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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技术的高校图书馆空间使用评估研究∗
 

□王舒　王红　刘诗童　吉丽君

　　摘要　空间评估是高校图书馆空间改造工作的核心环节,可以系统了解现有空间的使用效

能,GIS技术为图书馆空间使用评估引入了新的视角.文章基于 GIS 技术提出高校图书馆空间

使用评估的方法,通过扫描观察法收集地理数据,利用核密度法可视化图书馆的聚集区域,结合

调查问卷挖掘读者的潜在需求,并以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

同读者在图书馆有不同的使用习惯和空间偏好,高校图书馆需要从功能分区、家具设备等方面优

化空间设计,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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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不

断提升.高校图书馆以“藏、借、阅”为主的业务模式

发生转变,图书馆空间逐渐成为信息交流、知识传

播、学术研究的中心.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重新定位

自身角色,开展了一系列空间再造的工作,期望通过

空间布局变革促进服务功能升级,充分发挥图书馆

的空间效用和价值.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兴起带动了

空间评估的研究,空间评估是图书馆空间再造流程

的必备步骤.如何评估现有空间的运作效能,检验

空间规划方案的合理性,构建系统的空间评估机制?
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图书馆的广泛关注.文

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图书馆空间评估的相关研究,尝
试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Ｇ
tem,GIS)的代表性分析工具 ArcGIS应用平台,从
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入手,将读者的热点活动区域可

视化,绘制图书馆空间的行为分布地图,剖析读者隐

性和显性的空间使用需求.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总

结出高校图书馆空间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

具有普适意义的空间优化设计建议,以资为高校图

书馆空间再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２．１　图书馆空间评估的研究

图书馆空间评估是建筑空间管理的一种反馈机

制,是以使用者的空间需求和建筑的性能标准为依

据,系统评估图书馆空间的实际服务效果,发现现有

空间设计的潜在问题,为空间规划决策提供客观依

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开展图书

馆空间评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

究起步较早,以环境心理学、建筑美学等理论为依

托,结合实践案例建立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空间评

估理论框架.例如,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设计的

LIBQual＋ 服务质量评估模型,基于用户感知设立了

物理环境层面的评价指标,为高校图书馆调研用户

的空间需求提供了参考[１].尼特基(NiteckiD)归纳

了高校图书馆空间评估的７个基本步骤,总结了不

同类 型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评 估 目 标[２]. 考 夫 曼

(KaufmanJ)等人根据经验总结了实施高校图书馆

空间评估的关键要素,介绍了空间评估的通用模型

和常用工具[３].安德鲁(AndrewsC)等人分别采用

观察法、调查法、照片日志法等定性定量方法,系统

评估影响读者行为模式的图书馆空间属性[４－９].英

国拉夫堡大学[１０]、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１１]等多所学

校结合本校的实践成果,采取各具特色的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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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完善的空间评估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国内

学者更加关注图书馆空间设计的理论探讨,对空间

评估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的研究论述才逐

渐深入.赵静、隆茜、马俊等人从评估方法、评估结

果等方面调研了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评估的研究成

果[１２－１４].王素芳、王贵海、隆茜等人则着重研究了

高校图书馆空间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１５－１７].杨文

建、薛狂等人更加关注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场景的

影响因素[１８－１９].刘绍荣、罗晓波、鲁倩妮等人采用

使用后评价的方法调查了读者的使用特征[２０－２２].
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大多参考国外的空间评估内容,
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且不成熟,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

