页面的链接进入活动现场,收听或者收看

活动.此外也可以参与现场互动,读者可以跟帖交

流讨论,使阅读感悟再次升华,还可以通过点赞的方

式评价回复内容,系统自动将所有回复以点赞次数

排序,依次显示出来.
(３)书架.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为“青年空间”APP提供

了丰富的电子资源.书架栏目中设置书籍推荐专

栏,APP分学科、分专业、分时段制定不同的阅读主

题,定期推送精心挑选的书籍,同时也会收集各类好

书榜单并推送给读者.
为增加 APP的实用性,书架管理模块与图书馆

的馆藏目录对接,读者可以通过此页面看到自己在

图书馆的借书情况和图书馆借阅榜单.点击图书,
则进入图书详情页面(见图３),此页面提供书籍本

身的信息,包括书名、出版社、出版年、借阅状态、作
者,以及豆瓣简评、ISBN等分类信息.同时,系统为

加盟读书会学校图书馆的书目馆藏都预留接口,以
便为各高校读者提供服务.

(４)我的.
在个人界面中,用户可以进行登录、退出或修改

密码等操作;同时可以在该页面查看积分、收藏和发

帖记录.读者可以收藏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和读书

会,系统将推送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书目和相关主题

的读书会.
(５)论坛.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青年空间”APP创建了网

络论坛.在论坛上除了可以进行阅读、评论、收藏等

操作外,还可以进行文章的编辑和发表.

图２　“青年空间”APP的读书会版块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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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青年空间”APP书架版块

３　基于APP的阅读推广新模式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推出并实践的阅读推广新

模式———结合 APP的“青年空间”读书会.读书会

创始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精心策划,开展“共读一本书”
活动,共读图书包括名人传记、经典著作、励志故事、
心理健康指导等[９－１０].

２０１６年,在读者调研的基础上,图书馆研发了

阅读 APP,并将其与读书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的新型阅读推广模式.
首先,读 者 在 手 机 等 移 动 终 端 下 载 并 安 装

APP,通过 APP的读书会版块了解每一期的阅读主

题.此外,系统也会搜集和分析读者的阅读喜好,向
读者推荐其有可能感兴趣的图书、读书会活动.

随后,通过纸质本、电子书等各种途径阅读后,
读者可以在 APP的书架版块,简短地表达自己的阅

读体会.当评论到达一定数量时,系统会置顶一些

精彩的评论,供读者参考、讨论.
之后,按期参与读书会活动,分享共读一本书的

经验与体会.由图书馆老师在场引导,加深读者对

作品的理解和引起共鸣,通过阅读交流使同学们对

于同一本书的领悟又上升到新的层次.不能到场参

加的读者,可以通过 APP的视频链接,现场收听读

书会的情况.
目前图书馆组建了专门的运营团队负责 APP

的日常运营和维护.截止到投稿日期,APP投入使

用已经有１８８天;共有“南理工青年读书空间”“郑州

大学读书会”“南邮读书会”“绿茵读书会”“武汉大学

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２４个高校图书馆和读书

会入驻;共开辟７个阅读板块,发表文章３６３篇;积
累用户上百人,阅读量达到８２４７次,互动量达到百

余次.此外,线下的读书会活动也定期举办,场场

爆满.

４　基于APP的阅读推广模式的特色与优势

(１)方便快捷,简洁实用.
“青年空间”APP不超过１０MB,所占内存极小;

但是功能齐全,操作流畅.APP与图书馆馆藏目录

对接,在此平台不仅可以查阅书籍的借阅状态和图

书馆借阅榜单,还能以书会友,进一步交流读书感

想,共享读书心得.同时,APP定期推送精品书籍,
感兴趣的读书会与书目均可收藏.

(２)线下线上并行,打造阅读新模式.
“青年空间”APP是高校读书会的有力宣传通

道.APP上提前推出读书分享活动,方便读者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主题与书目,从而现场参与或者

网络收听直播,活动结束后,讨论与交流可以在此平

台上延续.使得读书会的活动不仅局限于一个房

间、一群人或一小段时间,进一步扩展了阅读的时间

和空间,也扩大了读书会的影响力.
(３)将各个高校读书会有机结合,建立读书会联

盟平台.
“青年空间”APP通过广泛推广,集成了各色读

书会和各个图书馆的优质阅读资源,极大拓展了

APP的使用价值.目前该 APP的推广应用已被列

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大学生阅读委员

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计划,未来将有更多高校的精品读书

会进驻,为全国的读者提供不同主题的读书会活动.

