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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调查与分析∗

□叶兰　赵雅　王英　张雯

　　摘要　参考国内外图书馆已有的图书馆员核心能力框架或标准,确定了电子资源馆员核心

能力框架,并基于所制定的框架,通过问卷调查了国内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水平现状.调查发

现,本文所构建的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与实际调查情况基本一致.目前国内电子资源馆

员在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技术、研究与评估、有效沟通、趋势与职业发展、个人特征与品质６
大核心能力水平整体偏低,介于“了解一些”与“基本掌握”之间,还没有对某项核心能力达到“熟

练”或“非常熟练”的程度.
关键词　电子资源馆员　核心能力　NASIG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

　　电子资源馆员(ElectronicResourcesLibrarian,

ERL)的核心能力是指从事电子资源采购、管理与宣

传推广等岗位所应具备的专业方面的知识及能适应

岗位不断变换和技术飞速发展的综合能力.电子资

源馆员的核心能力水平关系到图书馆电子资源的质

量、管理、利用与保存.随着电子资源购置费越来越

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图

书馆电子资源经费得到充分、合理且有效的利用,各
图书馆对电子资源馆员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但是国内还未有特定组织对电子资源

馆员职责及核心能力要求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为

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图书馆已有的图书馆员核心能

力框架或标准及国内电子资源馆员的工作实践,确
定了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并基于所制定的

框架,通过问卷调查了国内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

水平现状,旨在了解国内从事电子资源管理相关馆

员的服务能力,为国内图书馆电子资源馆员服务能

力的提升提供相应依据.

１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研究现状

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ies)是一个组织的

员工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下所应具备的技能、知
识、能力和特点,是一个人在某一学科/实践领域的

基本知识、能力或专长与技能的总和[１].核心能力

的概念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成为商业与图书馆关

注的焦点[２].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及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我国图书馆界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引入“核心能力”.
国外的图书馆协会特别是美国先后制定并颁布实施

了多项图书馆职业能力标准,包括: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图书馆员核心能力»(２００９年)、美国专业图

书馆协会(SLA)«２１世纪专业图书馆员能力»(１９９７
年颁布,２０１６年更名为«信息专业人员能力»)、加拿

大研究图书馆协会«２１世纪图书馆员核心能力»
(２０１０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教
学图书馆员与协调员能力标准»(２００７年)、美国咨

询与用户服务协会(RUSA)«咨询与用户服务图书

馆员职业能力»(２００３ 年)、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

(AALL)«法律图书馆员职业能力»(２００３年)等.这

些标准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

的.北美首个关于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的框架体

系是北美连续出版物兴趣小组(North American
SerialsInterestGroup,NASIG)执行委员会于２０１３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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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２２日批准和采用的«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

标准»[３],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６日和２０１９年１月２
日分别进行了少量修订.该标准为电子资源馆员定

义了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技术、研究与评估、交
流、监督和管理、趋势和职业发展、个人特征与品质

７种核心能力共５８小项.NASIG«电子资源馆员核

心能力标准»为电子资源馆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能

力框架,有助于其认识自身在技能方面存在的差距,
依据有关能力的描述,可以开展自我评估,进而提升

职业能力.该标准公布后被很多图书馆应用到电子

资源管理能力与技能的重组、人员评估及职业培训

中,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图书馆[４]、德克萨斯大

学阿灵顿分校图书馆[５]、奥本大学图书馆[６]等.
相较于欧美已纷纷提出许多图书馆员职业能力

标准或能力框架,我国还没有特定组织对图书馆员

能力建立标准,更未见对电子资源馆员这类专门岗

位提出规范化的技能与知识要求.国内已有研究主

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从整体层面研究图书馆的职业

能力,如王启云[７]、盛小平等总结与归纳了国内外图

书馆职业能力研究及介绍美国专业图书馆员职业能

力标准[８－９],鄂丽君等调查了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

职业能力的认识与需求[１０],初景利提出面向新环境

与新需求的用户服务与馆员能力建设[１１].二是分

职业/岗位类别,研究基于具体职业/岗位类别的能

力建设,包括学科馆员[１２－１３]、参考咨询馆员[１４－１５]、
数据馆员[１６－１７]、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１８]等.这些

研究为国内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的制定提供

了较好参考.

