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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

□初景利　任娇菡　王译晗

　　摘要　探究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推进国内智慧图书馆建设发展.剖析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为智慧图书馆建设提出发展要求,包括正视智能技

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保障持续变化的技术支撑;把握智慧图书馆的建设目标,稳步推进智慧图

书馆建设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建设应始终

围绕“需求牵引,技术驱动,服务主导,能力检验”这一基本原则,加快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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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９年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TheInＧ
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
Institutions,IFLA)在先后发布的«国际图联战略报

告(２０１９—２０２４)»(IFLAStrategy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国际 图 联 趋 势 报 告 (２０１９ 版)»(IFLA Trend
Report２０１９Update)两份报告中分别指出,图书馆

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
满足用户需求”[１]“图书馆需要智慧,需要开发新的

技能,提升图书馆的引领力,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实

现更加宏大的愿景”[２].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

断发展,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智慧地球”“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智慧校园”等概念不断涌现,为图书馆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机,
图书馆必须抓住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在数字图书

馆的基础上,加快向智慧图书馆转型,将战略中心从

数字图书馆建设,走向智慧图书馆建设.
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在新时期、新环境下为满

足用户新需求而产生的新型形态,是图书馆发展的

新目标,是智能技术和人文智慧的融合.我们需要

意识到,社会和公众不是不需要图书馆,而是需要图

书馆走向新型态、实现新功能,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战

略目标不是数字图书馆,也不是智能图书馆,而是智

慧图书馆.有专家提出,虽然智慧图书馆是当今图

书馆的最高发展阶段,但不会是终极发展阶段[３].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是图书馆发展

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有

关“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中特别提到“智慧图

书馆”[４].当然,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取决

于现实需要和社会需求.基于此,本文对数字图书

馆与智慧图书馆进行对比分析,明确智慧图书馆的

建设重点,推动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上,加快从数字图

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转型变革.

２　概念界定

２．１　数字图书馆

国内数字图书馆概念的首次引入是在 １９９４
年[５],一篇译自美国«信息»杂志的文章将其译为“光
纤图书馆”,指出“电子学习环境在大学的环境中是

有效的”,证明了数字图书馆的价值.在接下来不到

１年的时间里,李金算[６]、鲁向禹[７]、刘细文[８]、朱

强[９]等学者介绍了数字图书馆在美国的发展情况,
至此“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我国学术界.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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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是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一种分布式

信息系统,它将图书馆中不同的信息资源以编码的

形式进行加工和存储,以方便用户进行检索和利

用[１０].伴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衍生出的数字图

书馆,以及所有的移动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第一

次转型,是传统图书馆集成了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化

服务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图书馆从重视资源与技术

到重视服务功能的过渡[１１].虽然数字图书馆意识

到了图书馆员在其中承担的重要作用,但数字图书

馆不是智慧图书馆[１２],由于缺乏人的“智慧”以及数

字技术的发展局限,数字图书馆越来越难以满足用

户深层次、多样化、复杂的信息需求,特别是以人工

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数字图书

馆走向智慧图书馆提供了外部环境与技术动能.

２．２　智慧图书馆

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智慧图书馆”为主

题进行检索,发现国内研究中首次提到“智慧图书

馆”这一概念是在１９９９年[１３],以林文睿、沈俏梅[１４]、
李念 祖[１５]、杨 沛 超[１６]、晋 立 红[１７]、张 锐[１８]、阴 月

华[１９]等学者为代表的包含“智慧图书馆”概念的相

关研究相继出现,但直到２０１０年７月前,学者们的

研究还只是聚焦于数字化图书馆或由图书馆为用户

提供的信息服务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馆员、人
的智慧的“智慧图书馆”.自２００８年“智慧地球”[２０]

