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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徐璟　董笑菊　李新碗∗

　　摘要　数字化与网络化颠覆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大学图书馆也不例外.大学图书馆是大学

发展的重要基石,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基本完成从纸质图书资源供给向电子化资源供给的转

变,目前正在向多元化发展.面向未来的学习中心建设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图书馆空间建

设领域的领跑战略.此文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案例,总结了在建设未来学习中心

的理念指导下,图书馆空间建设的三个核心要点:沉浸式阅读促进用户深度学习;多元化体验满

足用户全方位感知;交互性虚拟现实推动新技术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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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

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

标志[１].随着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落实,新时代的高等教育正

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要支撑大

学“双一流”建设战略,就要全方面体现大学图书馆

在大学“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和贡献.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庆祝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成
立４０周年举办的“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

新征程”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下一步,将鼓励高校依

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通过文献

资源整合、空间流程再造,构建智慧学习空间,鼓励

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题式学习,把图书馆建成信

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心,改革传

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２].”大学

图书馆作为大学校园面向未来的学习共同体中的重

要实体,正逐步演变为支持学习、科研、交流、创新和

共享等多种功能需求的综合性复合型学习中心.图

书馆空间作为读者感受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程度和体

验信息服务水平的重要载体,以藏书为基础、阅览室

为主体、满足个体阅读和研究需要的传统空间布局

已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的多元化需求.图书馆空间

建设已然与图书馆服务密不可分,并需要保持同频

共振,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是新时代中国

高等教育在图书馆空间建设领域的领跑战略,将是

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新一轮机遇.

１　环境扫描

放眼全球,现代大学图书馆不断向数字化、开放

化、智能化发展,相应地,大学图书馆的空间模式也

在不断根据环境和用户的需求发生巨大转变,可见

空间在图书馆的服务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
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早在２００７年出版

的«IFLA 图书馆建筑指南:发展与思考»(IFLALiＧ
braryBuildingGuidelines:Developments & ReＧ
flections)[３]提出优秀图书馆空间应当具备的十大特

点,其中两项就是“多样化”(Varied)和“互动性”
(Interactive),即使在１５年后的今天也不过时.“多
样化”意指图书馆应当提供不同类型的学习环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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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场所、家具、学习工具等),以适应不同读者的学习

习惯.“互动性”是指图书馆应当促进读者之间以及

读者与图书馆服务之间的联系.１０年后,吴建中在

２０１７年的«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４]中

将“空间再造”排在第３位,提出空间再造不仅打破

了以借阅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创造了以分享为主体

的交流空间,而且也促进了图书馆与读者、社群以及

社会之间的联系.但图书馆空间再造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没有成熟的样板,每家图书馆都有自身独特的

发展环境,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进一步发现用户多

元化的需求,并不断地满足和激活这些需求.顾建

新随后在２０１８年提出大学图书馆“空间即是服务”
(SpaceasService)的理念[５],强调由于学生们对于

互动式学习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实体馆舍空间从

图书馆服务的载体转变为图书馆的核心服务之一.
一直以来,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中,不少知

名大学图书馆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定义了图书馆在大

学发展中的定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提出

“Thefutureofknowledgedependsonlibraries．
Thatfuturestartshere”的战略视野,即知识的未来

决定于图书馆,未来将始于图书馆[６].密西根大学

图书馆认为其使命和价值(MissionandValues)是,
在这所大学改变世界的工作中,图书馆是不可或缺

的合作伙伴,因为图书馆在不断地展示新的形象,成
为一个能够进行发现、教学、学习、健康、发明和创造

性表达的平台[７].甚至在图书馆的战略目标中明确

提出了图书馆空间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芝加

哥大学图书馆在其使命(Mission)和战略方向(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StrategicDirections)中提出,图书馆致力于

通过其丰富的藏书、广泛的专业知识、创新项目和多

样化的空间,实现知识发现、严谨学习和全球参与;
提供友好、无障碍的图书馆空间和服务,提供创新、
灵活和鼓舞人心的虚拟和物理空间,支持用户的创

造性工作、创新以及安静学习和思考时不断变化的

需求[８].可见,实体馆舍空间是传承历史的最重要

载体,保持创新和多样化更是面向未来的图书馆需

要具备的特质.
当前,图书馆的空间建设依然是国内外图书馆

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IFLA 发布的２０２１年

«趋势报告»[９]中,确定了２０个在未来１０年内影响

图书馆领域的总体趋势,其中第３个趋势就提出了

“实体空间的回归”,重新发现了实体空间的价值,提

供交流讨论的机会.２０２２年初,由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合作研制发布的«大学图书馆

