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第2

期

“信息协同”视角下嵌入数字校园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教参服务

———以北京大学数字教参资料系统为例

□张元俊∗　王昊贤　李国俊　杜晓峰　王琪昕

　　摘要　“数字校园”生态中的数字教参服务不同于传统的在线教参服务.通过调研国内外高

校图书馆数字教参服务的开展情况,深入分析数字参考服务的特点,以信息协同的角度详细阐述

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数字教学参考资料系统的建设思路.在“数字校园”建设背景下,该系统通过

多部门协同配合,有效融合多来源数据,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精准、优质的数字教参服务.以实际

数据为依据,总结系统建设和服务开展的良好成效与成功经验,并对此服务未来的扩展和优化进

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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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１年３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数字校

园建设规范(试行)»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数字校园

建设运行中应注意各部分、各系统之间的集成和数

据融合”,为校务数据开放共享、协同开发提供了纲

领性指导.高校图书馆应抓住“数字校园”建设的契

机,通过将文献资源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共享数据

进行融合,提升文献资源服务的精准度.
教学参考是在课程教学这一特定使用场景下将

图书馆资源与用户进行有机结合的一项服务.图书

馆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精准满

足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文献资源需求.通过采购对

应电子资源或将纸本教学参考资料数字化扫描成电

子文档,借助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措施,为读者提供在

线教参阅览服务,既节约文献采购经费,又大大提高

了资源利用率.
受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影响,高校课程教

学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教学方式的转变对高校图书

馆的教学参考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师生的在线教学

参考资料远程访问需求非常迫切.在线教学参考服

务成了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的爆点.北京大学图书

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早在２０１１年已经建设了

一套在线教参服务系统,因服务热度提升,原系统存

在的问题更加突显,例如,数字全文访问控制过于宽

泛,对移动端的支持不够友好,不能在线编辑读书笔

记等.基于以上问题,北大图书馆启动了全新的数

字教学参考资料平台的建设.本文以此全新“北京

大学数字教学参考资料系统”(以下简称“北大数字

教参系统”)为例,按照“信息协同”理论,探索“数字

校园”建设进程中高校图书馆如何借助学校开放共

享的数据,为读者提供更加精准、更加优质的文献资

源服务.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信息协同

信息系统内部通常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功能模块

组成,单个模块不可能实现系统所有功能,想要实现

完整的系统功能必然需要模块间协同配合.为了实

现更加复杂的功能,还要进行跨系统的协同配合,信
息在系统间传递、融合后产生独立系统功能加和之

外的成效,就构成了“信息协同”.
马捷等在分析“信息协同”与信息传递、信息共

享、信息集成和信息网络等易混淆概念的区别与联

系的基础上,界定了“信息协同”的概念,分析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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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并构建了概念模型[１].冯健文根据高校实验室

多部门参与管理的特点,提出基于信息协同的实验

室效率评价管理模式,发现多数据源信息协同评价

可促进实验室建设合理发展[２].岳森、冯莉通过分

析跨境电子商务参与主体多、涉及领域分散的特点,
构建 了 基 于 信 息 协 同 的 跨 境 电 商 运 营 框 架 和

“TaaS”运作模式[３].陈锐等从信息的启动、流转、
到达三个阶段构建了智慧城市运行管理的信息协同

总体框架[４].李涛认为信息协同是图书馆智慧化建

设的重要环节,运用系统理论和信息协同理论,可以

构建智慧图书馆的信息协同评价模型[５].显然,“信
息协同”理论多被应用于指导多方参与、为了共同的

目的而进行的信息流动、交互活动.