深度挖掘.
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高校图书馆空间

评估的主体包括图书馆员、读者及空间设计人员.
其中,图书馆员包括空间评估小组专员和普通馆员,
读者包括不同院系的教师和学生,空间设计人员包

括建筑设计人员和技术服务专家.图书馆空间评估

的对象包括实体空间结构、室内外环境及室内设备

设施.其中,实体空间评估包括对空间尺度、空间形

态、空间划分、空间布局的评估;室内外环境评估包

括对建筑外观、周边环境和室内环境(视野、采光、通
风、温度、氛围、隔音等)的评估;室内设备设施评估

包括对家具、标识系统、装饰品、技术设备、基础设施

(电源插座、无线网络、暖通电气等)的评估.图书馆

空间评估的内容包括性能评估、满意度评估、运行成

效评估和使用模式评估.其中,性能评估主要考察

图书馆空间的物理性能是否符合行业内被广泛认可

的相关标准,例如考察建筑设计及环境设施是否符

合JGJ３８－２０１５[２３]、ISO/TR１１２１９－２０１２[２４]等设

计规范的要求.满意度评估主要考察图书馆空间满

足读者需求的程度,考察读者对布局是否合理、环境

是否舒适、设备是否完备的主观心理感受.运行成

效评估是考察图书馆空间改造的效果及影响力,如
空间改造是否有助于流通率和访问量的增长、是否

促进读者学习研究和交流分享.使用模式评估主要

考察图书馆空间被实际利用的程度,通过实地观测

的方式研究读者在不同区域的活动现象.使用模式

评估是图书馆空间评估的重要研究主题,基于环境

行为学分析行为模式与空间设计的内在关联,对读

者的使用偏好和行为习惯进行客观记录,挖掘读者

的行为分布特征和空间认知体验.

文章从使用模式评估的角度出发,以高校图书

馆员和读者作为评估主体,以读者使用空间的实体

结构、室内环境和设备设施作为评估对象,对读者的

使用目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频率进行综合评估.然

而,传统的评估方法很难客观描述读者多种形式的

行为活动,无法直观展示图书馆空间的真实使用效

率.鉴于此,研究者尝试基于 GIS技术可视化分析

读者在图书馆的空间分布特征,剖析高校图书馆空

间设计对读者使用偏好的影响因素.

２．２　GIS技术的应用研究

GIS技术是对地理空间信息进行采集、管理、存
储、分析、显示、输出的一项技术[２５].GIS技术以地

理数据为基础,可以建立地理空间信息的统计模型,
将地理空间分布的形态特征可视化,为地理空间决

策提供支持服务.GIS技术作为描述空间环境的工

具已被国外多位学者应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中[２６].昆茨(KoontzC)最早将 GIS技术应用在馆

舍选址上,通过地图标注的形式分析图书馆服务地

区的人口密度,确定馆舍的最佳地理位置[２７].随

后,夏(XiaJ)将 GIS技术应用在馆藏资源管理中,
基于 GIS构建图书馆的空间管理系统,通过空间导

航图分析馆藏资源的位置信息和流通情况[２８].近

些年,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应用 GIS技术进行图书馆

空间的使用模式评估,将读者的行为习惯和行动路

线可视化,绘制读者在空间中的活动地图,挖掘读者

行为模式与空间功能配置的联系[２９－３５].基于 GIS
技术开展图书馆空间使用评估的关键在于读者空间

数据采集的科学性.通过实地观测的方式记录读者

的行为数据可以客观评价读者潜在的、隐性的空间

需求,进一步通过调查问卷收集读者的反馈数据可以

主观评价读者的显性认知和态度.因此,研究者首先

通过扫描观察法实地采集读者行为的地理数据,进而

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将读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视化.
最后,辅以调查问卷数据深度剖析读者的主观感受和

体验,从多个维度对图书馆的空间服务效果进行综合

评估,为高校图书馆的空间优化提供依据.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扫描观察法

研究者利用扫描观察法通过地图标注的形式,
从读者的角度收集地理空间数据,记录读者在图书

馆不同位置的行为习惯.观察法是社会调查研究中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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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原始资料的方法之一,是在自然状态下客观记

