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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乡村居民的普遍采纳是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创新扩散与价

值实现的必要前提，本文旨在探究分析乡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采纳行为，通

过识别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加快推进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方法/过程】基于信息生态视角，本文从信息技术因素、信息人因素、信

息因素及信息环境 4类因素构建了乡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采纳意愿模型，以

650个北京市乡村居民样本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参与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结论】信息人、信息技术、信息

环境、信息等信息生态四类因子均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

态度，进而显著促进其采纳意愿。建议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者要以农民为

主体，通过改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适用性、提升农村居民数字化基础能力以及

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氛围，推动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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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sidents generally adop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rural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Explore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dop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n identify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its 

mechanism,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 digital cul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log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a rural resident 

adoption intension model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tor, information user factor, information factor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actor.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650 rural residents in Beij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 test. 

The study found that information user fact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tor,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actor and information factor contributed to enhance the use of rural residents’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attitude, thus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its adoption intension. Finally, some 

revelations were advanced to the rural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improv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rural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s,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basis and 

ability, and building a goo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tmosphere, and then to promote rur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Key words: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doption intension; information ecology; rural 

resident  

  

引言 

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建设数字社会

的重要内容。2002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中发挥的作用，先后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项目、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公共数字文化融合工程等工程项目，打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让公共文化服务飞入寻常“农户”家。截至 2017 年底，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覆盖全国 41家省级图书馆、486家地市级图书馆，服务辐射 2900多个

县级图书馆。截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设 230 多个不同层次的地方文化云、

12.5 万家数字化农家书屋，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为普惠便捷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1]。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农村居民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73.2%，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对数字文化服务有较高的接

受度。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出台的《关于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然而，受城乡数字化建设的不平衡以及村民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影响，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广仍有一定难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与产品整体利

用率与使用效果并没有达到建设预期[2-4]。根据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前期调查结果

发现①，尽管有 57.38%的受访村民有过利用互联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经历，但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应用中，仅 20.92%的受访村民使用过数字图书馆、

10.92% 的受访村民使用过数字博物馆。现阶段，“人人都聊天、九成短视频、八

成云政务、七成看新闻、六成看直播”已成为全国近 10 亿网民行为画像。在数

字经济时代，如何让村民“想参与、要参与、能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亟需

对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接受和采纳行为意愿进行分析，通过识别关键影响因

素及其深层次作用机制，据此提出推进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公共数字文化一般是指依托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驿站）、

数字美术馆、实体数字文化体验馆、公共文化全媒体平台等载体提供的公共文化

服务[5]。国内外学者主要以 TAM 模型、UTAUT 模型、ELM 模型、ECM 模型（信

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等计划行为理论领域较成熟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围绕数字

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公共文化云等某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用户

行为（包括使用行为、持续使用行为、信息规避行为、信息共享行为等）进行研

究[6-23]，研究的用户对象多为学生群体、普通用户以及公众等，识别出来的影响

因素大致包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信息质量、技术产品特性、感知有用性与易用

性、用户使用与满足态度、用户社交网络与社会资本以及城乡居民个体特性等。

如刘睿、韦景竹[6]基于 ECM-ISC 模型分析发现，有用感知、易用感知、享受感

知和期望确认感知，以及便利条件、社群影响、任务技术配适等，正向影响公众

对国家公共文化云 APP 的持续使用意愿。曹树金、王雅琪[7]以详尽可能性模型

（ELM 模型）和 TAM 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包含外围路径因素、中心路径因素等

潜变量在内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阅读推广文章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季中

洋等[8]研究发现用户的自我效能、结果预期、主观规范和网络外部性均显著影响

其智慧图书馆的使用行为意愿。Shivdas A
[20]等研究发现，认为 UTAUT 与 ISSM

模型的大多数变量均对印度偏远地区居民接受数字图书馆系统的行为意愿产生

                                                  

① 课题组于 2020 年 4-6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共调查村民样本 8679 人。 



积极的影响。Chang
[21]研究了高校图书馆数字学习平台持续使用意愿，利用结构

方程模型验证了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等因素对用

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也有学者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开

展研究，如王锰等[24]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用户感知模型，发现态度在

知觉易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行为意向中具有中介效应。 

然而具体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剖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行为意愿的实证研