２．２　数字教参服务发展情况

数字教参服务,又称电子教参服务.图书馆在

服务中主要承担在线系统搭建,教参资料与课程的

关联数据收集,教参资料的采购、数字化加工等

工作.
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教参系统建设起步较

早.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

建立电子教参平台.根据美国２００６年的教参系统

建设情况调查,在注册本科生超过１万人的８４所美

国高校中,有９６％以上的高校已经建成并使用在线

教参阅览服务系统,且在线服务时间超过２年[６].
唐承秀对北美地区高校在这一时间开展的 Web电

子教学教参文献服务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对服务模

式及功能特点展开分析[７].随着服务的不断深入,
更多商业系统被开发出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Atlas
Systems公司开发的 ARES[８]、Xerox 公司开发的

XeroxＧDigitalCurriculm[９]、Exlibris 公 司 开 发 的

Leganto[１０]平台等.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数字教参服务起步略晚,但

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也都加快了系统建设步伐,数
字教参服务系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着信息

技术的变革与教学形式的变化,高校数字教参服务

系统的建设理念也在发展,据此我国高校的数字教

参服务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特点是,注重数字教参资源建

设,追求资源数量和种类,但没有重视资源与课程的

关联.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系统有 CALIS“高校教学

参考资源库”、北京大学原有“电子教参平台”、中国

人民大学本科教参书全文库、四川大学教材教参线

上服务平台等.这些系统仅提供数字化的图书资

源,与课程教学过程关联度不高.
第二个发展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在注重资源数

量和种类发展的同时,加强了教参资料与课程信息

的关联.这一时期,诸多国内高校学习北美地区先

进的教参服务理念,在开展数字教参服务系统建设

时,采用以选课信息为限定的教参资料版权管控方

式.胡冉、姜爱蓉提到的清华大学教参服务系统建

设属于这一阶段[１１].
第三个发展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以教参资源为

核心,构建“资源”“用户”“课程”三者的信息链接,同
时注重教参资料的多样性与服务的互动性.随着多

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课程将书本以外的内

容指定为参考资料,例如电影、音乐、网站链接、教学

课件、学术论文、MOOC等内容.童云海认为在线

的教参服务需要促进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文献

之间的良性互动,让用户对文献进行再创造,通过为

师生提供教参资料评论和读书笔记输入功能,增强

教参系统的实用性和交互性[１２].汤伟等提及的电

子科技大学教学参考资源学习系统[９]和余晓蔚等提

到的上海交通大学“智慧泛在课堂”服务系统[１３],在
建设中加强了系统功能的互动性,收到良好成效.

蔡迎春等通过调研国内１３７家“双一流”高校,
对紧急情况下的图书馆教参服务进行了总结与分

析,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加强电子教参平台建设、构建

智慧教学平台的建议[１４].以往的研究文献为数字

教参服务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但
更多从服务读者阅览的角度出发,仅仅介绍系统实

现,对教参服务参与各方的协同关系鲜有涉及,对课

程信息与图书馆资源的信息协同效用研究不够

深入.
受技术条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限制,前些年

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将数据共享给图书馆的意愿低,
导致图书馆与教学管理部门之间出现信息壁垒.图

书馆缺少为用户精准画像所需的专业和选课信息,
在服务精准度提升上很难推出有成效的举措.近年

来,国家提出以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为主线的高

等教育发展战略,学校教学管理者有了更加开放的

数据共享意识,为跨部门的信息协同提供了良好

契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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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字教参服务的特性

数字教参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基于学校“课程”教
学需要,嵌入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过程,开展的精准

化专题资源服务.整个服务过程涉及三大要素,即
“课程”“用户”“资源”.三大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

可.基于三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数字教参服务

有以下特性.

３．１　信息流动的循环性

在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中,各项流动信息在图书

馆、教师与学生、教务主管部门等主体间往复传递,
其传递路径如图１所示.信息流的主线为:教师为

课程指定教参资料,教务主管部门收集教参资料元

数据并提供给图书馆,图书馆校对元数据后完成相

应教参资料的数字化加工,为学生提供在线阅览服

务,教师通过查看学生的在线阅览时长、读书笔记了

解其对教参资料所涵盖知识的掌握情况.此外,教
师还会直接将所教授课程的教参元数据提供给图书

馆,用以对课程教参集合的动态更新,图书馆可以通

过分析各学科教参资源的覆盖比例了解该学科资源

建设情况,也可将此数据提供给教务主管部门用于学

科评估.正是通过信息在各主体间的循环流动,参与

其中的各方均可以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精准服务.