现代化指南针报告»[１０],明确指出“空间建设”作为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５年内亟待突破的实际问题,事
关大学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八个维度之一,大学图

书馆必然要改变传统以藏书为中心的空间服务模

式,重新思考馆舍空间的功能定位.
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充分意识到了面

向未来的图书馆空间建设对服务提升的重要作用,
图书馆应该成为大学校园内的标志性建筑,标志性

建筑应该拥有“学习中心”的功能.在对图书馆空间

开展翻新、改造及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融入了面向未

来的多元化理念.例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的主图书馆希尔图书馆(D．H．HillJr．Library)于

２０２０年完成了翻新工程,此次翻新工程以学术成功

中心(AcademicSuccessCenter)和技术丰富的图书

馆空间为特色,使图书馆成为学习、教学、研究、协作

和实验的一站式中心[１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

２０１９年完成了其主校区图书馆燧石图书馆长达１０
年的翻新工程[１２],按照空间再造１１项原则对图书

馆空间进行了再造和翻新,包括:改造阅读空间、改
造研究生学习空间、新型服务功能、重建个人学习空

间、重组服务空间、重组书架布局、提升服务能力等,
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服务空间.澳大

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凯文格罗夫图书馆(Kelvin
GroveLibrary)的翻新工程[１３]将其与现代高等教育

图书馆的技术和空间需求同步,提供了一个专注于

为未来创意校园社区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全面重新

规划提供了丰富的个人和小组学习组合,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学习和社交机会,翻新后的图书馆成为校

园中心的关键元素.
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修缮被誉为北京大学图书

馆的系统工程和发展转型工程,标志着北京大学图

书馆已经从以建筑和文献为中心的馆舍型、资源型

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型转变.为了全面改善师生

使用图书馆的体验,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信息化水

平和服务能力,北京大学图书馆对东楼进行了全面

维修改造,历时近两年,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正式重

启.东楼重启意味着学校标志性建筑的重新启动、
师生用户所需服务的重新启用、图书馆内涵式发展

的重新启示,以及北京大学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事

业现代化的重新启航[１４].足见在我国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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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图书馆馆舍空间的建设对图书馆服务发展

转型的重要意义.
扫描全球高等教育环境,我们发现大学图书馆

不断通过翻新和改造实体空间,回归校园中心的发

展趋势.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环境中,大
学图书馆试点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理念的提出,是大

学图书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主动发挥新一轮不可替

代角色的新机遇和新路径.大学图书馆是支持高等

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空间场所的图书馆

绝不仅是一个安静的物理学习场所,图书馆空间可

以改变学习体验,赋予思维能力,激发洞察力,应该

通过营造积极互动的学习空间环境,同时配备先进

技术工具,实现功能区分,持续推动教学科研的发

展.图书馆的空间与服务息息相关,与提升用户体

验紧密联系,建设成为校园中的未来学习中心将成

为新时代中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建设的主要趋势.

２　现代化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以上

海交通大学包玉刚图书馆的修缮改造为例

步入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发展新时代,结合支撑

学校创建“双一流”的创新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制定了新一轮发展愿景目标:围绕学校发展战略,
以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高水准、智慧型、特
色化的信息知识服务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优质的

馆藏资源体系、搭建高效的信息获取系统、锤炼精准

的知识供给能力,让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为一个

开放、交互、互联的知识创新服务平台,赋能全校师

生追求卓越,建设美好未来社会[１５].其中的关键词

就是高水准(Standard)、智慧型 (Smart)、特色化

(Special),即S３;实现路径是精准(Exact)、高效(EfＧ
ficient)、优质(Excellent),即３E.

