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与服务

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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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交网络扩大用户获取信息来源，而信息偶遇作为用户信息获取的一种特殊形式，探究其在社交网
络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信息偶遇领域进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影响社交网络
用户信息偶遇状况的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信息因素，构建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提
出10个研究假设，使用PLS分析样本数据并验证模型假设。结果表明，情绪状态等6个变量对信息偶遇有显著正
向影响，信息需求和环境状况感知对信息偶遇有显著负向影响，信息的多样性、质量对信息偶遇没有显著影响，
并基于此提出图书馆在社交网络提供信息服务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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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需信息[3]，不仅提高用户信息获取效率，还弱化信息茧

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ervice，SNS）是基于

网络下的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是用户信息

网络的一项服务，其允许个体在封闭系统内建立公开

行为研究领域热点问题，对其进行探究有利于启发用户

或半公开的个人文档，并清晰地列出与个体有关联的用

及信息服务机构从发生过程出发思考提高信息偶遇能

户；在此基础上，个体可浏览自身以及关联用户的各种

力的可行办法，促进信息偶遇有效利用，提升信息获取

房现象，促进个人信息素养和知识水平的提高 [4]。社交

[1]

链接 。社交网络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信息交流方式，其

的效率及满意度。

发展为信息交流与获取提供新途径，并逐渐成为用户
信息搜寻与获取的重要来源。然而，用户在社交网络除

2 理论回顾

积极主动、有目的地进行信息浏览、查寻、交互外，还会
在无意中遇到对自身有用或者感兴趣的信息，即信息偶

图书情报领域 在 20世纪6 0 年代提及信息偶遇现
象，于20世纪90年代信息偶遇引起学界较广泛关注[5]。国

遇行为。
事实上，信息偶遇作为一种被动的信息搜寻与获取

内对信息偶遇的研究始于2009年，自潘曙光引入其概

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如在图书馆阅览时无意

念[6]，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学者逐渐关注信息偶遇行为，

发现感兴趣的书籍等。随着社交网络逐渐成为信息时

研究角度主要包括概念辨析、类型划分、过程探究、特

代重要组成部分，用户信息搜寻行为呈现的动态、非线

征归纳、发生机理等。

[2]

性的复杂交互 ，与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用户
[1]

一般认为，信息偶遇由Erdelez正式提出，认为信息

使用社交网络心理诱因的多样化相交织 ，促使信息偶

偶遇是在未预期的情景中个体意外获得感兴趣信息或

遇行为在社交网络环境中频繁发生，并随着信息加速

可用信息的现象 [7]。此外，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定义

流动而日益复杂。信息偶遇以他目的或无目的性、出乎

信息偶遇的研究，如被动信息搜寻模式说 [8]、信息获取

意料、自动获取为核心特征，是一种低成本和相对高收

特殊形式说[9]；还有从行为者的主被动性、目的性、信息

益的信息行为。用户通过信息偶遇行为常能意外获取所

需求、价值、特性等方面阐释信息偶遇概念[10]。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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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偶遇定义为一种信息获取行为，并指出信息偶遇
[6]

信息偶遇而言，个人能否识别未知而有用的信息至关重

的两个维度为低参与度和低期望值 ；俞碧飏通过实证

要，个人特质将影响其感知能力[34]。在现有国内外研究

研究指出信息偶遇的内涵辨识是低参与和低预期，以他

中，对个人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3]