录社会现象的过程,可以直接获得具体和真实可靠

的第一手资料[３６－３７].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法可以分

为不同的类型.根据观察的内容分为结构式观察和

非结构式观察,根据观察的场所分为实验室观察和

实地观察,根据观察者的角色分为参与观察和非参

与观察.本文采取的扫描观察法是一种结构式的、
非参与的实地观察法,在国外图书馆的空间评估中

被广泛使用,通过对读者自然状态下在图书馆的行

为习惯进行实地观测和跟踪记录,分析读者在图书

馆不同区域的行为偏好[３８－４０].
为了获取读者在图书馆的地理空间数据,首先,

需要根据图书馆的平面布局图细分评估区域,设计

不同评估区域的空间观察模板.在观察模板上记录

观察的时间和地点,标注各种家具设备的具体位置,
并为不同读者、活动及物品进行编码.如图１所示,
用○表示男性读者,用△表示女性读者,用 W 表示

阅读书写的读者,用L表示携带笔记本的读者等等.
然后,观察者需要在固定时间按空间顺序扫描观察

整个评估区域,在观察模板上用编码详细记录读者

的所在位置、行为活动和携带物品,计算不同评估区

域的读者人数及使用信息,并在备注栏记录异常事

件.最后,将扫描观察数据导入 Excel进行空间化

预处理,为 GIS可视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利用

Excel统计不同区域、家具、设施的读者占有率,计算

进行不同活动、携带不同物品的读者比例,整理记录

的异常事件.

图１　空间观察模板示意图

３．２　核密度分析法

基于 ArcGIS地理信息系统,采用核密度法可

视化分析读者的空间分布特征,挖掘读者的空间使

用模式.ArcGIS是一套完整的GIS应用平台,具有

编辑、分析、存储地理数据的完善功能[４１].核密度

分析是 ArcGIS空间建模与分析的常用方法之一,
其主要思想是利用核函数计算地理要素在周围邻域

的密度值,拟合生成光滑的锥形表面,发现地理要素

在整个空间的分布规律[４２].通过核密度分析可以

对离散的读者样本点进行空间平滑处理,使读者的

行为属性值从中心位置向四周衰减,根据累计的属

性权重总数生成分布连续的密度变化图,识别读者

样本点在图书馆空间的总体分布特征.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其中,n 为观测总数,h 为设置的搜索半径,

K 为核密度函数,X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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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１
K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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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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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读者的空间布局规律,首先,将图书馆

的平面布局图进行数字化处理,创建图书馆结构布

局和家具设备的空间视图,导入 ArcGIS得到地理

分析的基础底图.然后,在 ArcCatelog中创建读者

点要素类并定义其行为属性字段,在 ArcMap中将

样本读者抽象为矢量化的点要素图层.进而,将扫

描观察法收集的行为数据批量导入读者属性表,将
地理数据与统计数据联系起来,对应读者在不同位

置的不同活动.然后,加载SpatialAnalyst扩展模

块的核密度分析工具,添加读者点要素及其行为属

性字段,设置搜索半径和输出像元大小,基于读者的

不同活动生成多个核密度栅格图.最后,设置核密

度图的显示样式,选择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根据等级

用相应颜色表示不同区域的密度,通过可视化的方

式直观显示读者的空间形态和聚集现象.

３．３　调查问卷法

为了深入挖掘扫描观察法及核密度法的分析结

果,进一步利用调查问卷法了解读者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解释读者行为的内在动机.调查问卷法被

广泛应用于图书馆的空间评估工作,可以从读者的

视角定性分析图书馆空间存在的问题,从而改进空

间设计使其符合读者的空间需求.本文从读者的空

间使用习惯、空间满意度、空间改造建议三个方面设

计了调查问卷的内容,以期对读者空间分布的可视

化结果进行补充阐释.空间使用习惯调查是为了了

解读者访问图书馆的频率、时长和目的,调查读者从

事不同活动时对不同位置的选择偏好.空间满意度

调查可帮助了解读者对现有的空间布局、家具设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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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环境氛围的感官体验.通过空间改造建

议调查,了解读者对空间改造的主观感受,通过设置

开放性问题挖掘读者最关注的细节问题.在正式调

查之前需要进行测试调查,并向专家征求意见,以便

检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最终确定正式问

卷.最后,结合空间核密度地图,对调查结果进行归

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根据对读者的行为观察和实际

反馈来系统化地评估图书馆空间的使用情况.