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面临馆藏存储空间紧张、馆舍

空间布局及功能老化、部分图书馆分馆空间不足、无
法支撑所在校区的办学主体需求等难题.除医学院

图书馆之外,位于闵行主校区和徐汇校区的５个馆

舍都面临着空间再造和布局优化的问题,例如,闵行

校区３个馆舍,分别是:主馆,定位为“理工生医农科

综合馆”,２００８年建成使用至今已近１５年,馆藏空

间日益紧张;包玉刚图书馆,定位为“人文社科综合

馆”,１９９２年建成使用,开始启动修缮改造;李政道

图书馆,定位“五馆合一”(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科技馆和艺术馆),２０１４年建成使用,需要进一步利

用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特点,更好地发挥特藏资源的

作用;徐汇校区２个馆舍,２０１３年投入使用的西大

楼储备书库和新上院社科阅览室,馆藏和服务空间

都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徐汇校区办学实体的需求.
为了积极落实教育部关于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

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动谋划、充分调研世界

一流大学图书馆的优势、结合支撑扎根中国大地办

学的思想指导,把握“三新一高”的发展要求,将“建
设交圕未来学习中心”纳入“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
在顶层设计及整体规划上,图书馆详细分析馆舍空

间的问题与不足,于２０２２年初专门成立了空间建设

专项工作组,负责图书馆整体的空间再造、修缮翻

新、布局规划等协同和统筹工作,确保从顶层设计的

角度保障“交圕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扎实推进,综
合考虑各个图书馆实体的地理位置、服务对象、馆藏

特色和空间特色等多种因素.目前,结合图书馆针

对不同校区办学条件和对支撑学科发展需求的调研

分析,根据空间再造和升级工作的生命周期,制定了

“十四五”期间、２－３年以及年度的工作规划,合理

有序地推进不同馆舍、同一馆舍不同区域的空间再

造工作,同时确保前期调研论证工作的充分开展.

２０１９年,闵行校区包玉刚图书馆迎来大修契

机,主体馆舍于２０２１年４月正式恢复开放,联楼四

楼的未来阅读空间将于２０２２年下半年开放.从师

生对修缮一新的包玉刚图书馆的喜爱,可以看出用

户对空间功能升级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满足读者

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可以最大程度吸引其走进图书

馆.以此修缮改造项目为例,展示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探索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思考,尤其在助力改

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和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上的

实践.

２．１　空间流程再造,文献资源整合,建设信息服务

中心

包玉刚图书馆位于思源湖畔,整体造型是一艘

巨轮,于１９９２年建成并开放服务,建筑面积１．６万

平方米,投入使用近３０年,定位为人文社科综合分

馆.为了充分满足新时代用户的多样性需求,进一

步强化学校“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

成”的育人理念,打造蕴含学校文化精神和共同价值

观的文化地标,修缮专项历经两年,目前图书馆座位

达１９００席,总藏书量约为９０万册.投入使用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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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到师生一致好评,还在“２０２１长三角及全国部

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荣获“百佳公共

文化空间奖”.
图书馆上下共七层(包括地下一层密集书库),

地下一层建设了高容量密集书库,集中存放了近５０
万册中外文图书,物理空间中的书让位于人,腾出更

多学习与学术交流空间,同时解决了藏书难的问题.
一层到六层,结合读者的行为习惯和动线设计,图书

馆对空间的定位是从热闹到安静,同时每一个楼层

表达一个主题理念,实现现代化图书馆功能布局,满
足读者多元化服务需求.入馆即能看到一层大厅服

务台,服务台实行“一门式”服务,所有的图书馆服务

均可在此办理.服务台上方,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

校友钱学森学长的箴言———“图书馆是我每天必去

的地方”浮雕字,朴实无华的语言确定了包玉刚图书

馆这艘“知识巨轮”在校园内不可取代的“学习中心”
地位.

包玉刚图书馆之所以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还
是因为图书馆结合周围环境、建筑特点和楼层空间

优势,融入满足不同读者类型需求的服务的多元化

设计.包玉刚图书馆一层的主题是思源交汇,整体

定位为整栋建筑最活跃的区域.大厅西侧定位为学

术成果展示区,是学生展示自我创意的舞台,也是各

类学术精品展览的天地.西北角设有学习阶梯,打
造为书展专区,主体空间由大台阶和书架组成,可供

读者在台阶上阅读,轻松交流,同时充分利用红色馆

藏资源,建设党史学习专区.二层的主题是精神通

达,模拟人脑神经网络,通过将吊顶、书桌与书架等

进行串联,形成一种连续而连通的空间体验,定位为

有声区,给读者提供大开间、通透的空间服务体验.
微型台阶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阶梯演讲,满足不同的

