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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的纸电融合趋势初探

□张美萍∗

　　摘要　在新媒体及融合出版态势下,中文图书出版数量剧增、单价上涨,读者对图书的多元使用

需求以及馆藏空间变化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图书馆在中文图书馆藏建设中必须设计转型发展的方案,
尤其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读者在中文图书的使用中所暴露的问题,要求图书馆认清方向,理清思路,
以顺势求变、顺势应变,加快构建纸电融合的馆藏建设体系,更好地促使图书馆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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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总是随着出版现状的改变以

及读者使用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在新媒体

及融合出版态势下,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的内外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对中文图书的使用需求越

来越趋于多元化.认清馆藏建设的内外环境及其发

展趋势,使图书馆从采访理念、技术支持、采访模式

等方面顺势求变,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促使图书馆

在馆藏建设实践中主动应变,合理布局,满足读者的

使用需求,在实现服务转型过程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１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的环境趋势

１．１　中文图书出版数量的变化

过去的１０年,中文图书出版品种的总量保持快

速上涨的态势.由２００９年的２０余万种上涨到２０１８
年的近５２万种,１０年间图书出版品种数上涨了

７２％.尤其在２０１０年出版社改制完成后,这种态势

更为明显(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文图书出版数量的变化(单位:种)①

　　在图书出版品种总量不断上涨的态势下,重印版

图书在２０１７年首次超过初版图书数量,但超过数量

仅有２２７５种,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３５０３６种.
重印版图书较之初版图书出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原

因与一些出版社改制后追求经济利益不能说没有关

系,结果导致教辅图书大量出版,公版图书重复出版,
选题跟风现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图书出

版的创新力,图书质量整体出现严重下滑,出版业社

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被或多或少地降低.为提升图书

出版的社会效益,提高图书出版质量,２０１８年３月图

书出版工作归口到中宣部直管,对书号申报收紧.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１],对出版业的

盲目扩张发展敲响了警钟,着重提出要把图书出版的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优化图书出版结构,主题出版、
原创出版成为未来出版行业的主旋律.

近年来,提高图书出版质量已经成为一种大势,
通过书号申报的科学管理促使出版物适当减少数

量,最大限度地把资源留在提高质量方面;通过实施

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评优罚劣引导出版业向高

质量方面凝聚智慧和力量.２０１７年以来初版图书

的出版数量持续减少,与严把质量关、提高社会效益

直接相关.２０１９年新书出版品种继续下降,只有２０１８
年的８０％[２].这一结论从图书馆获得的图书采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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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出版年鉴[M]．北京:中国出版年鉴社,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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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印证.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北京大

学图书馆从四家馆配商获得的图书采访目录中图书

累计总量(未去重)由２０１７年的３３４１４９种下降到

２０１９年的２７３５２８种,目录中图书总量减少１８１５％,
并且其减少的数量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见图２).

图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采访目录中

图书累计总量的变化(单位:种)

１．２　图书价格的上涨

中文图书定价大致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保本微

利到１９８４年后的利润率定价,再到１９９３年后的市

场定价这样三个阶段[３],其价格的变动从每印张价

格中可以得到较为明显的显示(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文图书平均

　　　每印张价格的变化(单位:元)①

从图３可见,图书价格的总体走势在逐年上涨,

２０１８年比２００９年上涨了６４．５５％,平均每年上涨接

近于６．５％.其中学术图书的价格由出版单位根据

纸张成本、印刷工价和发行册数等自行制订定价标

准,虽然目前国内图书出版行业尚无有关学术图书

的价格统计分析,但从大学图书馆采购的图书价格

涨幅来看,学术图书的价格涨幅远远超过图书价格的

总体涨幅.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实际结算

平均单价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６．７６元上涨到２０１９年的

９４７１元,平均每册中文纸质图书实际结算单价上涨

了１５７．６％,平均每年上涨１５．７６％(见图４).

１．３　纸电融合的态势

在新媒体视域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移动

阅读的普及,我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呈现出明显上

涨的趋势.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由２０１４年的８１

亿元上涨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５４．５亿元,涨幅达２１４．２％.

图４　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文图书

实际结算平均单价(单位:元)②

图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单位:亿元)③

据«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统计,２０１７年人均阅

读电子图书为 １０．１ 本[４],２０１８ 年则上升为 １２．４
本[５],可见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一种

重要方式.伴随着数字阅读的广阔市场需求,中文

图书的出版融合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１)从纸电融合的出版现状看,实际上大多数的

出版社都早已开始了纸电融合出版,只不过对其电

子图书没有放开发行.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出版社,
如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开始以数据库形式进行

市场发行,或将电子图书交由第三方平台部分放开

发行.近年来,纸电同步 占 比 发 行 率 越 来 越 高.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同步出版比率提高了２０７％[２].