２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的提出

由于 NASIG«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标准»主
要基于北美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工作实践,直接照搬

可能并不合适,需要制定符合我国电子资源馆员的

核心能力框架.依据 NASIG«电子资源图书馆员核

心能力»、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图书馆员核心能

力»、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SLA)«信息专业人员能

力»、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２１世纪图书馆员核心

能力»、美国咨询与用户服务协会(RUSA)«咨询与

用户服务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

馆协会(ACRL)«教学图书馆员与协调员能力标

准»、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法律图书馆员

职业能力»等国外职业能力标准及国内学者对图书

馆职业能力类型的划分[１９]及对专门职业能力框架

的研究[２０],结合电子资源领域的特质及我国电子资

源馆员的工作实践,本文归纳提出了电子资源馆员

核心能力框架(见表１),包括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

理、技术、研究与评估、交流、趋势和职业发展、个人

特征与品质６个方面３２项核心能力.其中,电子资

源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包括从电子资源产品考虑与试

用、采购、安装与使用、管理(联系人、文档、电子资源

等)、维护与评估等环节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２１];技
术能力是指掌握电子资源访问与维护所涉及的软

件/系统的结构及相关知识,如硬件、移动设备、网
络、数据库设计、服务器及远程访问等相关技术;研
究与评估能力主要是对电子资源的采购及使用统计

数据开展相关的研究与评估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

是指与不同类型受众(包括用户、同事、数据库商和

代理商等)进行快速有效沟通以达到沟通目的的能

力;趋势与职业发展能力指了解行业发展趋势,通过

继续教育、专业会议等方式提升职业能力;个人特征

与品质主要指在动态、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灵活

性、开放性开展工作的能力,以及面对复杂性和歧义

性的工作,具有高度容忍度与耐心,及熟练的时间管

理等能力.
以上６大核心能力基本涵盖电子资源馆员岗位

所需求的知识与技能,其中的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强

调了电子资源工作的特色专业技能,同时又包含了

一般图书馆员职业能力所强调的技术、管理、研究、
沟通交流、个人特征与品质等能力层面.

表１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

一、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了解电子资源产品市场

２．了解电子资源集团采购联盟(全国性、区域性等)的工作流程

３．对电子资源采购经费进行预算

４．全面了解电子资源许可及其相关法律框架

５．了解主要数据库的采购方案及定价模式

６．了解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办法等

７．了解电子资源组织的相关知识

８．能在电子资源管理系统(ERMS)中描述与著录ER记录

９．有效开展电子资源宣传

二、技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了解链接解析器软件等

２．了解数据收集软件,如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管理工具等

３．了解发现服务工具

４．了解电子资源管理系统(ERMS)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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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了解各种网络技术、标准、协议的基本概念和实践知识等

　　６．具备对电子资源门户系统维护的能力

三、研究与评估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有能力通过相关工具来收集、分析使用统计数据,并对使用

统计数据提供有意义的解析

２．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单次使用成本,并根据需求和预算控制建

议取消或增加某些资源

３．了解本校学科发展情况,开展学科资源统计

４．监测出版商和供应商的定价策略和相关条款,识别可能替代

当前订阅的其他选择

５．对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方法与服务

四、有效沟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与电子资源销售商就价格、许可条款进行谈判的能力

２．与电子资源销售商沟通、反馈并解决电子资源访问故障的

能力

３．与电子资源付款代理商就汇率、手续费等进行谈判的能力

４．与用户(读者)沟通与解释的能力

５．与电子资源采购联盟沟通资源采购方面事宜的能力

五、趋势与职业发展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了解当前学术交流问题和发展趋势,如开放获取、开放科

学等

２．了解与许可相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３．了解电子资源相关的标准或最佳做法的最新进展,如使用统

计标准COUNTER与SUSHI、知识库相关标准 KBART、许

可相关标准SERU等

４．了解版权相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六、个人特征与品质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１．在动态、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保持开放性、灵活性开展工作的

能力,即面对不同任务和环境,快速确定工作重点,根据系统

变化和不同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响应

２．对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工作保持高度的容忍与耐心

３．时间管理能力,有能力管理自己和手下员工的时间和工作任

务,进而始终如一地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项任务

３　国内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现状调查

３．１　问卷设计、发放与回收情况

为了对上述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的指标设定

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检验指标构成的维度是否合理,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实际考察我

国电子资源馆员的能力情况.调查对象为国内各级

各类图书馆从事电子资源/电子资源相关工作的馆

员.调查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将问卷内容通过“问
卷星”发 布 (访 问 网 址:https://www．wjx．cn/jq/

５９３１８６４９．aspx),并通过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

联盟(Digital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Ｇ
neseAcademicLibraries,DRAA)工作交流 QQ 群、

圕人堂 QQ群、微信等多个社交平台发放调查问卷.
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１２日,共收回

问卷５６１份,筛选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５１７份.
对问 卷 量 表 进 行 信 效 度 分 析,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０．９,问卷具有非常好的一致性与

可靠性.KMO检验值均大于０．８,巴特利特球形度

检验的 显 著 值 为 ０.问 卷 具 有 非 常 好 的 信 度 和

效度.