使用需求.东侧设有舒缓区,各种解压设施给学生

提供一个释放精神压力、缓解身心疲劳的庇护所,帮
助读者调节心情、舒缓压力,这里定期开展心理讲

座、阅读推广活动,只为培养更全面的人才.三楼的

主题是图像科技,科技图像与多彩校园的结合,用科

技方式诠释艺术之美.提取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的色

调结合马赛克图案,融入到三层整体空间秩序当中.
四层的主题是人文书屋,结合传统文化与中式阅读,
设置各具特色的５间书屋,展示不同主题和不同学

者的经典学术著作.五层的主题是川流不息,在流

水一样的书架中静心研讨与学习,采用了木色与绿

色等象征着生机与活力的色调包裹.六层的主题是

乘风破浪,是图书馆最安静的一层,没有设计阅览

区,全部是独立的个人学习座位.

２．２　鼓励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题式学习,建设学

生学习中心

为了满足读者不同的学习需要,包玉刚图书馆

设计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学习空间.三层和四

层为安静阅览区,南侧采光好,面向思源湖,视野开

阔.四层沿窗边打造了６５６米的学习长桌,成为最

受学生欢迎的学习座位.五层学习空间虽被书架隔

开,但隔而不断,空间灵活,读者在书架中更有沉浸

式学习的感受.六层的寂静学习空间,不被任何外

界因素所打扰,身旁均为一心向学的同伴,心境更加

自然放松,尽可全身心投入在自己的学习与研究当

中.二至五层的藏书区中,穿插放置了舒适阅览的

单人学习座椅,同学们可以在书海中静心学习和

阅读.
学习之余更多需要思维的碰撞.包玉刚图书馆

为读者提供灵动、活跃、新颖的互动交流体验,鼓励

探索团队式、协作式和主题式的学习模式.一层和

二层均为有声讨论区,为读者提供开放、舒适、现代

的空间服务.一层设有若干圆桌讨论区,二层的多

边形拼接桌子在满足接电需求的前提下亦可以灵活

组合,微型演讲台阶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阶梯演说,满
足不同的使用需求.小组学习室形式多样,封闭式、
半开放式任读者选择.二层设有９间半开放讨论

间,读者无需预约即可自由使用、尽情研讨;三层及

四层为读者提供１３间独立、自由、设备齐全的研讨

室,以便大家更好地在图书馆进行小组教学或者学

科研究讨论,尤其是还可以满足各类线上答辩和线

上面试等需求.在五层,图书馆专门设立了供教师

跨校区办公的共享办公区,提供线上预约,方便跨校

区教学和参会的老师有专属的空间安心办公或与学

生交流讨论.因此,包玉刚图书馆成为了校内最受

学生喜爱的学习中心.

２．３　构建智慧学习空间,建设教学支持中心

包玉刚图书馆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同一时空尊

重历史又面向未来的智慧学习体验新功能.二楼的

半开放讨论区内,摆放着卡片目录、老式打印机、老
式电话、期刊架、工作台等传统图书馆的历史文物,
同时为了在人文社科背景下增加科技元素,促进新

文科建设,在包玉刚图书馆新增设计了新文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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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立足学生社团和指导教师协同,开展科学技术的

普及和传播,通过文理交叉培养人才,引导学生把科

技游戏化、趣味化、大众化.二层的体验区以“新媒

体制作(New MediaMaker)”为主题,内部设置圆柱

形直播屏幕、媒体制作设施、黑胶老唱片机等,让师

生可以在专业的环境下体验媒体制作、现场直播、视
频设计等新颖科技,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和传播能力.
三层的体验区以“新技术体验(NewGameMaker)”
为主题,旨在打造人文理工无缝融合的体验环境,内
部设置了 VR、无人机、编程机器人等多种趣味体验

设施,让师生可以在玩中学,激发灵感和无限探索.
此外,图书馆还建设了５G找书专项,可快速精准定

位图书位置,提升了读者阅览和借阅的体验.
为了发挥图书馆教学支持中心的功能,五层空

间设计了“１＋３＋１”的学术报告会场解决方案,即１
个学术报告厅、３个分会场、１个会前讨论室.学术

报告厅可容纳１５０余人,对内部的视频显示、扩声系

统、会议终端系统等都进行了全新部署,可为学校师

生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大小型会议、开展教学实践提

供优质服务,加速了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改革的步伐,
满足了图书馆的发展和广大师生对高品质精神文化

的需求.报告厅周边设有３个中小型会议室,分别

可容纳 ２０－５０ 人,可作为报告厅分会场或培训

教室.
通过全方位的“学习中心”建设,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将馆舍空间的改造与资源、服务及新技术密

切融合在一起,精准对接人才培养中“价值引领、知
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的“四位一体”育人理

念需求,成为校园中深受学生喜爱的标志性信息服

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和教学支持中心.