究较少。仅有极少数学者针对农村居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规避行为、数字

图书馆使用行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行为等，如王锰等[25]聚焦乡村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用户信息规避行为，研究发现平台质量、服务质量、文化氛围直接引发用

户信息规避行为，其中平台质量还可通过用户素养维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用户

信息规避行为。王丽华、张闻佳[26]从用户信息接纳角度探讨农民对文化信息资

源的吸收与利用现状，认为农民对于公共文化信息的接纳行为受生活环境与秉赋

差异、职业需求与兴趣爱好、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获取能力、农村文化变迁与地

缘从众心理、信息吸收效果和信息处理能力等因素影响。Ravivenkat
[27]采用个案

研究发现，数字素养赋权农村研究生群体使用数字图书馆。由于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在农村地区起步较晚，村民的态度、认知、动机相对保守，进而影响了相关工

程的推进。因此，本研究将 TAM 模型的“使用态度”与信息生态系统相结合，

从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信息环境 4 类影响因素出发，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农村居民行为意愿模型，探索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对于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供给者的产品开发、资源配送、精准服务等实践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模型 

信息生态由西方学者 Horton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他认为信息生态是生

态视角下信息在组织内流动所产生的关系[28]。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研究信息生态，大多围绕信息、信息环境、信息技术与信息人四个要素展开，其

中信息人是核心因素、信息技术是主要手段、信息环境是重要条件，三者相互关

联不可分割[29]，由此，信息生态适宜于解释用户使用某项数字技术产品行为意

愿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立足信息生态视角，将 TAM 模型的“使用态度”纳

进来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农村居民采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影响因素结构方



程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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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采纳模型 

2.2 研究假设 

（1）信息技术因子的影响。根据信息生态理论，“信息技术”是指使用某项

信息技术或产品所具备的技术条件，本研究特指乡村居民使用的公共数字文化技

术产品（如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文化云平台、数字农家书屋

等）具备的基础条件，本文主要采用用户感知的网络基础设施满足性、数字化终

端设备的可获得性、技术指导的可及性等问项衡量。Venkatesh 
[30]、黄传慧[31]等

研究发现，技术性设施、技术设备可靠性与用户的使用态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Li
[32]的研究表明，用户所具备的技术便利条件越优越，其对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态

度越积极。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信息技术因子影响乡村

居民的使用态度。 

（2）信息人因子的影响。作为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因素，“信息人”是指使

用信息技术产品的用户，这里特指乡村居民。一般而言，信息人的主观感知、主

观能动性和实践能力是影响其数字技术使用的关键，而个人偏好、行为习惯等个

人因素，以及 TAM 中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 UTAUT 模型中的自我效能

则是影响信息人主观能动性与实践能力的关键因素[34,35]。由此，这里主要采用村

民公共数字文化产品使用习惯、村民公共数字文化产品使用经验，以及 UTAUT

模型中的自我效能、TAM 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等问项衡量信息人因

子，并提出假设 H2：信息人因子对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

作用。 

（3）信息环境因子对使用态度的影响。“信息环境”在这里特指人际影响因



素，即用户在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所具备的社会资本以及面临的社会影

响。Tella
[36]、Li

[32]、李武[37]等研究均表明，人际关系中朋友、同学、老师等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观点、态度、意见正向影响用户的使用态度，进而影响其使

用意向。Valenzuela
[38]、杨梦晴[39]、王若宸[40]等认为，在社会资本与社群影响作

用下，能够增强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积极使用态度。由此，本研究结合我

国乡村“半熟人”社会特征，主要采用村民周边社群关系、本村领导引领力以及

亲朋好友影响等题项来衡量信息环境因子，并提出假设：H3：信息环境因子对

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4）信息因子对使用态度的影响。“信息”主要指通过公共数字文化产品获

取的信息资源的质量，一般包括信息的相关性、有效性、可靠性、准确性、丰富

性、全面性、权威性等[9,41]。徐恺英[10]、孟猛[42]、魏群义[43]、Zhou
[44]等研究表

明，用户越能获得全面性、时效性、可靠性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越能对其使用

态度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由此，本研究拟采用村民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