这一概念被IBM 正式提出后,真正的“智慧图书馆”
才在 ２０１０ 年被正式提出[２１－２２],此后涌现出了邵

波[２３－２４]、初景利[１０,２５]、程焕文[３]、吴建中[１２]等一批

学者代表.
本研究将智慧图书馆定义为以人机交互的耦合

方式、致力于实现知识服务的高级图书馆发展型态,
是第三代图书馆、新型图书馆的核心内涵,是未来图

书馆的高级型态与主导模式,是图书馆在新时代的

新定位、新形象、新能力.如果说从纸本化的物理图

书馆走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发

展中的第一次重大转型,那么再从数字图书馆走向

智能化和智慧化的智慧图书馆,则是图书馆发展中

的第二次重大转型[６,２５].
可以认为,数字图书馆的使命已基本完成,而智

慧图书馆建设已经成为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与建设目标,成为驱动图书馆转型发展的主体动力

要素.智慧图书馆集成了物的智能和人的智慧,具
备“智(ArtificialIntelligence,智慧)、大(BigData,

大数据)、云(CloudService,云服务)、物(Internetof
Things,物联网)”的特点;智慧图书馆建设需要紧紧

围绕“需求牵引、技术驱动、服务主导、能力检验”的
基本原则.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智慧图书馆不是数

字图书馆的延伸,更不是等同,数字图书馆的表征是

数字化、网络化,而智慧图书馆的表征是智能系统与

人的智慧,更加强调人(馆员、用户)的智慧,图书馆

员的智慧更为重要.

３　图书馆型态发展演进的过程

图书馆自产生以来,伴随着技术和环境的变化,
目前已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即从传统的第一代

纸本型、物理型图书馆发展到第二代数字型、移动型

图书馆,目前正在向第三代智能型、智慧型图书馆转

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图书馆型态发展演进过程

第一代纸本型、物理型图书馆围绕图书馆的物

理馆舍,主要依托图书馆的空间和文献资源发挥作

用,以为到馆读者提供到馆文献服务为核心;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出现及快速发展,第二代数字型、移动型

图书馆开始借助网络为用户提供网络信息服务;当
前,伴随着物联网技术、智能代理技术的快速应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颠覆性创新型技术的出

现,快速推动着图书馆服务的升级和转型,智能型、
智慧型图书馆(目前还是雏形)开始出现,图书馆开

始为用户提供智能化、具有智慧的知识服务,以帮助

用户在存在大量碎片化信息的世界中快速获得自己

想要的知识,图书馆从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

转型势在必行.
虽然图书馆已经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型,但多年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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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图书馆的服务始终以需求驱动为导向,不断升级

服务内容、服务模式,由最初的仅为读者提供到馆文

献服务,转换为走入用户身边,借助网络为用户跨越

“时”“空”地提供信息服务,并且开始向为用户提供

智能化智慧化的知识服务过渡.但需要明确的是,
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并非替代的过程,原有的图书馆

功能依然存在,到馆文献服务仍然有它的意义,只不

过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原有的功能可能会相对弱

化,图书馆也正在衍生出更加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属

性和新功能.

４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区别与联系

４．１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区别

智慧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目标和高级型

态,两者在功能属性、建设目标、作用机理和建设内

容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区别

数字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功能属性

与物理图书馆相对应

技术发展驱动

网络服务导向

应用场景驱动

技术应用驱动

与数字图书馆相对应

内在发展驱动

智慧服务导向

知识服务驱动

能力发展驱动

建设目标

面向内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满足图书馆运行与发展的需要

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图书馆的发展问题

面向用户提供智能分析的能力

满足用户高层次深度服务的需要

借助于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智能的解决方案

作用机理 正确地做事(DoThingsRight) 做正确的事(DoRightThings)

建设内容

网络信息采集

数字资源组织与揭示

跨库检索

信息门户网站建设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MyLibrary与PersonalLibrary
复合图书馆

智能楼宇管理

智能/智慧业务运行

大数据(小数据)与智慧服务

物理图书馆与智慧型馆员

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智能业务处理与分析

智能用户服务

专家型、智慧型馆员

(１)功能属性不同.数字图书馆与物理图书馆

相对应,是在物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结
合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服务信息系统,其功能