４　实证分析

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建成于１９９９年,位于

主校区核心地带,建筑面积为２万平方米,预计开展

为期２年的空间再造工作.伯川图书馆的空间功能

围绕纸本文献服务展开,阅览室占据了图书馆的大

部分空间,按学科的主题分类存储纸本馆藏.同一

楼层的阅览室通过线性的通道相连,阅览室之间具

有明确的边界和分隔,形成封闭独立的空间布局模

式.阅览室内采取藏阅一体的管理模式,藏书区域

和阅览区域采取平行式的布局,书架和阅览桌椅整

齐地并置排列.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笔者在伯川图书

馆收集了３轮观察扫描数据,每轮扫描在每天的３
个时间段内独立展开,共收集了１２８７９人次的观察

数据.在观察扫描的过程中,在伯川图书馆的不同

楼层、房间和区域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调查问卷

４９８份,其中有效问卷４７６份,占９５．５８％.

４．１　基本统计分析

４．１．１　空间占有率分析

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共设有７个图书阅览

室,１个期刊阅览室和１个公共活动的大厅.为了

了解伯川图书馆的整体使用效率,表１列出了不同

空间的座位数、占有率及占座率.伯川图书馆５０１
室的空间占有率最高.一方面是因为该室存放的是

历史、文化等借阅率较高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另一方

面因为其座位最少、楼层较高,环境安静舒适,适合

阅览和学习.相比之下,３楼大厅的空间占有率最

低,是因为３楼大厅缺少照明设备、光线偏暗,供暖

设备不足、温度很低;同时因为３楼大厅西侧靠近总

服务台和借还书区域,人员流动大,环境相对嘈杂,
因此使用率较低.图书馆应根据读者的使用习惯,
合理规划不同楼层的功能分区,将需求量大的文献

设置于较低楼层,对主题相近的阅览室进行整合,提
高读者获取资源的效率.并且,根据读者的使用需

求,调整不同空间的面积和位置,增加人文社科类图

书阅览室的座位数量,改善３楼大厅的环境氛围,将
学习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分开布局,进一步提高座

位利用率.

表１　伯川图书馆空间占有率

空间 功能
座位数

(个)

占有率

(％)

占座率

(％)

３０１室 外语学习图书阅览室 ２１２ ２６．４２ １１．８３

３０７室 数学、力学、物理学图书阅览室 ２１８ ２８．９０ １１．３５

３楼大厅
总服 务 台、借 还 书 区、休 闲 阅

读区
１０７ ２０．００ ３．２７

４０１室 哲学、政治、法律类图书阅览室 １５２ ３０．９６ １１．５７

４０３室 中文社科、文艺类期刊阅览室 ２１８ ３３０３ １６３５

４０６室 经济类图书阅览室 １０６ ３１８２ ８１

５０１室 历史、军事、文化类图书阅览室 ６８ ５５９８ ２１４３

５０３室 中外文报纸阅览室 １１８ ４０７８ ２００１

５０６室 文学、小说、散文图书阅览室 １１０ ４０７９ １８２９

４１２　空间占座率分析

统计发现图书馆的空间占座率与占有率成正比

关系(如图２所示).空间占有率很高的区域,其占

座率也相对较高,二者总体趋势上具有一致性.扫

描观察时发现,读者进入图书馆携带的物品较多,包
括:手机、书包、纸笔、书籍、水杯、耳机、充电器、笔记

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等.伯川图书馆现有的桌子不

够宽敞,几乎所有桌子都没有放书包的位置.读者

习惯将个人物品摊开摆放在隔壁书桌上,并将书包

放在旁边座位上,导致空间占座率随着读者数量的

增多而增加.调查问卷显示,图书馆最受读者欢迎

的位置是可以放东西的座位,５０６５％的读者喜欢坐

在宽敞的桌子旁边,４０２６％的读者建议图书馆购置

可放书包的桌椅.这表明读者需求更大的空间摆放

个人物品,图书馆在购置新家具时应考虑读者的习

惯,为读者提供更舒适的阅读条件,从而提高图书馆

空间的使用效率.