３　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核心要点

新时代大学图书馆正面临新的转型机遇,大学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是支持大学“双一流”建
设理念的新路径,无论从服务学校学科建设、服务学

校科研创新,还是从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面
向未来的学习中心建设都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
新时代育人新范式探索上,大大提升大学图书馆的

服务内涵.在«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前沿课题和时

代命题———‹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解读»
一文中[１６],关于空间建设问题的解读是:“大学图书

馆要挖掘用户新需求,关注空间建设的前沿问题,致

力于多功能、多类型、智能化未来空间的设计与建设

工作,结合学校与本馆特点,打造一批交互式学习空

间、数字学术与协作空间、沉浸式文化空间、虚拟空

间或是创新、创意与创客空间,更充分地发挥学习、
学术、文化服务功能.”所以,在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

理念下,图书馆空间建设的核心要点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１)沉浸式阅读促进用户深度学习;(２)多元

化体验满足用户全方位感知;(３)交互性虚拟现实推

动新技术持续迭代.

３．１　沉浸式阅读促进用户深度学习

大学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的学术

性机构,图书馆的空间建设应当紧密结合用户的学

习和科研需求.数据赋能、协同创新、学科交叉、开
放共享等都是当前教学与科研模式的关键词,也是

图书馆支持深度学习与研究的发力点和服务增长

点.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创造更适合学习的空

间,“图书馆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场所”也一直是吸引

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早在２００８年建成并开放了欧文巴伯学习中

心 (Irving K．Barber Learning Centre, 简 称

IKBLC)学习中心,这个学习中心对空间的定义就是

“学习的空间”(ASpacetoLearn)[１７],他们认为变革

性学习体验需要世界一流的设施.所以图书馆要提

供各种最先进的学习、活动和社交空间,让学生能够

学习、成长和出类拔萃.在学习中心,图书馆致力于

积极参与到大学的学术活动中,致力于通过空间和

服务支持学术卓越.学习中心的场所和空间需要不

断地变革和发展,以满足并改变用户和机构的需求

和期望.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学术

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基于“学生成功”(Student
Success)理念,探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中明确要提升学生的终身学习

能力,图书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学习

氛围的营造、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知识的获取上要

开展更深度的服务.随着学习和研究环境及模式的

不断改变与发展,图书馆通过营造环境氛围、升级设

备设施、精选馆藏资源等打造沉浸式的阅读空间,促
进用户深度学习,将进一步提升已有的环境优势,这
里的“沉浸式”并不代表单一的安静,更多的是指通

过空间与服务的结合能够创造更多深度思考和创新

创造的氛围,可以适合独立思考和团队研讨等深度

学习模式.在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理念指导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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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服务绑定深度学习,馆藏资源升级为知识信息,
在有限、静态、独立的图书馆馆舍空间中提供沉浸式

的阅读和学习环境,促进深度学习,从而提升学习

效果.

３．２　多元化体验满足用户全方位感知

随着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学习方式日渐成为

“合作型、研究型和面向问题型”的团队活动,促使用

户需要更多的物理空间开展更多的互动交流与研

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书馆也都面临着馆藏

日益增长与服务空间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图书馆

的空间与服务需要全方位融合.耶鲁大学图书馆在

其使命中提到,要通过专业的馆员、多样化的馆藏、
包容性的项目和服务以及受欢迎的图书馆空间来促

进大学的教学、研究、学习和实践[１８].随着技术革

新和多媒体的发展,现代图书馆应当从以资源为基

础转变为以交流为基础,需要多元化的空间规划和

功能布局.我们要积极思考馆藏空间与服务空间的

合理分配,如何选取最大化的馆藏存储模式,释放更

多的物理空间给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让服务与

空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空间设计与功能的灵活

性上,如何进一步推动知识交流和协同创新,围绕个

人学习、群组学习、远程互动、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等多元化需求,在同一空间下同时实现开放和共享

上的灵活及多功能设计.有效地组织各类学习和创

新活动,通过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满足用户的全方位

感知,从而激发创新创意的思维火花,使图书馆变成

知识交流和创新的枢纽,打造面向未来实现成功的

“学习中心”.