是为了便于用户更好地检索和利用馆藏信息资源;
智慧图书馆则与数字图书馆相对应,是在数字图书

馆的基础上发展进化而来,智慧图书馆实现了多种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智能应用,并且结合馆员智

慧,面向用户提供智慧服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以

提供网络服务为导向,其基本功能在于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信息技术的发展革新、应用场景的不断变化

和技术应用的实际成效都直接影响着数字图书馆的

功能定位和所提供的服务产品;智慧图书馆则以智

慧服务为导向,其基本功能是知识的利用,其驱动力

源于新时代下图书馆转型创新变革的内在发展需

要,是图书馆重塑核心能力、强化知识服务的必然

要求.

(２)建设目标不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目标是

通过实现面向内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满足图书馆

运行与发展需要,并且提高图书馆运营效率.数字

图书馆旨在结合技术手段解决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

基础性矛盾,即用户文献需求与图书馆资源保障不

足之间的矛盾.而智能图书馆以面向用户提供智能

分析能力为目标,旨在满足用户高层次、不断深入的

服务需要,解决的是用户对图书馆新型服务的需求

与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智慧图书馆建

设所借助的技术手段,更强调通过智能技术为用户

提供智能、智慧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用户在大量馆藏

中发现知识.在此场景下,图书馆不仅是信息查询

与检索的场所,更是一种提供知识利用与知识服务

的服务机制.
(３)作用机理不同.数字图书馆的基本要求在

于正确地做事(DoThingsRight),遵循系统指令和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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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定,刻板而机械地对每一条来自用户的请求

和指令作出回应;而智慧图书馆更注重做正确的事

(DoRightThings),通过系统智能辅助人工智慧,
使得图书馆的运行能够即时纠偏,从而提供更加个

性化 的 服 务.“Do Things Right”和 “Do Right
Things”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与行为,前者着

眼当前,强调“方法”的正确,后者着眼长远,强调“方
向”的正确,正是由于这两种理念导向的不同,带来

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作用机理的差异,因此,
“做正确的事(DoRightThings)比正确地做事(Do
ThingsRight)更重要[２６]”.

(４)建设内容不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主要关

注图书馆的门户网站,以满足用户对文献的需求为

主,因此建设重点多关注网络信息采集、数字资源组

织与揭示、跨库检索功能的实现、信息门户网站的建

设、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提供,以及 MyLibrary、

PersonalLibrary、复合图书馆的建设等内容,具有

着眼馆内、文献高度相关、中介性、事务性和技能性

的建设特点;智慧图书馆建设则重点关注如何提供

智慧服务,以满足用户对知识的需求为主,直接面向

用户需求和用户过程,基于图书馆物理空间与智能

空间、智能业务等“物”的“智能”,为图书馆业务开展

提供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实现智能业务处理分

析和智能用户服务,进而与专家型馆员、智慧型馆员

等“人”的“智慧”有机结合,提供知识性、创造性和增

值性的智慧服务,致力于使图书馆成为用户研究学

习的深度合作伙伴.
总之,数字图书馆的技术核心是对馆藏文献信

息资源的数字化,而智慧图书馆的技术核心是实现

用户所需知识的数据化;数字图书馆的目标核心是

通过技术解决图书馆融入信息化时代的发展需要,
智慧图书馆的目标核心是将馆员智慧与技术手段相

结合,为用户提供智慧化的解决方案;数字图书馆的

需求核心在于解决图书馆内部发展需要,智慧图书

馆的需求核心在于满足用户知识需要;数字图书馆

的服务核心以满足用户对资源的检索利用需求为

主,而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核心则以挖掘和满足用户

高层次深度知识需求为主.