目的或无目的性、出乎意料、自动获取为核心特征 。总
之，信息偶遇是一种他目的或无目的性，意外或偶然发生

3.1.1 情绪状态与人格特质

的对行为发生主体有一定价值的信息被动搜寻行为。
信息偶遇包括注意阶段、停驻阶段、检验阶段、摘

情绪状态、人格特质等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个人因

取阶段与返回阶段，其中用户在摘取阶段可能出现分

素会对信息偶遇产生影响。情绪状态和人格特质分别

享、使用或存储三种信息利用形式，在随后可能“返

反映了用户在信息环境中短暂性 及长久性的精神状

回”到原有任务或进入“结束”阶段。从用户感知角度

态。Mer ton等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会使得某些用户更

出发，信息偶遇可分为六个阶段，从用户思维准备、意

易于发生信息偶遇[35]。如Pickering[36]、Heinström [37]、

外事件发生、进一步认识信息潜在积极作用、进一步确

Mc C r a e [38] 、A sht on [39] 等的研究均证实外向性格有

定偶遇作用、明确作用并有所行动、用户评估信息偶遇

助于信息偶遇。E r d e l e z [ 9] 、Mc C r a e [ 3 8 ] 、A m i c h a i -

效果和影响结束，中间三个步骤循环往复，直到用户评

Hamburger[40]等的研究则强调个人对新事物接受度、开

估信息偶遇效果和影响结束[4]。

放程度对信息偶遇的正面影响。Jiang[41]、郭海霞[20]、田

关于信息偶遇的发生机理，Erdelez将影响信息偶

立忠[14]等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好奇心对信息偶遇的促进

遇的因素归纳为用户、环境、信息和需求[9]，后又提出信

作用。此外，在针对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偶遇研究中，个

息用户、信息环境、前景问题和背景问题四个维度

[11]

；

Björneborn提出信息偶遇与用户、环境密切相关，两者

人链接已有信息和自身经验、知识的创造性、批判性思
维能力也被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19]。

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信息偶遇的发生[12]；王靖文等国内

同时，情绪状态对信息偶遇的影响也在部分研究中

研究者也从上述一个或多个方面对信息偶遇的影响因

被证实。Heinström的研究证实当用户处在正面、积极的

[13]

素进行研究 。就个人因素而言，田立忠 、李儒银 、

情绪状态时更容易发生信息偶遇[37]。处于挫败、迷惑、不

Solomon [16]、Makri [17]等从不同人群的个人特质出发对

确定等负面状态时，情绪与信息偶遇呈负相关[29]。王知

信息偶遇情况进行研究。环境因素与信息因素常同时进

津等认为用户情绪会影响信息偶遇这一“非线性检索”[42]。

行研究，有学者通过开展访谈、问卷等社会调查，结合阅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1和H2。

[18]

[14]

[19-22]

读 、网络浏览
社交媒体

[26 -28]

[12]

[15]

、实体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23-25]

、

等不同情景，探究具体条件下信息偶遇

行为的影响因素。此外，还有学者将信息偶遇应用到其
[29]

他研究领域，如Erdelez 、Stewart
学

[32]

[30]

、王娩娩

[31]

、张福

H1：社交网络中用户的情绪状态对信息偶遇有显著
正向影响。
H2：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人格特质对信息偶遇有显著
正向影响。

等将信息偶遇作为一种重要而高效的信息获取方

式，结合信息素养与信息偶遇开展研究[33]。

3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3.1.2 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是信息行为的基础和动力，信息偶遇作为
是用户信息行为的一种，由其内在信息需求作为驱动。潘

大部分信息偶遇影响因素研究围绕个人因素（信息

曙光认为，信息偶遇促使用户明确并满足自身需求[6]；俞

偶遇主体）、环境因素（信息偶遇发生背景）、信息因素

碧飏认为用户潜在的、不明确的信息需求会影响信息偶

（信息偶遇客体）三个方面开展，因此本文围绕这三个

遇[3]；郭海霞认为不同时间点的信息需求促使信息偶遇

方面进行模型构建。

的发生[20]；Lu研究用户导向的社交网络信息偶遇情况，
发现短期的问题导向信息需求、长期的兴趣导向需求以

3.1 个人因素对信息偶遇的影响

及潜在信息需求都对信息偶遇产生影响 [43]。社交网络
环境复杂多样，用户通常兼有不同需求；在频繁的社交

个人因素是信息偶遇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之一。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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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户可能为满足他人需求，发生信息偶遇。综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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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假设H3。

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信息，促进信息偶遇发生。

H3：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信息需求对信息偶遇有正
向影响。

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使用户经常面对陌生环境，且
由于社交网络侧重于社交而非信息获取，用户通常对
其信息环境持有低期望值。而作为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3.1.3 信息素养

人们在社交网络活动中通常都是放松、无时间压力的，
因此也可能促进信息偶遇。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5和

一般而言，用户的信息素养越高，其对信息敏感度
越高，越能发现潜在的有用信息。用户信息获取能力决
定潜在信息的实际使用价值，从而影响信息偶遇的发
生；而信息分享的意愿会促进用户分享利他性的潜在信
息，产生信息偶遇行为。Erdelez等将信息偶遇模型与信
息素养模型进行结合研究
海霞