APP共享读书会资源和书籍资料,丰富了学生的阅

读体验,从而加强各学校、各读书会、各用户之间的

文化交流,实现阅读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４)利用大数据,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阅读服务.
“青年空间”APP的后台程序可以搜集读者下

载电子资源、读书会“线上”参与以及书籍的评价等

各种不同的数据.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将这些数据

进行收集整理、挖掘分析,提取出读者的个性化需

求,以更准确地获取读者的兴趣偏好,并根据读者兴

趣有针对性地主动做好阅读推广服务工作,不断调

整阅读的推送内容,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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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有助于实现图书馆阅读推广

研究向精准化和智慧化发展,形成系统、高效的阅读

推广应用模式;另一方面,大数据系统为读者提供更

为精准的服务,提高读者的用户体验.

５　结语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纸质媒体阅读转向

新媒体阅读.阅读方式的改变推动着阅读推广方式

的改变.利用 APP进行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平常,而
阅读推广系统的人性化和智能化,将成为阅读类

APP的发展方向.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正是看到

了这样一种趋势,结合 web２．０理念和大数据技术,
进行了创新试验,研发“青年空间”APP,并基于“青
年空间”APP研究阅读推广的新模式.

目前,这种新型阅读推广模式已经进入实践阶

段,但是还需要在未来的使用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未来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１)多种形式宣传,吸引更多读者.
线上宣传与线下宣传相结合,在图书馆微信平台、

图书馆官网进行“青年空间”APP的宣传,同时在校内

宣传栏张贴海报、印发传单进一步推广APP.
(２)邀请更多高校读书会加盟,形成更大的资

源库.
与更多的高校图书馆合作,集成读书会资源,为

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阅读资源.同时密切联系各高

校图书馆,将大学生阅读推广平台建设得更出色.
(３)引入积分管理,提高用户参与读书会的积极性.
制定阅读积分规则,调动读者积极性.例如,每

发帖１次积４分,每被跟帖一次追加１分,上限３０
分,每评论一次积１分,一天上限１０分,如果帖子被

收藏,积２分.累计的积分可以在图书馆换取不同

的阅读资源.引入积分制管理,更好地调动用户发

帖、评论的积极性,向大家分享自己对书的见解,通
过进一步交流,以深入感悟书籍.

(４)完善 APP的运营机制,维持网站秩序.

APP运营团队进一步完善 APP运营机制,管
理员必须加强对发帖内容及评论的监督,共同维护

网站和谐.
(５)改善 APP的稳定性、美观性和实用性.
定期收集读者的反馈,根据用户的需要实时调

整 APP的界面,增改 APP的版块.同时保障 APP
的稳定性和读者操作 APP的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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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ReadingPromotionModelBasedontheYouthSpaceAPP
DuanMei　GuWenjuan　LiMingmei

Abstract:Thelibraryof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carriedoutastudyonhowtopromote
readingactivitiesamonguniversitystudentsundertheenvironmentofbigdata．Basedonusersurvey,anewreading
promotingmodel,theYouthSpaceAPP,wasproposed．WiththeapplicationoftheYouthSpaceAPP,itmakesit
possibletosharethereadingresourcesbycombiningallthelibraryresourcesofmanyuniversitytogether,and
henceservethereadersalloverthecountry．Meanwhile,withthehelpoftheAPP,universitylibrariesareableto
providepersonalizedreadingmaterialsaccordingtodifferentneedsofreaders．Bydoingso,thereadingactivitiescan
becomemoresystematicandefficient．Thus,itishopedthatapersonalizedandaccuratereadingservicecanbeaＧ
chieved．

Keywords:MobileReadingAPP;ReadingActivities;PersonalizedandAccurateReadingService

０８

基于“青年空间”APP的阅读推广新模式/段梅,顾文娟,李明媚

ANewReadingPromotionModelBasedontheYouthSpaceAPP/DuanMei,GuWenjuan,LiMing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