４．２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联系

４．２．１　数字图书馆是智慧图书馆的基础

没有数字图书馆,就没有智能图书馆,更没有智

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是“人的智慧”＋“物

的智能”,其 “智慧”体现在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和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智能图书馆是“智能技术与

数字图书馆的有机结合”与“图书馆的物理环境”的
有机统一,其“智能”体现在通过系统或平台代替人

的劳动;数字图书馆则是基于物理图书馆的资源与

互联网技术构建的一种分布式信息服务系统,具有

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特征,为各种智能技术提供了最

基本的应用场景.
数字图书馆是智慧图书馆的基础,智慧图书馆

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目标.数字图书馆作为图书馆

建设、组织和提供文献信息资源的主要平台,其本质

仍然是对传统图书馆模式的延伸,数字图书馆的服

务依赖于传统的文献信息产品,而非信息内容[２７].
数字图书馆以技术为主导,侧重于数字化产品的生

产提供;智慧图书馆则是以智慧服务为主导,实现馆

员智慧和用户智慧的交流互动,满足用户的知识需

求,是图书馆发展的高级形态.

４．２．２　智慧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目标

数字图书馆需要走向智能,更需要走向智慧.
数字图书馆作为一种信息服务系统,是帮助一定的

用户群体根据一定的应用目的利用一定的信息内容

的过程[２０].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要从提供文献

资源的检索获取利用向提供深层次多样化的知识服

务转变,这就离不开各类智能技术的辅助.可见,数
字图书馆是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虚拟化和

信息化,是对图书馆的局部性变革;在数字图书馆的

基础上,智慧图书馆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

网等新技术实现了图书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

慧化的发展,是对图书馆的全局性升级.数字图书

馆的建设需要跳出原有的舒适圈,摒弃以资源为中

心的“地心说”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日心说”发展,转
变以文献检索传递为中心的“检索观”向以支持用户

对信息的各种利用需求为中心的“利用观”进步[２０],
积极且善于发现新技术来发展新的服务、创造新的

价值,实现向智能图书馆直至智慧图书馆的发展.

５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发展要求

５．１　正视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保障持续变

化的技术支撑

图书馆应正视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邵波认为

智慧图书馆概念的核心是 AI技术[２４].现阶段伴随

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语音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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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数据分析、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物联网等技术

的兴起,各行各业结合新技术积极开拓创新,图书馆

也不例外.例如,南京大学推出国内首个图书馆智

能机器人———“图宝”,集聊天机器人、咨询机器人及

盘点机器人于一体,在采用“安全磁条＋条形码”管
理图书技术的基础上,集成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通过“图宝”对图书信息的扫描与记录,
实时更新的图书位置信息可帮助读者快速找到图书

的准确位置,定位精度可达９７％[２８].“图宝”上线后

便迅速得到了业界同行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校区图书馆第一时间便与其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图宝”的技术不仅可以用在图书扫描,还可以用在

货架扫描,这也从技术上拓宽了图书馆的边界.同

时,在智能技术的助推下,图书馆也开始使用智能门

禁系统、智能监控系统、自助办证系统,打造了具备

图书馆特色的自助借还系统、智能书架、智能排架系

统、智能问答系统、智能推荐系统、智能管理系统以

及知识发现系统等,还推出了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
目前全国已有多家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开始投入

使用.
图书馆应正视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在新技术

产生为图书馆带来新生机的同时,也必然会为其带

来一些挑战.如果图书馆未及时补充新技术所带来

的“能量”,图书馆员未及时掌握新技术,将无法短时

间内为用户提供与其他已经变革的图书馆同样高

效、优质的服务,可能会降低甚至失去用户对图书馆

的需求.但同样不代表采用了新的技术,就可以保

证被用户需要,智能技术是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

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图书馆服务应始终围绕用

户需求,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以开展学科服务、情
报服务、智库服务等知识类服务为主导,借助智能技

术帮助用户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获取到自己需要的

信息,为图书馆的发展建设提供持续变化的技术支

撑保障,不断增强用户黏性.