[20]

[21]

、田梅 、王靖文

[29]

[13]

，Jiang

[41]

、Nutefall

[44]

H6。
H5：社交网络中用户的环境状况感知对信息偶遇
有显著负向影响。
H6：社交网络中用户的环境心理感知对信息偶遇
有显著正向影响。

、郭

等也证实信息素养与信息偶

3.2.2 社交网络特性

遇的正向关系。因此，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信息偶遇受信
息素养的影响。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4。
H4：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信息素养对信息偶遇有正
向显著影响。

社交网络下的用户信息偶遇研究离不开对社交网
络与社交平台环境特征的探讨。一方面，用户社交行为
呈现某些相同特征（即社交特性）；另一方面，社交平
台借由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信息偶遇发生。

3.2 环境因素对信息偶遇的影响

Lu在社交网络信息偶遇中发现，社交工具并不是
用户信息获取的主要工具，信息获取也不是社交行为的

个人因素强调用户信息偶遇的内部因素，而用户在

主要活动 [43]。信息获取的附属性使用户在社交网络中

进行信息偶遇时必然处在特定环境。因此，结合本文的

的信息获取行为呈现“非线性”偶遇特征。社交网络中

研究范畴，选取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交网络的环境因素

的信息频繁交互，使信息来源和去向呈现多向化，信息

至关重要。

流通速率呈现高速化特征 [43]，一定程度上也对信息偶
遇有促进作用。

3.2.1 用户感知

Panahi指出社交网络平台通过用户数据收集、过
滤等机制给用户推荐潜在有价值的信息[27]，引发用户信

当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环境对用户心理
感受的影响。梳理其内容，可将环境中用户感知的类型
分为两类：环境状况感知和环境心理感知。

息偶遇。同时，社交网络给用户快捷的途径记录信息，
有助于用户信息偶遇。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7。
H7：社交网络特性对信息偶遇有显著正向影响。

用户环境状况感知主要包括对环境的陌生感和对
环境中信息获取的期望值两个方面。信息偶遇是一种伴

3.3 信息因素对信息偶遇的影响

随意外、惊喜感受的用户信息行为，因此如果用户对所
处信息环境不熟悉并对从中获取有用信息的期望值低，

信息自身的特质也被众多研究证实其对用户信息

则易产生对“意外发现”的惊喜，达成信息偶遇。潘曙

偶遇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信息的多样性、质量和明显度

[6]

光 、Sun

[45]

等认为低熟悉度、低期望值有助于信息偶

遇发生。

作为潜在变量。
信息的多样性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类型的信息选择，

用户环境心理感知指在特定环境下用户的心理感

信息内容、形式和来源的多样性能更好满足社交网络用

受，主要测量维度包括时间宽裕程度和放松程度。潘曙

户多种信息需求。杨敏[28]、Jiang[41]、McCay-Peet [47]等研

光[6]、田立忠[14]等认为时间越宽裕，用户发生信息偶遇

究均支持信息多样性对信息偶遇的正向影响。

概率越大，Webber

[46]

和毛振鹏

[25]

的实证研究也证实该

信息的质量（如可靠性、精确度、时效性）在一些

假设成立。此外，舒适放松的环境使用户更易关注细小

研究中被证实与信息偶遇有相关性。如潘曙光指出信息
2017年第6期（总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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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有助于用户信息偶遇[6]，田立忠指出信息来源可靠
[14]

是影响信息偶遇的重要信息因素 。

α>0.7，CR >0.8，AVE 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
同时根据反馈对问卷表述进行适当修改，最终确定正

信息的明显度表现为某些信息经过外形、位置的

式调查时采用的量表。

[47]

特殊处理，变得更为醒目 。同时，社交网络存在社交
互动，高人气信息会吸引用户从众，造成用户的信息偶
[25]

4.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质

遇 。综上，文本提出假设H8、H9和H10。
H8：社交网络中信息的多样性对信息偶遇有显著
正向影响。

2017年1月16—31日，通过社交网络（微信、微博、
知乎等社交平台）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44

