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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服务体系的“过滤机制”研究

———以天津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创新为例

□魏辅轶∗　冯坤　郭雪梅

　　摘要　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需求量下降的现状,阐述了商业文献传递系统对高校图

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冲击,提出高校文献传递服务工作转型问题.进而从需求入手分析了用户

需求的特征,针对这些特征提出了一个复杂系统结构下文献需求的过滤机制.这种机制为不同

层次的系统融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之上,介绍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ChinaAcademicLibrary&InformationSystem,CALIS)成员的天津市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TianjinAcademicLibrary&InformationSystem,TALIS),以天津大学图书馆作为试点单位

融合商业文献传递系统的具体实践,并分析了过滤机制下不同需求被处理的效果,为科学评价文

献传递服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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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传递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文献传递服务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两

极分化.一方面是商业文献传递服务的火热,如超星

公司推出的百链云图书馆,其文献传递需求量从２０１３
年的大约８００万件增长到了２０１７年的接近１２００万

件.另一方面以CALIS和CASHL为代表的高校文

献传递服务需求量则呈现出“滑梯式”的下降趋势.
例如,CALIS文献传递系统中全国需求量２０１７年较

２０１１年下降了７１．５％(图１).CASHL文献传递的需

求量也从２００９年开始进入了下降通道,与最高时的

２００９年相比,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７５％(图２).
如果将需求量下滑的原因归结为图书馆购买数据

库种类的增加,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购买数据库种

类增加的情况下,商业文献传递系统的需求量却不降

反增.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超星公司的文献传递系统

布局较少的云南省,云南师范大学的CASHL文献传递

量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一直位列全国前三位.有学者在研

究商业系统的冲击时,专门对超星公司的百链云图书

馆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商业系统对用户文献传递需

求量的分流是十分显著的[１－２].

图１　CALIS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期刊文献传递请求量

(数据来源:CALIS管理中心)

图２　CASHL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期刊文献传递请求量

(数据来源:CASHL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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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献传递服务繁盛的同时,高校图书馆的

反应却并不激烈.高校图书馆似乎并不在意商业文

献传递系统对用户文献需求的分流和吸纳,更多的

高校还在不断购买并加入商业文献传递系统,并没

有表现出太多的危机感.学术界对文献传递服务的

研究也显得非常冷清,１０年来针对文献传递服务的

研究成果从２０１１年之后呈现出连续下降(图３).
中国知网(CNKI)中２０１７年以文献传递为关键词的

期刊文献发文量甚至还低于２００７年的水平,比最高

时的２０１１年下降了６６．７％(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文献传递服务相关论文发表情况

(图片来源: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

高校这种消极的反应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
是高校图书馆本身对商业竞争的应对办法不多.商

业系统凭借其响应时间快、即时性强、用户社交生活

习惯对接紧密和系统本身有激励机制等优势迅速吸

引了一大批读者.高校文献传递系统响应速度较

慢,缺乏激励机制,系统升级更新周期长等因素,导
致其在与商业文献传递系统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

势.二是商业文献传递系统为中小高校图书馆节约

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这样中小图书馆就可以将原来

从事文献传递工作的人员削减,集中力量做阅读推

广等更具显示度的业务.在高校图书馆人员普遍缺

乏的情况下,商业传递系统无意中为高校图书馆人

员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替代的选择.三是高校图书

馆文献传递服务地位较为稳定.商业文献传递系统

还游走在法律的边界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版权

方面的质疑,能否长久运转也被一些高校图书馆人

士所质疑.一旦被定义为违法,商业传递系统可能

面临巨额赔偿而垮掉,那么这种竞争就只是一个暂

时的现象罢了.
但面对用户文献传递需求量的下降,很多原来

长期从事文献传递服务工作的馆员和以文献传递服

务为特色的高校图书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身的地

位和存在的价值.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方向何在?
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价值是什么? 为了回答

这两个问题,必须将文献传递服务重新解构,从最基

本的“需求”出发再造文献传递服务体系.