３．２　调查结果及分析

３．２．１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水平现状

为了解目前电子资源馆员对６大类３２项核心

能力的掌握程度,问卷利用李克特５级量表,请被调

查者根据其工作情况对每一项能力打分,１－５分分

别代表“不具备、了解一些、基本掌握、熟练、非常熟

练”.５１７名被调查者均对６大类３２项核心能力进

行了打分,根据能力水平量表打分的调查情况分别

计算各项核心能力的平均值.
(１)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

管理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电子资源

馆员的重要职责之一.电子资源馆员所面临的日常

工作即是围绕电子资源生命周期所经历的流程而展

开的.因此,全面了解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的知识是

电子资源馆员必须具备的重要技能.
对所涉及的９项能力分析发现(见表２),电子

资源馆员对于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能力掌握较

好,各能力小项均值介于２．６６－３．３７.其中,两项能

力(即“L９”和“L１”)均值都高于３,介于“基本掌握”
与“熟练”之间,说明电子资源馆员对于电子资源产

品市场了解较好,熟悉主要数据库的资源及内容的

动态变化,能够有效开展电子资源宣传工作;对电子

资源采购经费预算、了解主要数据库的采购方案及

表２　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L９:有效开展电子资源宣传 ３．３７
L１:了解电子资源产品市场 ３．０５
L３:对电子资源采购经费进行预算 ２．９０
L５:了解主要数据库的采购方案及定价模式 ２．８６
L２:了解电子资源集团采购联盟(全国、地区)的工

作流程
２．８１

L６:了解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办法等知识 ２．７８
L４:全面了解电子资源许可及其相关法律框架 ２．６６
L８:能在电子资源管理系统(ERMS)等中描述与著

录ER记录
２．３６

L７:了解电子资源组织的相关知识 ２．３２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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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模式等生命周期重要能力也掌握较好,大部分

能力的均值都高于２．５,非常接近“基本掌握”;“L７”
和“L８”两项均值都低于２．５,反映出电子资源馆员

对于电子资源组织的元数据、电子资源编目规则、电
子资源的描述与著录等相关知识仍缺乏更为全面性

和系统性的了解.
(２)技术

为了有效完成电子资源的管理与访问,电子资

源馆员必须深入掌握电子资源访问与维护相关的技

术.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３),“技术”所涉及的６项

能力的均值集中于２－３分,即处于 “了解一些”与
“基本掌握”之间,但与达到“基本掌握”程度差距较

大.除“T３”外,其余５项能力的均值都低于２５,这
反映出目前电子资源馆员对大部分与电子资源访

问、管理、维护等相关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程度不是很理想.
表３　技术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T３:了解发现服务工具 ２．５１
T５:了解各种网络技术、标准、协议的基本概念和实

践知识等
２．３４

T２:了解数据收集软件,如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

管理工具等
２．３３

T６:具备对电子资源门户系统维护的能力 ２．２７
T４:了解电子资源管理系统(ERMS) ２．２２
T１:了解链接解析器软件等 １．９７

　　(３)研究与评估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４),“研究与评估”所涉及

的５项能力的均值也集中于２－３分,即处于“了解

一些”与“基本掌握”之间,但整体稍高于技术能力水

平,各小项的均值介于２．４１－２．９２.其中“A３”均值

最高,接近“基本掌握”程度,表明参与调研的电子资

源馆员对各自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情况较为关注

和了解,并在工作中开展学科资源统计,着力为本校

表４　研究与评估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A３:了解本校学科发展情况,开展学科资源统计 ２．９２
A１:有能力通过相关工具来收集、分析使用统计数