４．２　读者使用模式分析

４．２．１　读者行为活动分析

读者的使用模式是图书馆空间再造的重要参考

依据,读者在图书馆的活动不同,习惯选择的环境氛

围,使用的设备设施都不相同.为了深入调查读者

的使用偏好,本文扫描观察了读者在伯川图书馆的

行为习惯,图３显示了读者主要的行为活动.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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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间占座率与占有率关系图

３可知,读者在图书馆最主要的活动是阅读书写,完
成学术工作是读者访问伯川图书馆的主要目的.这

是因为伯川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阅览和学习空

间,提供学术支持服务一直是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
另外,１８４４％ 的 读 者 在 扫 描 观 察 时 使 用 手 机.

１６８２％的读者在使用笔记本电脑,８９４％的读者在

使用平板电脑.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读者的阅读

和交流模式发生了变化,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逐渐成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媒介.在数字环境下,
图书馆需要为读者提供技术环境和配套设备,支持

读者对移动设备的使用.除此之外,１６１７％的读者

在图书馆讨论学术,１１７９％的读者在图书馆社交闲

聊.图书馆不再单纯是纸本文献的馆藏地,还要为

读者的交流互动活动提供服务场所,方便图书馆在

学习之余沟通社交.读者在图书馆开展的其他活动

还包括:朗读背诵、打电话、检索浏览文献、沟通咨

询、睡觉、吃喝等等.为了可视化读者的使用模式,
本文以阅读书写、交流互动和电脑使用活动为例,直
观展示读者开展这些活动的活跃区域,了解图书馆

空间的功能布局对这些活动的影响.

图３　读者在图书馆的行为活动

４．２．２　阅读书写行为空间分布

由图３可知,４１５６％的读者在图书馆进行阅读

书写活动.扫描观察统计,８４８１％的读者会携带纸

笔、书籍、读写材料等与学术工作相关的物品进入伯

川图书馆.调查问卷显示,４８１％的读者每周在图

书馆完成超过一半的学术任务,这表明图书馆传统

的学习功能仍然适用于大量读者.以伯川图书馆４
楼为例,图４显示了读者阅读书写行为的空间密度

分布情况,其中高密度区域用暖色表示,低密度区域

用冷色表示,根据读者的位置分布可以发现两个热

点区域.A区域是单人桌椅的摆放区域,该区域是

读者阅读书写时使用率最高的区域,尤其是４０３室

靠窗的单人座位,平均空间占有率达到５７９８％.
调查问卷显示,５９４９％的读者在阅读书写时喜欢独

自学习,５０６５％的读者建议图书馆增加单人学习书

桌的数量.由于单人桌椅区域安静、隐蔽,私密性也

更好,大多数读者习惯于在周围人少、不被打扰的环

境下安心学习.然而,目前伯川图书馆的单人座位

非常稀 缺,单 人 座 位 的 比 例 仅 占 所 有 座 位 数 的

１９５６％,单人座位的摆放私密性较差,难以满足大

量读者单独学习的需求.B区域是靠近窗边的区

域,一方面由于靠窗的座位光线更好,在调查中

４６７５％的读者要求图书馆提供更充足的采光,包括

在改造中增加更多的灯光和窗户.另一方面,自然

光和窗外的风景可以营造一个放松的环境,有助于

读者在阅读书写的过程中调整和休息.在图书馆优

化设计阅读学习空间时,需要重新布局桌椅与窗户

的位置,充分考虑光线对读者使用的影响.