２　文献传递服务需求的解构和分析

２．１　需求的两种状态

需求实际上以两种状态存在:“用户需求”和“系
统需求”.用户需求是一种复杂信息体,包含了文献

信息、潜在的文献需求、读者对文献价值的估计、迫
切程度、获得可能性的衡量等,而且这些信息状态随

时都在变化,因此用户需求是一个动态的信息状态.
系统需求从本质上说是读者需求的一种简化表达.
这种简化表达形式上受制于系统设计,并且一经生

成就具有固定的表达形式.因此系统需求实际是用

户需求的一种不完全的即时表达.

２．２　需求的三个属性

２．２．１　不完全性

由于系统需求是用户需求的一个简化的表达.
这种简化导致的结果是:用户需求一旦简化就是不

完全的.传递系统无法完全知晓和准确衡量每一个

需求的实际特征,只能将其视为特征基本一致的需

求.馆员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判断系统需求的难易程

度;也不易判断出该需求对读者的重要程度;更不能

洞悉文献需求本身可获得性的难易程度.现有的

CALIS、CASHL文献传递系统就是采用无差别流

程,对系统需求的处理,大部分遵循的是依据时间先

后的线性处理原则,对需求难易程度和读者对需求

等待的容忍程度并不加以区分.

２．２．２　即时性

即时性在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虽然可以免费

获得,但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来降低等待时间.
需求一经产生就带有先天的即时性,每一个读者都

希望自己可以立即得到文献,这种先天的即时性源

于对需要的天性满足,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诉求

满足.
正是由于即时性源于人类的天性,因此即时性

很容易被放大.在实际工作中读者经常要求加急传

递,但是拿到文献后却并不一定会立刻研读;读者也

经常会忽略文献本身的获取难度,要求加急传递一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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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际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获取到的文献.商业系

统快速的响应速度进一步诱惑了读者,并放大了读

者对文献即时性的要求强度,使读者对文献获取工

作的难度产生误判.结果是各种即时性强的商业模

式培养了一大批对即时性要求越来越高的读者,对
文献获取时间的耐受力越来越弱.已有研究也支持

了这一观点.例如,席永春调研的结果显示读者要

求更快、更高效[３].“快传”和“立借”的服务也是迎

合即时性的举措[４].为此,高校图书馆是无条件适

应还是主动寻求转型?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问题.

２．２．３　产品化程度不一致

系统需求在文献出版类型(图书、期刊、会议文

献、标准、学问论文、报告等)、载体形态(纸本、电子、
声像等)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混合形态.更重要的是

被需求的文献资源的产品化程度并不一致.文献产

品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献的获取难易度.文

献的产品化程度越高,其被获取的可能性就越大;相
反文献产品化程度越低,其获取的难度就越大.当

系统需求产生之后,不同产品化程度的文献需求混

杂在一起,那么就经常出现一些读者传递的文献是

本校已经购买的文献资源,也会出现读者要求的文

献需要从海外获取的情况.产品化程度的不一致再

加上线性处理的流程,导致馆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去

处理各种“伪需求”[５],同时也导致文献传递的响应

时间变慢.

３　文献传递服务系统过滤机制原理和设计

需求是文献传递工作的核心对象.用户要通过

“需求”将自身某一种“不足”状态告知传递系统.
“系统需求”在进入传递系统时就成了“用户需求”的
一个抽象的替身,代表用户与传递系统进行对话.
在传递系统中所有的操作和处理都紧密围绕着“系
统需求”来进行,直到“系统需求”被处理完毕.