５．２　把握智慧图书馆的建设目标,稳步推进智慧图

书馆建设发展

(１)从重点建设数字图书馆,转变为重点建设智

慧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实现了图书馆业务和管理的

数字化,为智能技术提供了应用场景,也为图书馆实

现智慧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如果说现在的数字图书

馆模式仍然是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简单延伸[２７],那么

智慧图书馆模式就更不应该是数字图书馆模式的简

单延伸.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功能和价值的强化,
更加上馆员智慧能力的充分挖掘.智慧图书馆是未

来图书馆的更高级型态与主导模式,是数字图书馆、
第三代图书馆和新型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内涵.在数

字化发展浪潮的驱动下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使命

已基本完成,“十四五”和未来的图书馆建设,要以智

慧图书馆为建设重点,加快从建设数字图书馆向建

设智慧图书馆升级转型.
(２)从重点建设智能图书馆,转变为重点提升智

慧服务.智能图书馆是对数字图书馆的升级,更强

调机器智能(MachineIntelligence),但机器智能的

本质是机器辅助智能(MachineＧaidedIntelligence),
而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由于智能技术更多地依赖

计算机的智能而非人的智慧,因而无可避免带来智

能图书馆的发展局限.例如,程序化的步骤难以让

终端用户定制自己的需求,难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要;高昂的系统开发和维护费用,可能会加重图书

馆财务压力;智能系统开发的内在复杂性,对馆员能

力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自然语言能力仍然有限,需
要人为干预和修正;以及受到技术所限,智能系统无

法处理超越其限度等问题[２９].智能图书馆作为数

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过渡,是图书馆智能化的

体现,但距离图书馆的智慧化仍有较大差距.智能

图书馆的本质是机器取代人,而智慧图书馆的本质

是人利用机器智能,智慧图书馆不仅需要智能技术,
更需要结合馆员智慧将“智能”转化为“智慧”,提供

深层次、多样化的智慧服务.
(３)从技术驱动,到需求与服务驱动.无论是从

物理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还是再到智能图书馆,主
要都是以技术发展为驱动力,要实现向智慧图书馆

的飞跃,则需要以用户需求与知识服务为驱动.用

户的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对知识的需求,知识服务、智
慧服务能够直接面向用户需求,将馆员的智慧和知

识性劳动融入其中,为用户提供嵌入式知识性成果

和解决方案,驱动图书馆的服务升级.在新时代图

书馆“服务为王、需求为本、资源为基、技术为翼”的
发展理念下,用户需求的多少决定着图书馆存在价

值的大小,图书馆服务能力的高低关系着图书馆转

型的成败.用户需求是驱动图书馆服务升级的根本

动力,图书馆需要灵活运用技术手段、充分利用馆员

智慧,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的水平,加
速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

６５

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初景利,任娇菡,王译晗

FromDigitalLibrariestoSmartLibraries/ChuJingli,RenJiaohan,WangYihan



2022

年
第2

期

(４)从过程与工程主导,到能力与效果主导.智

慧图书馆的建设若以过程与工程主导,则会较多关

注外在指标,如资源增减、经费使用、人才引进、技术

应用、馆舍改造等图书馆具体要素,容易忽视在建设

过程中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的内在提升.然

而,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才是图书馆实力的综合体现,
而非图书馆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要素上的简单投

入.图书馆不仅能够提供教学、科研和管理等传统

服务,也能够提供知识服务、智慧服务来满足用户的

多样化需求.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应以图书馆自

身能力与实际效果为检验标准,重点关注图书馆内

在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开展智慧服务所带来的社会效

益,证明图书馆开展智慧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
而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形成智慧图书馆发

展与服务效果检验的良性循环.