图４　读者阅读书写空间分布图

４．２．３　交流互动行为空间分布

由图３可知,３１．０１％的读者在图书馆进行交流

互动活动,包括学术讨论、社交闲聊、沟通咨询.以

伯川图书馆４楼为例,图５显示了读者交流行为的

空间密度分布情况.观察读者的位置分布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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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类型的交流活动发生在图书馆的不同区域.
读者的学术讨论活动通常在阅览室内展开,并呈现

不同的团队模式.圆桌在２－４名读者坐在一起学

习讨论时使用率最高(图５中的 A 区域),其他座位

相邻的２－３名读者也会偶尔小声探讨问题.读者

的社交闲聊活动通常在阅览室外展开,部分读者习

惯坐在４０１室和４０６室外的书桌附近随意的聊天

(图５中的B区域),部分读者习惯在４０３室外的走

廊窗边站着与朋友说笑闲聊(图５中的C区域).读

者的沟通咨询活动通常发生在自助复印、打印机旁

(图５中的D区域),由于这些设备的使用说明不易

理解,读者第一次使用时习惯于请求图书馆员的帮

助,或者向其他有经验的读者咨询使用方法.
目前,伯川图书馆既没有相对独立的专门区域

进行学术研讨,也没有咖啡厅等非正式区域进行社

交聚会,缺乏可供读者选择的各类交流互动空间,尚
未提供适合沟通闲聊的家具桌椅,无法满足读者多

种形式的交流互动需求.调查问卷显示,４４３％的

读者表 示 很 难 找 到 合 适 的 空 间 进 行 自 由 讨 论,

２２７８％的读者建议开设不干扰其他读者的团队学

习室,３２９１％的读者建议开设咖啡厅或其他休闲区

域.这表明,尽管读者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中阅读书

写,在学术活动之余也需要氛围轻松的休闲社交空

间,在团队协作时需要允许交流讨论的区域.图书

馆应根据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增加不同类型的交流互

动场所,并且合理安排各类空间的面积占比和位置

布局.
对比图４和图５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学术研讨

空间,读者只能在阅览室内讨论问题,阅览室内的热

点讨论区域与需要安静阅读环境的读者距离很近.
另外,由于阅览室与走廊用隔音较差的玻璃幕墙区

隔,阅览室外的噪声可能对阅览室内的读者造成影

响.调查问卷显示,４８１％的读者在伯川图书馆改

造时最关注“如何在设计上减少噪声”的问题.对读

者改造建议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吵闹”“噪音”“安
静”是读者使用的高频词汇.由此可见,读者对安静

学习和对话交流的声音要求是有冲突的,如何注意

声音的平衡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如何根据声音

强度对空间进行科学规划是图书馆改造时需要重点

考虑的问题.

４．２．４　电脑使用行为空间分布

由图３可知,２５７６％的读者在伯川图书馆内使

图５　读者交流互动空间分布图

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调查问卷显示,４９３７％
的读者曾经携带笔记本或平板电脑进入伯川图书

馆.读者在图书馆使用电脑的主要目的包括:检索

电子资源、下载研究资料、完成课程作业、开展学术

讨论等等.为了了解电脑使用者的空间需求,以伯

川图书馆４楼为例,图６显示了读者使用电脑的空

间密度分布情况.观察读者的位置分布可以发现,
读者倾向于选择靠近电源插座的座位,方便给电脑

充电(图６中的 A 区域).调查问卷显示,７６９２％
的读者在使用电脑时优先选择靠近插座的座位,

６４５６％的读者建议图书馆增加电源插座数量.目

前,伯川图书馆没有配置台式电脑供读者使用,阅览

室内的插座数量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有些读者只

好自己携带插排,以便连接位置较远的插座给电脑

充电,读者随意拉扯的电源线很容易影响其他读者

的正常通行.另外,圆桌也是电脑使用率较高的热

点区域(图６中的B区域),扫描观察发现,读者习惯

于在讨论时使用电脑交流互动.在调查中,读者建

议图书馆在讨论区配置圆桌、电脑、显示屏、投影仪

等设备促进团队协作和信息共享.由此可见,图书

馆在改造中应保证充足的电源插座和高速的无线网

络,并为读者的学习讨论和协作创新配置完善的技

术环境,满足读者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实用性需求.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１　结论