图１　北大数字教参服务信息流动方向

３．２　信息链接的紧密性

数字教参服务,以“课程”为基础建立起教参“资
源”与“用户”的链接关系.教参“资源”通常是教师

为了辅助学生理解掌握“课程”教学内容而指定,“资
源”能够强有力的解释、佐证教学知识点或“资源”内
容提出的学术观点具有较高代表性,“资源”主题与

“课程”教学需要高度相关.数字教参服务在“合理

使用”层面,同样需要依靠这种紧密的信息链接.在

通常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多数国家法律规定

以教育和研究目的而使用著作权作品属于“合理使

用”[１５].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也存在类似的内

容.教参资料的“合理使用”需要以“课程”为界限,
仅为与课程有关联的用户提供服务.

３．３　数据来源的复杂性

数字教参服务系统建设首先需要明确教师用户

的授课信息,以及学生用户的选课信息.这些数据

通常由学校的多个教务主管部门管辖.以北京大学

为例,教务部负责本科生课程信息管理,研究生院负

责研究生课程信息管理,留学生、非全日制学历教育

的课程信息数据由各主管院系教务负责人管理.课

程信息数据来源复杂,且数据格式不统一.这是“用
户”与“课程”关联信息数据复杂性的表现.

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高校课堂教学形式与手

段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师与学生不再是传统的教与

学的关系.开课之初,教务管理部门会收集授课教

师指定的课程教参元数据.课程进行过程中,会有

部分教师仅指定教学大纲让选课学生授课,教师则

充当观察者的角色,就需要由学生来指定教学参考

资料.学生指定的部分教参资料数据并不被教务主

管部门掌握.两种来源的教参元数据大部分不能够

精准描述教参资料,图书馆为了将元数据精准对应

到馆藏资源,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工校对工作.这是

“课程”与“资源”关联信息数据复杂性的表现.

３．４　资源的形式多样性与主题统一性

单从“资源”的角度分析,仅靠数字化扫描纸本

图书形式的服务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课堂教学的需

要.MOOC、在线直播等授课方式的出现,打破了课

堂教学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备受学生青睐,形
成了很多高品质的视频课程资源,非常值得学生课

外参考学习.艺术鉴赏类课程会用到音乐、电影等

形式教参.考古文博、建筑、景观等专业的课程还会

将图纸、照片等图片资源指定为教参.部分课程还

会添加授课教师的课件、实验数据等内容.因此,教
参资源是一个融合书籍电子全文、音视频、图片以及

其他常见电子文档的集合.而对于同一门课程,这
一集合又有着与课程相似的主题,因此教参资源具

有形式多样性与主题统一性.
综合以上针对数字教参服务特性的分析,数字

教参服务系统是典型的基于多主体、多来源信息协

同构建的复杂系统.北大图书馆立足课程教学需

要、研究学生学习使用习惯,深度打磨系统需求,力
求做出操作界面简洁易用、功能全面、业务深度整合

的数字教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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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信息协同视角下北大数字教参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之初,北大图书馆多次与教务部、研究

生院两个主要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的校内二级单位,以
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计算中心等有丰富教学事务管

理系统建设经验的单位进行深度探讨,与上述单位建

立了数字教参系统建设工作协同关系;在“信息协同”
理论视角下,以“数字校园”环境中共享的校务数据为

基础,构建出功能完备的北大数字教参系统.

４．１　对“信息协同”理论的应用

根据马捷等对“信息协同”理论的研究,信息协

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内通过

信息交流满足自身信息需求和达成共同目标的一种

信息活动,在信息协同的过程中,信息主体通过与信

息、环境交互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提升信息价值,获
得协同效应[１].在数字教参服务中,所有参与主体

均有自身的信息需求,通过在系统内的信息交互,原
本割裂的信息数据集合相互融合,为各参与主体提

供超出原本自身需求的协同效应.