① 数据来源:同图１数据来源,依据出版图书总印张价格与总

印张数之比得出.

②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采访统计.

③ 数据来源: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度中国

数字阅读白皮[EB/OL]．[２０２０－０４－１３]．https://www．sohu．com/

a/２２８２０７７２５ _ ９９９５７１８３,https://www．sohu．com/a/３０７７１８３４５
_９９９５７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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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从技术上来看,基于二维码技术的纸电融合

出版的走向日益明显.２００６年学者首次从图书出

版标准化建设角度提及图书二维码,２００７年中华书

局首次在«大史记书系———靖康之耻»中试用二维

码[６],之后图书二维码得到出版界持续关注.时至

今日,二维码在出版行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主要

从聚焦于图书管理逐渐扩展至图书营销和图书内容

线上资源的延伸学习,从而把深度阅读和碎片化阅

读结合起来,让读者基于纸质图书深度阅读的同时,
享受线上丰富多彩的衍生内容和服务,满足其多元

化需求.二维码在图书内容方面的应用从最初聚焦

于教辅图书逐渐向医学图书、科技图书、少儿图书等

类型全面铺开.
(３)从发行渠道看,馆配商及第三方的纸电融合

平台上线使用.２０１５年,人天书店开启馆配商电子

图书元年,“畅想之星(阿法购)”正式上线,之后“芸
台购”“田田智慧网”“可知网”相继上线使用.将知

识生产方的出版单位、知识服务方的馆配商和知识

应用方的图书馆有机结合在一起,消除了信息壁垒,
彻底打通了“出版—传播—应用”产业链.推进纸质

图书和电子图书同步出版,部分纸质图书、电子图书

得以同步出版发行.

１．４　读 者 对 中 文 图 书 使 用 需 求 趋 于 多 元 化 和 数

字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数字阅读工具的普遍化,
电子图书从单一的纸质图书衍生品扩展到有声读

物、多媒体资源、数据库资源等.据统计“２０％的用

户,在购买电子书后又购买了纸质书”[２],验证了读

者对图书使用多元化的需求倾向.这一点从北京大

学图书馆疫情防控期间图书借阅情况也得到了相应

的验证,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到３月２９日,借出的３２６５
种图书中有６７３种图书有电子版,占比达２０．６％.

读者对中文图书使用需求趋于多元化的同时,
更加倾向于数字化.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北京大学图书

馆读者对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使用趋势便是很好

的佐证.从图６可见,纸质图书借阅量在逐年下降,
而电子图书的使用下载量在逐年上升.

鉴于读者对中文图书的使用趋于多元化,且更

加倾向于数字化的特点,限于馆藏空间和经费的局

限,近年来各高校图书馆对于中文纸质图书的复本

量逐年减少,为满足读者对图书多元化使用需求以

及弥补纸质图书复本不足的问题,图书馆不断加强

对于电子图书的馆藏建设力度.笔者从“教育部高

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选取原“９８５工程”的１０所

高校图书馆,考察其电子图书累计订购数量,发现少

则数百万册,多则上千万册,均呈增长的态势.虽然

累计数量在快速增加,但通过其购买方式仍可看到

其中隐藏的问题,即大多数图书馆鉴于中文电子图

书平台上庞大的体量,限于人力及单品种挑选的性

价比等原因,基本上都采用“包库”或按“学科包”方
式进行采购,各数据库电子图书重复现象较多,许多

电子图书在不同的数据库中重复出现,其数量规模

并没有与图书馆形成匹配的馆藏体系,不可能做到

像纸质图书单品种挑选那样与学科进行较为贴切的

精准匹配.正如此次疫情防控期间读者所反馈的那

样“平时没有感觉中文书有缺陷,但疫情期间,发现

中文电子书缺少”“希望图书馆多购买中文学术类电

子图书,现在库很多,对我有用的却经常找不到”[７].

图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

纸质和电子图书使用的变化①

２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的顺势而变

２．１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理念的变化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更加强调以用户需求为主

导、以学科建设为主线的服务理念.表现在近年来,
高校图书馆在中文图书馆藏建设方面强调以学科内

容建设为主线,强调用户决策采访,使经费使用效益

达到最大化,注重纸电融合建设、协同发展.在开展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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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统计(不同电子图书数据库统计

规范的差异导致图书馆目前缺乏对于电子图书总体使用量的统

计,在此仅以超星电子书下载量作为参考,来窥见电子图书的使

用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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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电融合建设的同时,注重发掘新入藏资源的服务

功能,积极开展展阅活动,以吸引读者关注馆藏资

源,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并将其作为中文图书馆

藏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用户与文献更

方便集中地直面交流,也让采访人员与用户直面

交流.