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来衡量信息质量，并提出假设 H4：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的信息质量对村民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5）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使用态度因素最早出现于 TRA 模型，而

后 K.Mathieson
[45]、Kim 等[46]将其引入 TAM 模型中。借鉴 TAM 模型中对使用态

度的定义，本研究将使用态度定义为农村居民对于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所持有

的积极态度的程度。Miller 和 Khera
[19]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居民数字图书馆采纳行

为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通过使用态度影响使用意愿，进而影响使用行

为；魏群义[43]、Park 等[23]的研究均表明，公共数字文化的使用态度会对用户使

用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使用态度会对其使用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 

2.3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题项分为三个部分内容：一是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本情况，包

括村民的年龄、性别、收入、学历、职业、户籍、家庭电子设备拥有量、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知晓性等 8 问项；二是村庄环境特征变量，包括村庄距离县城距

离、村庄是否美丽乡村 2 个问项；三是村民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态度”、

“使用行为”、“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主要结构



变量的 26个测度项（见表 1）。其中结构变量的测度项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即

调查时受访者针对每个测度项按照是否同意该说法的程度在 1 至 5 中选择一个

整数回答，回答“1”表示“非常不同意”，回答“5”表示“非常同意”。 

表 1 变量测量题项 

信息生态因子 观察变量 题项内容 

信息 

IT1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获取的资源非常全面 

IT2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产品获取的信息资源非常及时 

IT3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获取的信息资源非常准确 

信息人 

IU1 学习使用公共数字文化平台获取资源对我来说很容易 

IU3 我认为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能满足我的需求 

IU2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操作方式简单、易学 

IU4 我有使用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办理过查询、预约等习惯 

信息环境 

IE1 周边的人都在积极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活动 

IE2 村内领导干部时常宣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IE3 我的亲戚朋友都推荐我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信息技术 

FC1 我拥有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数字化设备 

FC2 网络条件能够满足我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需求 

FC3 我能获得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使用的专门指导 

使用态度 

AT1 我认为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专业 APP 或平台很有必要 

AT2 我认为使用网络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是大势所趋 

AT3 我对我所使用过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评价很高 

使用意愿 

BI1 我未来会继续使用网络、手机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BI2 有好的读书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我会推荐亲朋好友使用 

BI3 我愿意使用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平台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作者委托专业调查机构 2020 年 4 月在北京郊区

对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按照居住在北京 13 个郊区所辖村庄的居民、每个

郊区收集 50 份年龄以 18 岁以上村民样本的甄别条件，共回收有效问卷 650 份。

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 19 个量表问项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其中

问卷总体的 Cronbach’s α 为 0.848，各维度 Cronbach’s α 均在 0.6 以上，组合信度

均在 0.7 以上，这表明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信度。从效度分析看，巴特立特球体检



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12，大于推荐的临界值 0.80，各维度的 AVE 均大于

0.5，这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 

表 2 测量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AVE 

信息 0.719 0.778 0.503 

信息人 0.729 0.847 0.649 

信息环境 0.682 0.826 0.616 

信息技术 0.622 0.720 0.501 

使用态度 0.620 0.798 0.569 

使用意愿 0.670 0.802 0.503 

总量表 0.848   

 

表 3 测量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信息人 信息技术 信息环境 信息 使用态度 使用意愿 

信息人 1  
    

信息技术 0.6 1  
   

信息环境 0.489 0.162 1  
  

信息 0.676 0.699 0.631 1  
 

使用态度 0.978 0.611 0.640 0.789 1  

使用意愿 0.819 0.945 0.376 0.81 0.836 1 

 

3.3 模型验证与适配度分析 

通过对模型的多轮校准，最后得出模型路径系数见图 2，主要适配度指标见

表 4。从指标结果看，均符合模型适配临界值要求。由此，模型适配度结果较好。 



信息人

信息环境

信息技术

信息

IU1

IU2

IU3

IU4

IE1

IE2

IE3

IT1

IT1

IT1

IU1

IU1

IU1

0.428***

0.538***

0.542***

0.726***

0.716***

0.814***

0.760***

0.345***

0.354***

0.760***

0.642***

0.610***

0.637***

使用态度 使用意愿

AT1 AT2 AT3 BT1 BT2 BT3

0.815***

0.150***

0.674**

0.134* 0.600***

0.507***

0.625*** 0.673***

0.432***

0.535***

0.444***

 