H9：社交网络中信息的质量对信息偶遇有显著正

份（有效率96.1%）。本文获取的有效样本是量表题项
的5倍，符合统计学中研究的有效性标准[48]。

向影响。
H10：社交网络中信息的明显度对信息偶遇有显著
正向影响。

在回收样本中，性别比例较均衡；84.4%的用户年
龄为18—25岁，基本代表了社交网络主要活跃群体；
31.1%的样本经常使用社交网络，87.9%的用户较常使

3.4 模型构建

用社交网络，符合本文特定的研究背景。综上，样本代
表性较好可作为有效研究数据。

综上分析，得出本文采用的模型（见图1）。其中，个
人因素包括情绪状态、人格特质、信息需求、信息素养，环

5 数据分析

境因素包括环境状态感知、环境心理感知、社交网络特
性，信息因素包括多样性、质量和明显度。除环境状况感

5.1 信度和效度检验

知外，其余变量对信息偶遇状况有正向影响。
信度检验通常采用Cronbach’s α和（CR ）检验数
据的真实性，当Cronbach’s α和CR 超过阈值0.7时，认

⧟ຳഐ㍐
⧟ຳ⣦ߥ
ᝏ⸕

⧟ຳᗳ⨶
ᝏ⸕

⽮Ӕ㖁㔌
⢩ᙗ

的Cronbach’s α值的范围在0.700—0.871，CR 值的范

њӪഐ㍐
H5

ᛵ㔚⣦ᘱ

H6

H7

围在0.764—0.921，两者均超过0.7的阈值，因此量表具

H1
ӪṬ⢩䍘

有良好的信度。

H2

效度方面，所有测度指标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

ؑڦ䙷⣦ߥ

H3
ؑ䴰≲

为有较好的信度[49]。通过分析可知，本文所有潜在变量

的范围为0.581—0.812，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H4
H8

H9

的收敛效度。同时，根据AVE 平方根和潜在变量的相关

H10

系数计算结果可知可知，每一个变量的AVE 平方根值

ؑ㍐ޫ
ཊṧ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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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ᱮ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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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度

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本
文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5.2 假设检验及结果
对模型进行被解释方差R 2、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检
验。实验可知，信息偶遇状况的R 2为0.539，即模型可以
解释53.9%的变量，解释程度较好。显著性检验使用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 样本数 据。根据概 念

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方法，选取的抽样数为1 000，

内涵并结合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设计量表，以李克特

通过T 值检验其有效性。一般而言，T >1.96即可说明在

七级量表进行测度。在正式调查开始前，进行小规模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一变量对另一变量具有显著性影

的预调查，预调查的信度、效度均达标（Cronbach’s

响。最终假设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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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路径系数与显著性

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大作用。同时，人是社交网络构建的节点及组成部分，
其在社交网络的核心地位又进一步加强个人因素对用

路径系数

T值

显著性

情绪状态→ 信息偶遇状况

0.156

3.583

显著

人格特质和情绪状态是最显著性的一组潜在变

人格特质 → 信息偶遇状况

0.220

3.565

显著

量，人格特质是一种稳定长期的个人状态，而情绪状

信息需求 → 信息偶遇状况

-0.018

1.986

显著

态则是一种易变 短暂的心理状 态，这个 结论 证实了

信息素养 → 信息偶遇状况

0.079

1.995

显著

环境状况感知 → 信息偶遇状况

-0.011

2.197

Heinström等对信息偶遇心理因素的研究 [34] 。数据表

显著

明，具有开放性、好奇心及批判性思维的用户更易关

环境心理感知 → 信息偶遇状况

0.200

3.393

显著

注意外信息的发生。相较之下，情绪状态的路径系数

社交网络特性 → 信息偶遇状况

0.108

2.968

显著

略大于人格特质，说明用户发生信息偶遇行为时，情绪

多样性 → 信息偶遇状况

0.037

0.596

不显著

状态比人格特质的影响更大。因此，用户在探索搜寻

质量 → 信息偶遇状况

0.101

1.653

不显著

信息时，保持愉悦的心理状态可增加信息偶遇行为的

明显度 → 信息偶遇状况

0.146

2.369

显著

路 径

户信息偶遇的影响。

概率。
信息需求与信息偶遇呈负相关，表明社交网络中的

综上，由于信息多样性、质量和信息环境的未知导

用户原有信息需求越少，信息偶遇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向不显著，假设H8、H9不成立；由于信息需求与信息偶