５．３　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智慧

服务

智慧服务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在“服务

为王”的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建设理念下,服务是图书

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智慧图书馆作为具有学科专

长、知识服务能力、集成了智能技术工具的新型图书

馆,是智能技术驱动的具有智慧的图书馆.有专家

认为,智慧服务是智慧图书馆的终极目标[３],没有智

慧服务,则不是真正意义、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图书

馆.智慧图书馆建设需要将智慧服务作为其核心问

题,以智慧服务主导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构建富

有生机活力的智慧图书馆.
人的智慧是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核心.在智慧图

书馆建设中,不能仅仅依赖智能空间、智能设备,人
的智慧(知识、经验、专长、感悟、能力等)必须发挥主

导和关键作用.需要呼唤智慧型馆员的出现,并将

智能技术与馆员的智慧有机结合,从而为用户提供

真正的“智慧”服务.
技术在变革、环境在变化,图书馆的服务也需要

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开拓创新,持续地提升自身服务能

力.图书馆应意识到,若不关注、不参与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就将被时代所抛弃.图书馆能力的大小不在

于其规模,而在于其智慧.新时代,图书馆需要在智

能技术的驱动下,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从事务型转变

为智慧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不断强

化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智慧服务水平.智慧图书馆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智慧图书馆六化愿景”[１０],即服务

场所泛在化、服务空间虚拟化、服务手段智能化、服务

方式集成化、服务内容知识化、服务体验满意化.

６　结语

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的发展趋势、目标和方向.
智慧图书馆应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技术驱动,服务

主导,能力检验”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设计理念,秉持面向用户服务的技术驱动导向,融入

馆员智慧,鼓励馆员创新,充分利用各种智能技术,
关注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的具体体现与能力转化方

式,做好图书馆整体发展设计与整体技术架构的有

机衔接,加强图书馆整体业务体系重构与人员及其

能力的重新配置.在明确智慧图书馆发展建设的需

求、目标、模式、技术与路径的基础上,明确其在“智
慧校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中的功能定位与作

用机制,促进图书馆与学界、业界的协同工作,不断

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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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DigitalLibrariestoSmartLibraries
ChuJingli　RenJiaohan　WangYihan

Abstract:Toexplorethenewpathoflibrarydevelopmentintheera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oproＧ
motethedevelopmentofsmartlibraryconstructioninChina,thispaperanalyzedtheconnectionsand
differencesbetweendigitallibrariesandsmartlibrariesandproposed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forthe
constructionofsmartlibraries．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includedfacinguptotheopportunitiesand
challengesbroughtbysmarttechnologyandsecuringtechnicalsupportforcontinuouschanges;grasping
theconstructiongoalsofsmartlibrariesandsteadilypushingforwardthedevelopmentofsmartlibraryconＧ
struction;andcontinuouslyimprovingservicecapabilitiesandstrengtheninglibraryknowledgeservicesand
smartservices．Theconstructionofsmartlibrariesshouldbebasedonthebasicprinciplesof“demandＧdrivＧ
en,technologyＧdriven,serviceＧled,andcapabilityＧproved”,an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librarＧ
iestosmartlibrariesshouldbeaccelerated．

Keywords:DigitalLibrary;SmartLibrary;SmartService;Knowledg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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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CollectionofFamousBibliophileNiChuanjifromNingbo

ZhaoChanghai　WangYuxiao

Abstract:NiChuanji,styledhimselfChunru,alsoChunshuwhowasborninNingbo,isafamous
bookcollector．Hisdeedshavelongbeenlostinoblivion．Intheearly１９５０s,Niscollectionwasconfiscated
intomarket．Thenheboughtthosebooksagainanddonatedtothestate．Thisiscomedyandtragedywith
featuresoftheera．Hisnamehasbeenwronglywrittenas“NiChunru”foralongtime,becauseofthemisＧ
writingofHuangShangandShanghaiModernCollectionChroniclePoetry．TheNiFamilyTreeof
XiguanTowninZhenhaiDistrictinShanghaiLibraryisakindofwoodentypesprintedgenealogicaltree
andwascompiledbyhimin１９２４sCultivatingVirtueHall．Afterthathislifeandfamilywereknown．Nis
NotesofBaomoBookTower,apassage,wasveryvaluableandwasnotmentionedbyotherscholars．This
essaywasrecordedinTheNiFamilyTree,whichpreliminaryrevealthegeneralsituationofNiChuanjis
bookcollection．

Keywords:BookCollectingHistory;NiChuanji;BaomoLibrary;N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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