图 2 模型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 p＜0.01，p＜0.05，p＜0.1 

表 4 模型适配度指标检验结果 

CMIN/DF RMR RMSEA GFI AGFI NFI IFI CFI 

1.307 0.02 0.022 0.973 0.956 0.953 0.989 0.988 

 

 

4 结论与启示 

4.1 模型结论 

（1）使用态度在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意愿中具有中介效应。从信息

生态的整体视角来看，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态度越是正向、越是积极，

越会影响村民当前或今后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接受与使用，而村民的使用

态度是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即信息、

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信息生态因素影响通过影响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的使用态度，而正向影响其使用意愿，这与 TAM模型、UTAUT 模型的结论以及

前任关于数字技术产品使用行为的诸多研究结论相同[47]。 

（2）信息人是影响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态度最为重要的因素，影响

系数为 0.815。从信息人因素看，村民自身的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等直接影响其

使用态度。作为信息人的农村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持积极态度的内在动因



在于服务产品本身的适配性与村民的经验习惯，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有用

性与易用性是产品适配性的最重要原因，而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粘性取决

于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或产品的依赖和习惯则，由此对于有一定使用经验的

村民来说，他们对公共数字文化产品一般持有积极的使用态度。为此，通过提升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有用性、易用性，以及深度洞察村民的行为习惯，是农

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增强用户粘性的一种方法。 

（3）信息技术对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态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影响系

数为 0.674。信息技术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基础支撑，其可及性关系到

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使用态度的评价。文中信息技术因子的测量问项主

要有数字化设备的可获得性、网络条件与技术指导的可及性，即由这些因素构成

的信息技术因子是直接影响村民使用态度的关键因素与动因，通过降低技术设备

的门槛，提高村民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有助于转变其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

的使用态度，进而促进其主动接受公共数字文化产品。 

（4）信息环境、信息两个因子对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态度有一定的

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 0.150、0.134。模型结果表明，相对信息人、信息技术

两个信息生态因素而言，信息环境、信息两个因子对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或产

品使用态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也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这两个因子分别衡量

了农村居民所在的信息环境以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信息资源质量，这表

明：村民所处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越好，以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或产品提供的信

息资源的丰富性、及时性、准确性越高，越能增强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或产

品的使用态度，进而增强其使用意愿。 

4.2 研究启示 

本研究聚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村民使用意愿，基于信息生态视域分析了其

影响因素及其内部作用机制。根据研究结果可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者提供以

下参考意见和建议。 

（1）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设计与开发中，要突出农民主体。目前，

我国正加大力度推动以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为核心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

积极推动国家云和地方云、地方云和当地智慧城市平台的对接。农村居民作为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受众，加快推动其更好地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更好地享有



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此增强其文化自信，需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注重开发

以应用为导向的服务产品，即在充分考虑技术产品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同时，需要

借力用户行为大数据挖掘等手段，对农村居民进行分类管理，多渠道提升服务内

容的丰富性、及时性与精准性。 

（2）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普及中，要多举措提升村民数字化基础设施与

能力。数据显示，由数字化设备可及性、网络条件满足性、数字技术服务可及性

构成的信息技术因子，对增强村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态度有正向促进作用。

针对此，一方面要围绕农民富裕富足目标，通过政府扶持、产业培育、劳动转移

等方式，千方百计地提高村民收入来提升其数字化技术产品的可及性；另一方面，

建议政府部门加强与网络运营商、数字化终端设备开发商合作，通过提速降费、

技术更新等方式降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载体的购买成本，让村民用得起、用

得上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技术产品。 

（3）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中，要积极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氛围。建

议产品推广者或基层文化服务队伍，要积极加强村民信息素养的培养。同时，充

分发挥社交媒体的参照群体效应，引导渴望了解、乐于尝试新鲜事、具有创新意

识的乡村居民主动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产品的意见领袖，以此对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进行二次推广，形成群体参与现象。此外，还可通过积分制的治理方式鼓励

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公共数字文化，从而进一步激发和刺激潜在村民的使用意愿和

已有村民的持续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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