文章尝试将GIS技术应用到高校图书馆空间的

评估中,并以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为例进行了

实证研究,总结了读者使用图书馆空间的特点,并发

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空间设计问题.
(１)空间分配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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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读者使用电脑空间分布图

传统高校图书馆以纸本文献为核心,在分区上

紧紧围绕“藏、借、阅”服务展开.随着数字资源的发

展,读者对纸本文献的需求量越来越小,研究发现检

索浏览纸本文献的读者仅占３２６％,藏书区域的使

用率远低于其他区域.目前,图书馆的藏书区域占

据了阅览室内的主要空间,图书馆内空间紧张和空

间闲置的现象并存.
(２)空间功能形态单一

现代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功能不断丰富,成为读

者学习、研究、休闲、交流的多元化服务场所.研究

发现,读者的私密性和公共性的空间需求共存,读者

在阅读书写时普遍选择安静、隐蔽的区域,在讨论和

交流时更需要自由开放的互动空间.目前,图书馆

以矩形大空间的形式布局,未能按照读者需求进行

功能分区,缺乏个人研究区和互动讨论区等小型空

间,现有设计容易产生噪音造成对读者的干扰.
(３)家具选型布置单调

图书馆家具的选择与陈列影响使用感受和环境

氛围.研究发现,读者对宽敞的书桌需求迫切,现有

书桌没有足够空间放置个人物品,读者只能占用相

邻座位,从而导致空间浪费.目前,图书馆的家具形

式单一,以４人学习桌椅为主,单人座位和讨论圆桌

数量不足,公共活动空间缺少休闲沙发,未考虑多样

化的使用行为.另外,图书馆内的家具布置呈行列

式线性排布,靠窗区域被大量书架占用,桌椅摆放过

密,读者的使用体验不佳.
(４)设备设施不完善

在信息化时代,读者倾向于自己携带电脑通过

网络获取电子资源.目前,图书馆已提供无线网络

的全面覆盖,但是阅览室内的电源插座配备不足,且
插座位置与阅览座位的距离较远,成为制约读者使

用电脑的瓶颈.另外,图书馆没有配置台式电脑、显
示屏、投影仪等技术设备,技术环境不完善,限制了

读者对数字化信息设备的使用.

５．２　建议

随着数字资源的发展和教学模式的变革,高校

图书馆空间的功能正从纸本馆藏存储中心向读者活

动中心转变.下面归纳几点高校图书馆空间改造的

建议,以期为其他高校图书馆的空间评估提供借鉴

和参考.
(１)空间分区功能多元化

面对读者多元化的空间需求,高校图书馆应打

破传统的功能分区模式,丰富空间的形式,优化空间

的层次,最大限度地挖掘图书馆空间的潜力.首先,
高校图书馆的核心功能仍然是阅读学习服务,因此

图书馆应尊重不同读者的阅读学习体验,保证充足

的阅览学习空间.例如,可以参考瑞典的马尔默大

学图书馆的做法,根据读者的学习模式设置独立私

密的安静学习区、视野开阔的开放学习区以及大小

不一的自由学习区,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阅读学习

环境[４３].另外,高校图书馆还应提供多元化的交流

场所,满足读者的交流互动需求.如根据交流方式

和人数专门设置小型讨论室、交流共享区,方便读者

开展团队协作和学术研讨;或结合阅览室出入口、过
道、门厅等交通空间分散布置休闲社交区域.此外,
高校图书馆还应新增一些特色空间,如不受干扰的

朗读区、数字化的多媒体区、放松惬意的咖啡厅等

等,弹性适应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在重新布局时,噪
音问题是高校图书馆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应尽量采