４．１．１　系统协同主体及其信息需求

数字教参服务一般是由高校图书馆负责,但参

与其中的主体涉及学校教学工作的多个方面,如前

文所述:首先,教参资源通常由授课教师指定,但教

师本人通常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给全部选课学生使

用,因此需要通过教务主管部门协调对应资源;其
次,教务主管部门虽有课程所需求的教参信息以及

课程授课、选课信息,但并没有服务于课程使用的教

参资源,所以会寻求图书馆的帮助;第三,图书馆致

力于提升服务的精准程度,虽有海量资源但不掌握

课程授课、选课信息,无法实现教参服务与教学过程

的真正衔接嵌入;最后,学生学习过程中有教参资料

阅览需求,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图书馆提供的资

源.在更深层面,图书馆为了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将
纸本教参资源数字化后,为师生提供在线阅览服务

时,同样需要有教务管理部门所掌握的课程授课、选
课信息.因此,数字教参服务涉及的信息协同主体,
在参与协同过程中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参与各方

均需要从其他参与主体处获得相应的信息.

４．１．２　系统信息协同框架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内部功能模块划分及与外部

系统接口框架如图２所示.主要功能模块分为:课

图２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模块与外部接口示意图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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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信息管理模块、教参信息管理模块、用户管理模

块、教参版权控制模块、在线阅览标引评论模块.课

程信息管理模块通过外部接口与学校课程信息系统

对接实现课程教参、授课、选课信息的信息获取.教

参信息管理模块与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统一发现

系统(即“未名学术搜索”)对接,实现教参标准化元

数据的摄入;与图书馆荐购系统对接,实现教师对未

入藏教学参考资源的采购推荐;与数字化加工管理

系统对接,实现教参数字化全文的零延迟发布.用

户管理模块与统一身份认证、教学网、学校与图书馆

门户等系统对接,实现系统多入口以及用户身份的

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完善的日志记录,以及基于日

志数据的教参服务效用评价功能.北大数字教参系

统通过接口实现与外部信息的协同,通过各部分模

块间的配合实现内部信息协同.

４．２　数字教参资源的版权保护

用户首次登录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便要求签订

电子“使用协议”,协议明确规定:第一,数字教参系

统提供的数字文档、音频、视频等内容,仅供个人教

学和学习使用;第二,声明数字教参系统内所有内容

的著作权归著作人及其授权的第三方所有;第三,声
明有限定的网络传播授权,授课教师根据课堂教学

需要将自行录制、编纂的内容上传到数字教参系统,
即代表授权本系统在所教授班级范围内开放访问;
第四,严禁将数字教参系统提供的教参资料通过复

制、拷贝等手段扩散给其他无关人员,更不得应用于

商业用途.通过签订电子协议明确用户的权利与行

为规范,尽可能保障教参资料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也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来保

证教参资源的合理使用,包括:严格以学校选课系统

提供的基于课程教学班级的学生信息为依据,仅开

放该班级内所有选课学生对本班级授课教师所指定

数字教参资源的访问权限,不允许同一门课程其他

班级学生及未选课学生等未授权用户对相应资源进

行访问;对教参数字全文文件进行碎片化处理,防止

被授权用户下载全文文件并恶意扩散;为在线阅览

的教参资源添加动态水印,水印内容包括用户姓名、
院系、学号等个人信息,方便追溯扩散源头.

４．３　面向需求的用户角色及权限管理

基于数字教参服务的“数据来源复杂性”,北大

数字教参系统共设置五种用户角色,分别为教师、助
教、学生、服务监管员、图书馆教参管理员.

根据“课程”的授课信息,数字教参系统开放对

应课程教参元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权限给对应教

师.授课教师在数字教参系统内根据课程需要动态

添加教参,也可以将课程教参的修改权限开放给助

教.选课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相应的教

学参考资源,学生所添加教参资源通过授课教师审

核后,即开放给课程班级内的同学共享使用.数字

教参系统通过与北大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未名学

术搜索”对接,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图书馆资源检索入

口,检索到所需要的资源后,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实现

资源与所教授课程班级的关联,如果图书馆已经有

对应的数字化全文,则所选择资源即刻可为选课学

生学习使用,如暂时没有则即时发起数字化加工

请求.
为了更加深入地支持教务部、研究生院、院系教

务主管等用户的教学管理工作,数字教参系统设置

了服务监管员.根据管理课程范围的不同,按照院

系、课程授课对象两个维度进行数据权限划分,为教

务部开放全校本科生课程教参使用数据的访问权

限,为研究生院开放全校研究生课程教参使用数据

的访问权限,为院系教务主管开放本院系本科生和

研究生课程教参使用数据的访问权限.
图书馆教参管理员主要负责整理、核对教师或

助教提交的教参数字化请求,从阅览室书架获取对

应图书送到数字化加工部门进行扫描加工.扫描加

工基本上会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之后数字加工

管理系统会自动推送数字化全文至数字教参系统,
为选课学生服务.