２．２　采访技术支持平台的变化

中文图书纸电融合馆藏建设需要全新的平台提

供技术支持,尤其在融合出版时代,相同内容的不同

载体在不同的平台上作业,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的问

题.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开始按学科设置采访岗

位,并根据学科来设计开发学科文献资源采访的系

统支持平台,将工作内容权限直接划归学科采访馆

员,学科馆员通过个人权限自主完成所分配的学科

采访任务,使学科采访和服务更加便捷和有效.

２．３　中文图书采访模式的变化

(１)纸质图书按需定制模式

纸质图书按需定制模式是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启动并在图书馆推行的采购模式,最早试行于东南

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到２０１８年,参与按需定

制的图书馆已达１４３家,年订购图书近４９万册,合
计４６９８万码洋,满足率为９２％－９８％;２０１９年参与

按需定制的图书馆近２８０家,年订购近８０００万码

洋.按需定制流程包括:①出版社、图书馆、馆配商

充分沟通,确认图书信息需求和信息交换周期,出版

社定期向图书馆发送目录;②图书馆选订后将订单

报送参与按需定制的馆配商;③馆配商对按需定制

的订单单独处理,单馆单报;④暂未满足的订单品

种,出版社做预订处理,通过重印或按需印刷,优先

满足定制图书馆的需求;⑤馆配商优先做好按需定

制图书馆的服务工作;⑥出版社通过新书主发、新书

征订、新书预留等方式进行按需定制.这种做法对

图书馆有三个好处:①目录覆盖１００％,不会有遗

漏,避免因折扣及其他原因看不到全部出版目录的

问题;②到货较为及时,满足率相对有保障;③通过

馆配商来进行操作,符合图书馆的采购审计要求,也
有利于从馆配商获取编目数据.

(２)纸质图书单独采购模式

纸质图书单独采购模式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２０１９年试行,目前已经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作进

行单独采购.其基本流程包括:新书出版后,由出版

社直接向图书馆提供新出版的图书,每种两册(特殊

图书每种一册,按合同约定执行),一周或两周送货

一次,图书馆在验收过程中,将不适合收藏的图书退

回,将选中的新书送编目.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对
图书馆有四个好处:①目录覆盖１００％,不会有遗

漏,避免因折扣及其他原因看不到全部出版目录的

问题;②看书选订,选订的图书质量有保证;③满足

率高,可做到１００％满足;④到书快,单独采购减少

流通环节,经测算,大约比馆配商快一个半月左右的

时间,从而使新书出版入库与图书馆新书上架基本

实现同步.通过对其开展展阅活动,可在第一时间

把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提供给读者,同时通过展阅

将出版社品牌效应快速传递给终端用户.
(３)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读者决策采访模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更加关注读者的需求,
服务于读者是文献资源建设的重心,读者决策采访

在目前的图书馆资源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

来,读者决策采访出现了许多新的创新点:①通过建

立读者决策采访的系统平台,让读者通过图书某一

信息点从网上自动抓取完整的信息,自动填写推荐

采购清单;②通过学科微信群开展采访馆员与读者

之间双向信息交流和推荐活动;③开展读者直接参

与的选书活动———“您阅读,我买单”,通过建立新书

展厅或通过网络系统,将实体书店与图书馆对接,由
读者来进行决策采访,当读者对所需图书进行阅览

并推荐购买后,经系统自动查重入管理集成系统进

行验收、编目、典藏入库,最终纳入图书馆馆藏.这

种模式充分体现了读者决策采购的权利,大大缩短

了采访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来到展厅或实体书店,阅读或推荐购买图书.
(４)纸电融合的采访模式

随着馆配商纸电融合销售平台的出现,一些图

书馆开始使用其平台进行纸电融合采访,一是图书

馆借助于平台进行“包库”使用的模式.“包库”使用

进一步又分两种方式:①“包库”购买电子图书使用

模式(租用模式);②以“用”代“赠”的模式,图书馆

“包库”“包年”使用电子图书,年终获赠“包年”使用

费的一定比例(按谈判合同约定),供图书馆根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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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情况,挑选适合馆藏的电子图书进行本地镜