据,并对使用统计数据提供有意义的解析
２．６４

A５:对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方

法与服务
２．６１

A２: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单次使用成本,并根据需求和

预算控制建议取消或增加某些资源
２．６３

A４:监测出版商和供应商的定价策略和相关条款,识

别可能替代当前订阅的其他选择
２．４１

的科研发展推波助澜;“A４”则是５个小项中均值最

低的,表明参与调研的电子资源馆员对资源采购决

策的能力有待提高.另外３个小项的均值非常接

近,都略偏向于“基本掌握”程度,这证明了调研对象

在收集、分析、操作、解释使用统计数据,以及资源深

度挖掘,优化资源利用率方面表现尚可,但仍有较大

的进步空间.
(４)有效的沟通

“有效沟通”是电子资源馆员应具备的一项重要

能力,无论是对外与数据库商、代理商的洽谈,还是

对内为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科研支持等服务以及与

同事分工协作,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调查结果显

示(见表５),有效沟通在６项能力均值中排名第二,
各能力小项整体掌握较好,其中,两项能力(即“C４”
和“C２”)介于“基本掌握”与“熟练”之间,表明电子

资源馆员在与用户(读者)、电子资源销售商的沟通

能力方面表现非常自信;其余３项能力均值介于

２６９－２８,基本达到“基本掌握”程度.可以看出,电
子资源馆员在与数据库商谈判,以及与电子资源采购

联盟沟通资源采购方面事宜的能力表现较好.
表５　有效沟通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C４:与用户(读者)沟通与解释的能力 ３．３９
C２:与电子资源销售商沟通、反馈并解决电子资源访

问故障的能力
３．２２

C１:与电子资源销售商就价格、许可条款进行谈判的

能力
２．８０

C５:与电子资源采购联盟沟通资源采购方面事宜的

能力
２．７７

C３:与电子资源付款代理商就汇率、手续费等进行谈

判的能力
２．６９

　　(５)趋势与职业发展

对“趋势与职业发展”所涉及的４项能力的分析

发现(见表６),各项能力水平打分均值差距稍小,集
中于２－３分,即处于 “了解一些”与“基本掌握”之
间.平均分最高项为“D１”,即相较于其他趋势和职

业发展能力项而言,被调查者在当前学术交流和发

展趋势(如开放获取、开放科学等)方面了解和掌握

程度稍高一些.均值最低表现为“D３”,表明目前被

调查者在电子资源相关的标准或最佳做法的最新进

展方面的能力掌握程度稍微欠缺.
(６)个人特征与品质

对“个人特征与品质”所涉及的３项能力的分析

发现,各项能力水平打分均值集中于３－４分,稍高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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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趋势和职业发展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D１:了解当前学术交流问题和发展趋势,如开放获取、

开放科学等
２．８５

D２:了解与许可相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２．５３
D４:了解版权相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２．４８
D３:了解电子资源相关的标准或最佳做法的最新进

展,如使用统计标准 COUNTER与SUSHI、知识

库相关标准 KBART、许可相关标准SERU等

２．２４

于“基本掌握”水平,但未达到“熟练”水平,具体见表

７.在３小项能力中,“P３”平均分高于其他两项,说
明被调查者在时间管理能力上掌握程度略高;“P１”
平均分最低,说明被调查者在动态、快速变化的环境

下保持开放性、灵活性开展工作的能力较弱.
表７　个人特征与品质能力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P３:时间管理能力,有能力管理自己和手下员工的时

间和工作任务,进而始终如一地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各项任务

３．１５

P２:对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工作保持高度的容忍与耐心 ３．０７
P１:在动态、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保持开放性、灵活性开

展工作的能力,即面对不同任务和环境,快速确定

工作重点,根据系统变化和不同用户需求,做出快

速响应

３．０５

　　(７)６大核心能力整体水平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８),目前电子资源馆员对

以上６大核心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综合平均

分为２．７１５３,介于“了解一些”与“基本掌握”之间,但

还没有对某种核心能力达到“熟练”或“非常熟练”的
程度,仅个人特征与品质能力介于“基本掌握”与“熟
练”之间,其余５大核心能力均介于“了解一些”与
“基本掌握”之间.整体而言,馆员对个人特征与品

质、有效沟通及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３大能力的

掌握较好,对技术、趋势与职业发展、研究与评估３
大能力的掌握还有待提高.