３．３　交互性虚拟现实推动新技术持续迭代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College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发 布 的

«２０２１学术图书馆环境扫描报告»中提到:在图书馆

内部和图书馆之间扩大研究支持和服务,以及开发

新技术以支持这些和其他图书馆业务的机会越来越

多[１９].随着对开放研究和分析工具的重新关注,图
书馆处于有利地位去帮助围绕这些主题开展服务.
各类虚拟技术在实体空间中的充分应用可以不断提

升图书馆服务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性,赋能服务效能

提升;而伴随教育变革带来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升级,
促使新技术必须持续迭代才能满足甚至超前实现最

新的用户需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在

其战略规划(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将图书馆培育成具备

新兴技术的卓越空间[２０].早在２０１３年开放的轰动

全世界的 Hunt图书馆致力于利用高新技术与舒适

的空间为用户打造独特的学习、研究与协作环境,利
用高科技与现代建筑设计为师生创造了近１００个高

新技术空间与协作学习空间,包括教学与可视化实

验室、支持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游戏实验室、原型设

计/制造/建模的高科技创客空间、媒体制作工作室

和视频会议室[２１].近年来,很多图书馆也不断引入

物理位置感知、３D导航、增强现实等新技术,营造新

兴技术和创新体验氛围.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国

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了«２０２２
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２２],描述了影响未来高

等教育教学的１５种宏观趋势、６项关键技术实践、４
种未来场景、７个案例专家观点.报告中提到,高等

教育机构的新技术规划正在从“应急”向“长期”转
变,以支持更具自适应的决策和更加灵活的教与学

体验.学习空间的设计依赖于深刻的教学理论、思
考和规划.图书馆是校园中拥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学

习场所,其全球高质量的信息资源和最强大的检索

工具、专业精准的信息咨询服务和多元的学习交流

空间是最大的优势,只要配备新兴的技术设备和平

台,就可以助力支撑具有启发性和互动性的教学活

动.以学生为中心、问题导向的知识探究型教学模

式,不仅仅是应用最新的技术,而是需要使空间和设

计适合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学生的需求.即使是最好

的混合学习技术,如果技术的部署没有清晰的目标,
不符合学生学习的方式,没有把包容性放在首位,最
终也会失败.所以,新技术的应用不是盲目、生硬以

及一成不变的.图书馆实体空间建设中新技术应用

要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变化,新技术的应用需要紧跟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迭代,这样

才能实现与用户的及时交互.

４　结语

空间是图书馆的重要资源之一,图书馆空间是

读者感受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程度和体验信息服务水

平的重要载体,面向“十四五”规划的新发展阶段,加
快实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步伐,大学

图书馆要将资源、服务和新技术应用充分融合在馆

舍空间中,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牢固树立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大学人才培养及“双一

流”建设,主动谋划和思考,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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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心”建设的内涵,巩固和保持图书馆在大学校

园中的学术核心地位.
致谢: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馆舍规划和空间

改造工作是由全馆各部门协同推进的,从包玉刚图

书馆修缮工作组到全馆空间建设专项工作组,工作

组的所有馆员都在前期调研、规划论证、布局设计、
施工建设和服务推进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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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andPracticeontheConstructionofFutureLearningCenterinUniversityLibrary

XuJing　DongXiaoju　LiXinwan

Abstract:Digitalizationandnetworkinghavesubvertedthedevelopmentofallindustry,anduniversity
librariesarenoexception．Universitylibraryisanimportantcornerstoneofuniversitydevelopment．Inthe
pasthalfcentury,ithasbasicallycompletedthetransformationfrompapercollectionsupplytoelectronic
resourcessupply．Atpresent,itisdevelopingtowardsdiversification．Theconstructionoffutureoriented
learningcenteristheleadingstrategyofChinashighereducationinthefieldofuniversitylibraryspaceconＧ
structioninthenewera．Thispaperintroducesthepracticesof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Library,and
summarizesthreecorepointsoflibraryspaceconstructionundertheguidanceoftheconceptofbuildinga
FutureLearningCenter,suchasimmersivereadingpromotesdeeplearning,diversifiedexperiencemeets
allＧroundperception,andinteractivevirtualrealitydrivescontinuousiterationofnew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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