像存储,在挑选的过程中与纸质图书协调,进行纸电

融合建设.二是单品种挑选电子图书,通过馆配商提

供的纸电融合采访目录进行查重,单独挑选,在挑选

的过程中,按照馆藏建设原则合理配置纸质图书和电

子图书的比例.上述两种模式都可将其挑选的电子

图书编目数据自动导入图书馆的统一检索系统,读者

通过系统检索时,自动跳转到所使用的平台.
目前,纸电融合平台基本上为第三方馆配平台,

受制于出版社的电子图书开放权限,其电子图书尤

其是学术类电子图书仍有滞后现象,三年之内的新

书仅占近三分之一,许多图书馆受馆藏空间的限制

和读者使用习惯的变化,希望转向“一纸一电”融合

采访模式,但遗憾的是,读者最需要的学术类图书绝

大多数在现有的第三方平台上仍然看不到其电子版

本,图书馆无法将其与纸质图书同步纳入馆藏.所

以,中文图书在绝大多数图书馆中目前仍以纸质图

书为主进行馆藏建设.实际上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

仍是两条线(出版发行、图书馆馆藏统计以及经费预

算等方面),只不过同一平台上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

书同步,有利于图书馆学科采访馆员的工作,有利于

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协调互补采购.

３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的未来应变

３．１　纸电融合的馆藏建设体系亟待建立

目前,由于电子图书的滞后性,决定了纸质图书

仍是馆藏建设的重点,高校图书馆不可能坐等电子

图书的出版,电子图书仍将是纸质图书的补充.在

纸质图书印数减少,分销速度加快的前提下,图书馆

必须改变原有的思路,如通过单采或按需定制等方

式将核心出版社的图书快速采集到馆.对于已经出

版发行的电子图书,则应根据馆藏发展政策来宏观

规划纸电融合建设方案,循序推进,不可急躁求多、
求快,盲目跟风.２０２０年科学出版社全面启动纸质

图书和电子图书同步出版,这是新的出版模式的风

向标,图书馆希望出版社能有一个比较周全的、多样

化的方案进行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一体化销售.
随着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同步出版步伐的加快,图书

馆应根据自身情况,如馆藏空间、经费预算、读者需求

等,构建纸电融合的中文图书馆藏建设体系,更加理

性地界定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采购重点及采购比例.

３．２　中文图书的采访流程应更趋于自动化

在纸电融合态势下,在人员减少的现状下,资源

建设要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如通过平台建设,构建图

书馆、出版社、馆配商三方共用的纸电融合平台,电
子图书采访实现读者决策、馆员审核、自动上载导入

系统,读者“一站式”检索使用;纸质图书应由馆配商

自行上载采访目录,系统自动查重,读者及学科采访

馆员进行图书审核、选订,馆配商按约定时间自动下

订单、配书,根据送货单将数据自动导入系统,实现

系统自动验收和自动编目.

３．３　继续推进学科采访,精准配置学科文献资源

通过学科采访,进行纸电融合建设,打破部门分

割、岗位分设的不利局面,促使采访馆员向学科专业

化方向发展,扩大文献资源的覆盖面.同时,扩大读

者决策采访权限,进行学科文献资源的精准配置,切
实通过读者决策采访将其所需的图书精准纳入馆藏

体系.通过推进学科采访,精准配置学科文献资源,
促使馆藏资源建设向学科纵深方向发展,构建新的

中文图书馆藏服务体系.

３．４　中文图书馆藏建设平台亟待重建

从中文图书的整个产业链来看,无论是出版社、馆
配商或图书馆都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纸质图书和电子图

书的同步出版.问题症结在于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及版

权保护等原因,各方还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出版社

并不十分希望使用第三方平台,图书馆也不希望使用

太多的第三方平台或出版社自建的平台.但现实情况

是许多出版社有自建的平台,多个馆配商开发使用第

三方的销售平台,图书馆也在自建平台.相信未来通

过各方竞争与合作,定能寻求到合适的平台来平衡各

方利益,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快速的传播和利用.从目

前的趋势来看,图书馆更倾向于使用自主研发的平台,
其平台的功能将向纸电融合、读者决策、馆员审核、自动

导入数据等程序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４　结语

２０２０年初,笔者曾利用“问卷星”进行疫情期间

图书馆电子资源使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图书馆中

文学术电子图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藏问题.参与

问卷调查的用户提出,希望图书馆“加快电子图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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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买新出版图书的电子版”“要是能有所有书的

电子版就好了”.随着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网上教学

工作的开展,纸质图书借阅受限,读者向图书馆提出

“线上图书馆的电子书数量太少”“扩大库存书籍的

电子化”等意见和建议[７].尽可说明图书馆现有的

馆藏建设存在着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不同步,新版

电子图书少、学术电子图书少等问题.在网络化信

息化时代,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对图书馆馆藏建设

同等重要,图书馆的纸电融合建设已到了需要进行

重新设计和整体布局的时候! 图书馆只有顺势应

变、顺势求变,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利用好有限

的经费进行资源的精准配置,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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