这与原假设相反。可能原因是在社交网络用户没有特定

遇情况呈负相关，假设H3不成立，其他假设均成立。最

信息需求时，其行为目的性与指向性较弱，用户进行社

终的模型检验如图2所示。

交信息漫游概率及接受新信息的意愿相对较高，从而易
发生信息偶遇。
此外，信息素养对信息偶遇存在正向影响。信息素

⧟ຳഐ㍐
⧟ຳ⣦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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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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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0.079*

H6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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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0.108**

养高的用户更能发现潜在信息，挖掘信息的潜在价值。
为此，用户要注重培养信息偶遇意识，在发生信息偶遇
时对信息进行评估处理，并摘取、保存有利用价值的信
息。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可普及信息偶遇的相关知
识，加强对用户的信息素养教育，在社交平台推荐逻辑

ؑڦ䙷⣦ߥ
R2 =0.539

训练书籍、开展信息素养相关培训等，培养用户的批判
性思维与求知欲，增强用户对信息偶遇的意识，促进用

H8

H9

H10
0.146*

户信息偶遇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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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环境因素对信息偶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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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 ＜0.05，“**”表示p ＜0.01，“***”表示p ＜0.001。

图 2 模型检验结果

经模型检验，环境因素中的所有因素与信息偶遇
显著相关。这说明用户发生社交网络行为时所处的环境
对信息偶遇的产生有一定作用。
环境因素中最显著的变量为环境心理感知，这说

6 讨论与不足

明用户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感受是对信息偶遇影响最
大的环境因素。在时间宽裕、轻松的环境中，用户情绪

6.1 个人因素对信息偶遇的影响

稳定，能将其注意力分散给其他信息，由此扩大信息
源，利于发现潜在有用信息。对此，图书馆应积极创建

经检验，模型中所有个人因素均对信息偶遇有显著

适宜信息偶遇的虚拟空间以帮助用户产生信息偶遇。图

影响。信息偶遇是发生在人与信息间的一种信息作用机

书馆在社交平台给用户提供服务时，要注重对信息环

制，人作为信息偶遇的主体，其特质必然对行为产生重

境的搭建，对已有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争取提升信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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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力求柔和、亲切，使用户感到放

内容高亮、添加多个标签话题等），增强信息的标识度

松、休闲，没有时间压力和任务紧迫感，实现用户在图

和易获取性。

书馆提供的社交空间中自由探索。

本文对信息偶遇研究的影响因素提供实证研究支

此外，社交网络自身特性也对用户信息偶遇产生

持，并探索在社交网络特定环境下信息偶遇的影响因

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交网络环境下，信息流动快、交互

素，对于用户利用信息偶遇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及图书

性强，用户的信息获取范围得到扩展；同时社交网络通

馆从信息偶遇出发开展信息服务提供新思路。研究的

常由兴趣相投的人群组成，因此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更

不足在于没有降维得到更抽象的二阶潜在变量，从而

符合用户的兴趣与需求。图书馆要积极融入社交网络，

加强模型的层次性；且问卷结构没有使用心理学中成

为信息服务添加社交特色，不能只扮演信息传播者的

熟量表对人格特质等因素进行测度，未来研究可考虑

角色，而应该作为社交活动的组织者、社交行为的促进

独立研究心理因素与信息偶遇的关系；同时，部分变量

者、社交结果的鼓励者，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聚

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未来的研究可对不同影响因素间

集用户，促进交互，从而使用户在交互中获得信息偶遇

相互作用关系与某些特定变量的中介调节作用进行研

的机会。

究；此外，信息偶遇发生的不同过程可能受到不同因素

环境状况感知与信息偶遇呈负相关，这与有关研
究结果相符。在没有特定需求且预期较低的环境中，用

的影响，对信息行为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细分也可成
为未来研究的切入点。

户对所遇到的信息接受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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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s Information Serendipity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YANG YuKun, HUANG YeM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network expands user’
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serendipity, as a unique form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it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individual factor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informational factors,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ormation serendipity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10 hypotheses. Then the model was veriﬁed by PLS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244 validated samples. The result is that emotional
status and other 6 variables have signiﬁ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user’
s information serendipity, while information needs and environment situation perception have
negative effects. Information variety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show no signiﬁcance. Ultimately, several implications for library to improv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social network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utcome.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Us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Serendipity; Inﬂ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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