４．４　教参资源及元数据管理

为了适应教学手段的变化,基于数字教参资源

形式的多样性,北大数字教参系统支持 PDF、XLS、

DOC、PPT、MP４、MP３、JPEG、PNG 等多种格式教

参资源的上传和阅览服务.另外,还提供其他网络

资源链接的引入功能.因图书馆所提供的数字化加

工资源和数据库中下载的学术论文、电子书等资源

等多以PDF文档格式呈现,系统重点优化了 PDF
电子文档的阅览体验.用户访问已经取得授权的文

档时,可对文档内容进行在线标记,也可根据需要添

加电子阅读笔记,系统将为用户永久保留这部分数

据.对于图片集,提供每一张图片的主题和简介内

容编辑,方便内容提供者标记和描述资源.对于音

视频资源,提供变速播放功能以提高用户的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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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北大数字教参系统所有操作界面最佳适配当前

所有主流浏览器,通过完善的文档阅览服务,全方位

支持教学需要.

５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的特色及服务成效

５．１　教学参考资源的全流程服务

教师在为课程指定教参资源时,如遇到无法检

索到所需教参资源的情况,可以使用数字教参系统

的资源荐购功能.数字教参系统自动将推荐购买的

图书与课程进行关联.资源采购部门看到教参荐购

请求会加快采购速度.图书采购到馆上架流通前,
数字教参系统会自动向教参管理员发送相关的提

醒,并发起扫描加工流程.扫描加工完成后,即可上

线为读者提供在线阅览服务.北大数字教参系统打

通了检索发现、资源荐购、文献采访、数字化加工、在
线阅览等多项图书馆传统服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服务全流程.

５．２　信息协同效应突出

读者与图书馆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共生关系.读

者在享受图书馆精准、优质的数字教参服务的同时,
也为图书馆馆藏建设作出了贡献.用户通过将图书

馆资源与课程进行绑定,无意间协助图书馆完成了

资源专题化整理;因课程教学需要提交到数字教参

系统的教参资源,丰富了图书馆的数字馆藏;学生在

使用教参服务过程中,针对教参进行再创造的笔记、
评论等内容,成为图书馆的特殊馆藏并被永久保存;
教师发现图书馆对教学支持不完善之处,还可向图

书馆提出推荐购买请求,这部分荐购资源高度契合

学科发展,能够提升图书馆在相应学科领域中的资

源建设水平.
通过与校内教学管理部门的协同,图书馆获得

了数字教参服务嵌入教学所必需的课程信息数据.
图书馆也将各类学科课程的资源支撑情况反馈给教

学管理部门,为他们的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如

此协同合作、打破校内各单位的信息壁垒,有助于提

升学校的管理水平.
数字教参系统通过与资源发现系统、图书馆集

成管理系统、荐购系统的信息协同,实现了图书馆内

部文献采访、数字加工、阅读服务等多个业务流程的

融合.

５．３　完善的资源效用评价体系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充分考虑到用户在使用教参

资源时所生成的过程数据的重要性,结合教学需求

构建了资源效用评价体系.通过分析“课程”与“资
源”的链接关系,可以了解到教参资源支持程度低的

学科信息,从而提升该学科的文献保障力度.通过

分析“用户”与“资源”的链接关系,将学生使用教参

资源的阅读时长、笔记内容、热点章节信息等反馈给

授课老师,让老师更清楚学生资源使用、理解、掌握

的情况.通过分析“资源”服务流程信息,挖掘在教

参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后面工作流程优化、服
务质量提升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

数据,可以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如热门使用时段、
接入设备信息,以求在系统升级中加强对相应功能

的支持.北大数字教参系统还为教师、服务监管员、
图书馆教参管理员提供了丰富的统计图表,以便及

时掌握教参的使用情况,进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教

参阅览服务.
图３是北大数字教参系统数据统计图表样例,

其中图３(a)是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为教师提供的某

本教参学生使用情况的统计图表,鼠标悬停后可详

细呈现每一个页码上选课同学的阅览时间和标引笔

记数量.图３(b)是教师点击图中折线图某个点后

呈现出的该页使用详情的截图.