取分区隔音的措施、使用噪声过滤材料限制噪音传

播,使图书馆成为一个动静相宜的舒适空间.例如,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将安静空间、团队学习空间、休
闲空间、创作空间分楼层布局,并制作标识系统标记

出不同区域的声音规定,将噪声污染通过合理布局

降到最小[４４].
(２)家具布置人性化

现代图书馆应在设计中体现人性化,提供多功

能、舒适、灵活、易用的家具,创造一个具有吸引力的

环境.在选择家具时,应根据空间的功能特性和读

者的使用习惯提供不同类型的家具.例如,在开放

学习区设置足够宽敞的书桌,确保容纳读者的个人

物品;在个人学习区设置半封闭式的单独桌椅,避免

其他读者的视觉干扰,营造相对私密的个人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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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区设置方便交流的圆桌和可移动的转椅,
提供适合互动协作的物理环境;在休闲区设置沙发

和有扶手的椅子,让读者在学习之余放松心情,营造

自由轻松的氛围.图书馆的家具除具有实用性功能

外,还可以调节空间的使用关系,提高空间的使用效

率.因此,在陈列家具时,阅览区的桌椅应留出合理

的间隔空间方便读者通行;学习区的桌椅应尽量靠

近窗户,保证自然采光充足,缓解读者的视觉疲劳;
休闲区的座椅可设置在廊道、中庭等视野开阔的区

域,方便读者观景休息.
(３)设备设施智能化

在移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图书馆需要适应读

者新的阅读模式,利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优化空间配

置,营造便捷、友好、交互的智能学习环境.在学习

区,每张书桌都应设计电源插座,并保证无线网络的

全覆盖方便读者使用移动设备.在阅览区,需要增

设电子报纸阅读器、电子书借阅机等设备方便读者

获取电子资源.在讨论区,需要配置更多的电脑、显
示屏、投影仪、打印复印扫描仪提升团队合作的效

率,并且提供常用的阅读软件、数据分析软件、多媒

体软件提升协作创新的便捷度.图书馆员需要定期

检查,做好维护升级工作,保证硬件软件的正常运

行.各高校图书馆还可依托本校的学科特色,进一

步设计创意空间,提供３D 模拟、数字加工、多媒体

编辑等智能化设备,为读者搭建主题服务的知识平

台.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学习剧院”空间,
通过数字智能化的设计,打造了开放性的教学实验

室,为师生探索全新的教学方式提供平台[４５].玛丽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 ThinkLab空间,提供机器人

制造的电子产品和试验工具,定期举办机器人制造

研讨会,通过新技术的有机融合激发读者的创新

能力[４６].
图书馆的空间变革与图书馆的服务转型密不可

分,空间再造是促进服务转型的重要支撑,开展空间

评估工作是空间再造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基于

GIS技术进行高校图书馆空间的使用评估,可以从

读者的角度出发,评估现有空间的布局模式和服务

功能,为高校图书馆优化空间配置、拓展空间服务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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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braryspaceassessmentisthecoreissueoflibraryspacereconstruction,whichishelpful
foranoverallunderstandingoftheexistingspaceutilization．GIStechnologyprovidesanewperspectiveto
evaluatethespaceusageofuniversitylibraries．Thispaperdevelopsasetofassessmentmethodsbasedon
GIStechnology．Geographicdataiscollectedbyobservationalsweeps．KerneldensityanalysisisusedtovisＧ
ualizethehotspacesofthelibrary．Questionnairesarealsoperformedtounderstandthepotentialdemand
ofreaders．EmpiricalanalysishasbeendonebyusingthedataofBochuanLibraryofDalianUniversityof
Technology．ThestudyfounddifferentusagepatternsandspacepreferencesofdifferentreadersintheliＧ
brary．Functiondivision,furnitureandequipmentshouldbeoptimizedinfuturespacedesignofuniversity
librariestomeetrespectiverequirementsoflibrary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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