表８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整体水平

核心能力项 平均分

个人特征与品质 ３．０８７７
有效沟通 ２．９７２５

电子资源生命周期 ２．７９０７

研究与评估 ２．６４１４

趋势与职业发展 ２．５２５１

技术 ２．２７４３

综合平均分 ２．７１５３

问卷有效填写人次 ５１７

　　(８)被调查者认为的其他重要的电子资源馆员

核心能力

为了解除问卷所提及的６大核心能力外的其他

能力,本次问卷还让被调查者填写了其认为重要的

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见表９).分析发现,其中

前６项是本文所提出的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

已涉及的但仍被调查者提出来了,这从一定层面上

可看出这６项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后５项可作为电

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的补充.

表９　被调查者认为的其他重要的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

认为重要的核心能力 填写人数 具体涉及的能力子项

１．研究与评估 ６３
①电子资源的使用统计与分析;②用户研究与分析/用户需求分析;③了解本校学科发展情况,如学

科发展重点、趋势,电子资源与学校专业群之间的关联度等;④学术研究能力

２．电 子 资 源 生 命 周 期

管理
６２

①对电子资源采购经费进行预算、合理配置与执行预算的能力;②了解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单位文献采购实施办法等知识;③电子资源相关合同条款的解读分析;④谈判能力;⑤电子资源培训

和宣传推广

３．个人特征与品质 ５３

①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②主动服务能力;③事业心、敬业、责任心、对工作的热爱与认可;④
情商高;⑤执行力;⑥应变能力;⑦应对风险的能力;⑧思想觉悟高,有担当能力;⑨信息素养能力;⑩
逻辑思维与判断力、决策力等

４．有效沟通与协调 ２９
①与不同对象的沟通,包括与读者的沟通、与学院的沟通、与领导的沟通能力、与不同部门的沟通;②
组织协调能力;③团队协作能力

５．趋势与职业发展 ２５
①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如电子资源出版销售行业前景、市场动态、前沿动态等;②岗位培训与提升职

业发展能力

６．技术 ２１ 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软件应用等

７．管理与领导力 １５ ①项目管理能力;②激励员工的能力;③决策能力等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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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重要的核心能力 填写人数 具体涉及的能力子项

８．自我学习 ２４ 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自我学习、持续学习、保持开放学习的心态

９．学科专业背景/图书情

报专业
２２

①引进有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背景的人才;②需要复合型学科专业背景、跨学科和多学

科知识背景;③深入某一专业领域的能力;④专业性能力

１０．外语(英语) １０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及时了解国际前沿趋势和热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１１．创新能力 ４ 创新意识、创新服务形式

　　(９)学科背景对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的影响

从学科背景的角度出发,通过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下简称图书情报)
专业背景的群体与非专业背景的群体在６种能力中

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发现(见表１０),除技术

能力之外,在其余５种能力(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

理、研究与评估、有效沟通、趋势与职业发展、个人特

征与品质)中,p值均小于０．０１,即两个群体在这５
种能力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图书情报专业背

景的群体对于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的掌握优于非

专业背景群体,尤其是在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能

力、研究与评估能力、有效沟通、趋势与职业发展４
个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表１０　不同学科背景群体在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方面的差异

核心能力 学科背景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t p

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２．９６９６ ０．９００３２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５７７７ ０．８８７１６
４．９６３∗∗∗ ０．０００

技术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２．３４１０ ０．９０６７９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１９４９ ０．８６８２２
１．８６１ ０．０６３

研究与评估能力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２．７９９３ ０．９０６７９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４５３４ ０．８６８２２
４．２３３∗∗∗ ０．０００

有效沟通能力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３．１３８１ ０．９４７５５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７７５４ ０．８９８４３
３．９７６∗∗∗ ０．０００

趋势与职业发展能力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２．６７５３ １．００４５７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３４６４ １．０６６１１
４．２７０∗∗∗ ０．０００

个人特征与品质
图书情报 ２８１ ３．１８６２ ０．８９０７９

非图书情报 ２３６ ２．９７０３ ０．８４９５８
２．７３６∗∗ ０．００６

(∗∗∗ 表示p＜０．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１)

３．２．２　电子资源馆员职业能力培训现状与需求

(１)未来２－３年内最希望获得提高的能力

在未来２－３年内,电子资源馆员对电子资源的

研究评估(如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分析)、技术、
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如采购与定价模式、合同谈判能