５．４　全面数据统计及服务效用分析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通过优化的功能设计、美观

的用户界面风格、流畅的用户交互体验获得了不同

角色用户的一致好评.下面以真实的使用统计数据

对数字教参系统服务成效进行分析.

５．４．１　数据总览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正式上

线,截止到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５日,已经积累用户共计

６４２４人,其中学生用户５８９４人,教师用户５３０人;
教参资源总计１９８４９种,其中图书馆提供１９３５５种,
用户上传４９４种;所提供课程资源覆盖２６９０门课

程;总计２８７０９人次登录该教参系统,平均每天６６．３
人次;根据用户所使用终端统计,PC机占８６．８％,手
机占１０．９％,平板电脑占１．２％,其他类型设备占

１０％;用户在线标引、笔记数量１５２２１条.部分数

据统计对比图表,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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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课程班级内学生使用单本教参书统计 (b)单页教参书使用数据

图３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为教师提供的选课学生使用教参统计

　　(a)用户类别统计　　　　　(b)资源来源统计　　　　(c)用户使用设备类别统计

图４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不同维度数据统计图

５．４．２　教参资源对教学班级覆盖比例

以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学年的秋季学期为例,北京大学

开设课程班级数前１５名院系中,北大数字教参系统

对每个院系课程班级覆盖比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开设课程班级数前１５院系覆盖情况

院系 开课班级数 覆盖班级数 覆盖比例

外国语学院 ４２７ １８１ ４２．３９％

数学科学学院 ３８１ ２２３ ５８．５３％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３５０ １５２ ４３．４３％

物理学院 ３１４ １６４ ５２．２３％

体育教研部 ２７９ １９３ ６９．１８％

哲学系 １８２ ６９ ３７．９１％

经济学院 １７３ ８３ ４７．９８％

英语语言文学系 １６６ ８６ ５１．８１％

法学院 １６２ ３５ ２１．６０％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１５７ ５９ ３７．５８％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１４２ ４５ ３１．６９％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１４０ ８２ ５８．５７％

生命科学学院 １３５ ５２ ３８．５２％

国际关系学院 １３１ ３８ ２９．０１％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１３０ ７８ ６０．００％

由表１数据可以看出,北大数字教参系统资源

对于化学、数学、物理、英语等基础学科的课程班级

覆盖比例均大于５０％.对于北京大学传统优势学

科,如经济学、化学、数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双一流

建设学科[１６]所在院系开设课程班级的覆盖比例均

大于４０％.

５．４．３　用户的教参需求及满足情况分析

按月统计用户登录次数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北大数字教参系统访问量基本上与教学工作

的推进相符合,学期初访问量相比于假期会有大幅

度增加.随着数字教参资源的不断扩充,用户使用

量也在逐步提升.２０２１年９月份,北大数字教参系

统访问量达到峰值,单月访问次数累计４３０２人次.
为了分析北大数字教参系统对不同院系用户需

求的满足情况,此处统计了注册用户数量前１５名的

院系,如表２所示.通过统计注册用户量,可以知道

这些院系学生对教参的需求比较强烈.结合表１数

据可以看出,教参资源覆盖度高的院系中,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物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化学

与分子工程学院等,其注册用户数量也比较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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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按月统计用户登录次数

明这部分院系的教参资源建设质量比较高,用户的

教参阅览需求可以被很好地满足.对于法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等院系,注册用户数量比较大但教参覆

盖度相对较低,用户有强烈的教参阅览需求但资源

建设相对薄弱,图书馆需要加强与这些学院教务管

理者的协同,注重对这些院系课程教参资源的建设.
表２　按院系统计用户数量

院系 用户数

外国语学院 ５８４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４５３

物理学院 ３５０

法学院 ３０５

元培学院 ２９９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８５

中文系 ２７１

数学科学学院 ２５５

社会学系 ２４７

工学院 ２２８

光华管理学院 ２２３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１９６

哲学系 １９３

经济学院 １９２

历史学系 １８２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大数字教参系统能

够精准反映出北大图书馆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支持情

况.通过推进教参资源建设和系统功能完善,可以

更进一步支持学校的双一流建设.

６　总结与展望

数字教参系统建设是北大图书馆落实国家“互
联网＋”发展战略及教育部«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

划»的具体行动,是主动融入“数字校园”建设、协同

共享开发校务数据的大胆尝试,对图书馆嵌入学校

科研教学工作进行了有效探索.

６．１　嵌入科研的专题文献服务

数字教参服务是基于教学全过程的专题文献服

务,可以将具有与课程主题相近的专题性资源进行

整合.此服务还可以扩展到对科研团队的专题文献

服务支持.科研团队通常具有较为专一的研究方

向,需要长期对同一研究专题的文献资源进行大量

积累,还会产生大量的文献阅读笔记,与数字教参服

务中学生对数字教参资源服务的需求非常接近.支

持科学研究的文献服务也是图书馆近年来精细化资

源服务的热点,通过嵌入科研团队的专题文献整理和

积累,可以再进一步扩展图书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６．２　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识服务体系

通过北大数字教参系统的建设,北大图书馆与

学校各教务主管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关系.在

“数字校园”生态所提供的信息协同环境下,图书馆

掌握的用户信息从单一的院系维度扩展到了所选课

程、学习兴趣等多个维度,用户画像更加精准.图书

馆可在此基础上更深层次挖掘读者知识服务需求,
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识服务体系,有助于将图书

馆服务融入读者的教学科研全过程.
北大数字教参系统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多来源信

息的深度整合,满足了用户的精准化服务需求;通过

图书馆多个业务团队的协同,为读者提供全流程数

字教参服务;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全方位统计分析

及图形化展现,为教师和教务管理者完整呈现数字

教参服务嵌入课程教学的应用效果,这也是北大数

字教参资料系统优于其他类似系统的突出特点.之

后,北大数字教参系统的功能还将根据用户提出的

新需求进行优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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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ＧReserves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EmbeddedinDigitalCampus
fromthePerspectiveof“InformationCollaboration”

—TakingPekingUniversityEＧReservesSystemasanExample

ZhangYuanjun　WangHaoxian　LiGuojun　DuXiaofeng　WangQixin

Abstract:TheEＧReserveserviceinthe“digitalcampus”ecologyis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online
EＧReservesservic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developmentofEＧReservesservicesinacademiclibrariesat
homeandabroadandgivesinＧdeptha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ofEＧReservesservices,elaboratesthedeＧ
sign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sEＧReserves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informationcollaboration．In
thecontextof“digitalcampus”construction,thesystemeffectivelyintegratesdatafrom multiplesources
through multiＧdepartmentalcoordinationandprovidesaccurateandhighＧqualityEＧReservesservicesfor
teachersandstudents．Basedonactualdata,thegoodresultsandsuccessfulexperienceofsystemconstrucＧ
tionandservicedevelopmentaresummarized,andthefutureexpansionandoptimizationofthisserviceare
prospected．

Keywords:EＧReserves Service;Digital Campus;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Utility Evaluation．
PekingUniversity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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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BusinessConvergenceofSmartLibrary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Twin

XuXin　LanXinlei　DengLuxiang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digitalecologicalpredictionandmanagementtechnoloＧ
giesandpromotionofnewinformationsystemandindustrialintelligence,theconceptofDigitalTwineＧ
merg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business separation in libraries,takes the business
decompositionandreconstructionofintelligentlibraryasthestartingpoint,andcombinesthetheoriesand
technologiesofDigitalTwinwithlibrarybusiness,tobuildadigitaltwinwhichispreciselymappingtoand
doingrealＧtimeinteractiontophysicalspace．Andtorealizeorganicintegrationandcollaborativeinnovation
ofbusinessinintelligentlibraries,thispaperbuildsabusinessconvergencesolutionbyusingagileandeffiＧ
cientsoftwarearchitecture,andtechnologiesasefficientcomputingandprocessing,multiＧscaledynamic
modelingandimmersive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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