力)有较强的提高意愿(见图１).
将希望提高的能力与能力现状水平打分的平均

分对比,发现能力水平较低的电子资源相关技术和

研究与评估具有最强的提升意愿.能力水平较高的

个人特征与品质、大部分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能

力及有效沟通也有较高的提升意愿.
(２)提升服务能力的途径

在提升服务能力的途径方面,选择比例在７０％

以上的有４项:与同行交流学习(３９６,７６．６％)、在工

作实践中自我摸索与自我学习(３８５,７４．５％)、图书

情报领域其他学术会议(３８２,７３．９％)、参与数据库

商的常规培训(３７０,７１．６％).可见,在提升自我服

务能力时,对外交流学习如与同行交流、参加专业领

域学术会议及数据库商的电子资源培训是较为主要

的途径.而在实际工作中自主摸索与学习也是被调

查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方式,排名第二.此外,也有部

分馆员通过 DRAA 的培训(２５５,４９．３％)及图书馆

内部的培训(２３５,４５．５％)提升服务能力.
(３)DRAA培训对能力提升的作用

调查显示(见图２),DRAA 的培训提升了馆员

在电子资源采购模式与定价模式、电子资源产品市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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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子资源馆员未来２－３年最希望获得提高的能力

图２　调研对象认为DRAA目前的电子资源相关培训最能提升的能力

场、电子资源宣传等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能力、研究

与评估能力(如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分析)、技术

能力,但是在趋势与职业发展、有效沟通、个人特征与

品质(如项目管理、时间管理、自我管理等)能力方面

还有待加强培训力度,而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还有

待加强采购经费预算、执行预算、经费合理分配等及

合同谈判(包括合同的审读、谈判技巧等)等的培训.

４　调查结论

不少被调查者认为本次问卷所涉及的６大核心

能力已比较全面,能完全掌握这６大核心能力已很

了不得.从被调查者补充的较为重要的电子资源馆

员核心能力来看,其中前６项是本文所构建的电子

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架所涉及的能力项,这从一定

层面上可看出这６项核心能力的重要性,也从一定

层面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电子资源馆员核心能力框

架与被调查者所认为重要的核心能力项基本一致,
保证了研究逻辑分析与实证研究的一致性.

另外,通过本次调查也了解到国内电子资源馆

员的核心能力水平情况及对核心能力培训的需求情

况,具体如下:
(１)目前国内电子资源馆员在电子资源生命周

期、技术、研究与评估、趋势与职业发展、个人特征与

品质６大核心能力水平整体偏低,介于“了解一些”
与“基本掌握”之间,还没有对某种核心能力达到“熟
练”或“非常熟练”的程度.因此,提高电子资源馆员

核心能力任重道远.未来需各图书馆、图书馆联盟、
图书情报教育机构、电子资源馆员等多方力量共同

努力,提高电子资源馆员的核心能力水平,争取能使

大部分核心能力提高至“基本掌握”与“熟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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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馆员对个人特征与品质、有效沟通及电子

资源生命周期管理３大能力的掌握较好,已经具备

较高的能力水平.对技术、趋势与职业发展、研究与

评估３大能力的掌握还有待提高.
(３)被调查者意识到职业能力培训的重要性,普

遍希望在未来２－３年,在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

分析、电子资源相关技术、电子资源采购与定价模

式、电子资源合同谈判能力等方面得到培训与提高.
(４)DRAA的培训提升了馆员在电子资源采购

模式与定价模式、电子资源产品市场、电子资源使用

统计收集与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被调查者希望未来

能增加更多实际工作所需的职业能力的培训,继续

提供电子资源采购模式与定价模式、电子资源产品

市场、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分析、电子资源合同

谈判能力、电子资源宣传等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

的能力,同时适当增加电子资源相关技术、有效沟

通、趋势与职业发展、个人特征与品质等方面能力的

培训.
(５)具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群体对于电子资

源馆员核心能力的掌握优于非专业背景群体.因

此,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应在电子资源馆员的培养中

承担起其职责,发挥其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目前

提供专门针对电子资源工作流程及具体工作内容的

课程较少,建议每个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可至少开设

一门专门针对电子资源的相关课程,或在现有课程

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电子资源管理相关新技能的

培养.

５　结语

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有赖于图书馆员的能力,
电子资源的服务与发展相应地需要电子资源馆员的

能力.调查显示目前国内电子资源馆员服务能力仍

有待提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助于同行了解国内

电子资源馆员服务能力现状,引发图书馆管理者对

电子资源馆员职责及核心能力的关注,推动国内电

子资源馆员明确自身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并合理规

划职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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