３．１　由单一系统走向复杂系统

我们解构“需求”之后,可以看出由于系统需求

具有不完全性,馆员通过系统需求去推断实际的用

户需求是不现实的;由于系统需求的即时性,要求馆

员处理需求的时限越来越短,更难以判断出该需求

对读者的重要性;由于产品化程度不一致,从文献载

体形式或者出版形式来加以区分,不可避免地会忽

略需求的一部分其他属性,也不能洞悉文献需求本

身可获得性的难易程度.因此为了能将不同属性的

系统需求区分开来,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系

统需求.
选择系统需求处理的流程作为切入点,从系统

需求被文献传递系统加工的角度对文献需求进行区

分.基于此,文献传递系统的设计必定不能采用单

一系统的设计原则,而要用几个不同的传递系统来

处理不同特征的系统需求.功能上针对不同的系统

需求,采用不同的处理流程;将原本单一业务流,拆
分成功能不同的几个系统流程,通过系统专业分工

实现效率最大化.

３．２　过滤机制的基本原理

过滤机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几个功能互补的

传递系统先后过滤系统需求,每一个系统仅仅处理

与本系统功能相匹配的系统需求,并将未能处理的

需求传递给下一层系统.
第一层“效率系统”以快速的响应速度处理产品

化程度高的系统需求,称之为“白色需求”(White
Request,WR);第二层“效益系统”处理产品化程度

较低但能体现出服务者文献获取能力的系统需求,
称之为“金色需求”(GoldenRequest,GR);第三层

“外联系统”用来处理更为难以获取的,需要采用更

广泛渠道和地区予以协助获取的系统需求,称之为

“红色需求”(RedRequest,RR).第四层“沉淀系

统”用来存储无法获取或者获取成本极高的“黑色需

求”(BlackRequest,BR)并统计各种需求类型和来

源;同时不断侦测文献的获取可能性,在文献可获取

时触发激活黑色需求并转化为可被处理的需求类型

(图４).
过滤机制下的复杂系统设计与精细化的社会分

工要求相一致,弥补了单一系统处理时对需求难易

程度和等待容忍程度不明确的缺陷.避免了单一系

统为了完全辨析需求导致的传递系统处理效率降

低,从而影响读者的使用体验的弊端.
用不同的功能处理不同的系统需求,类似用不

同网眼筛子筛选不同的砂石(图５).即使对系统需

求的实际特征不完全明确,但通过系统功能的区分,
反向地筛选不同层次的文献需求,令这些系统需求

逐步地沉淀下来.这个逐步沉淀的过程就是被过滤

机制自然分类和筛选的过程.从系统处理流程的角

度对需求的分类筛选,能更好地反映出需求的特征,
可进一步改良对文献传递服务的评价.

０４

文献传递服务体系的“过滤机制”研究/魏辅轶,冯坤,郭雪梅

　　　FromCompetitiontoConvergence:ResearchonFilteringMechanismofDocumentDeliveryServiceSystem/WeiFuyi,FengKun,GuoXuemei



2
0

1
9

年
第5

期

图４　文献传递服务过滤机制４层系统功能区分

　　过滤机制的核心是需求的分工处理,这并不意

味着只能有４种需求的分类;也不意味着只能有４
层系统设计.文中的４层设计仅仅是过滤机制的一

种实现形式,任何一种协作体系只要具备了需求分

工处理的理念和原理,实际中使用几个系统,过滤几

种需求都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来实现.

图５　文献传递服务过滤流程示意图

４　天津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创新案例分析

４．１　天津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现状

天津高校图书馆联盟(TALIS)一直以文献传递

服务为信息服务的特色业务,依托天津大学图书馆

为示范馆将文献传递服务作为切入口向各成员馆推

广CALIS文献传递服务,TALIS中心也对从事文

献传递服务的图书馆提供一定额度的补贴,吸纳不

同层次的成员馆加入TALIS.但随着一些商业文

献传递系统的介入,自２０１１年天津高校图书馆文献

传递量几乎每年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２０１７年较

２０１０年文献传递量下降了６２．２％(图６).

图６　天津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文献传递量

用户方面,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天津高校文献传递服

务用户数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２０１７年较２０１２年

服务读者总人数下降了５６．６％(图７).

图７　天津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文献传递服务读者人数

天津高校在文献传递的需求量、服务人数这２
个指标上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因此,文献传递服务

必须寻求转型,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探寻一条新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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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

４．２　系统融合的理论基础

根据“过滤机制”对系统需求的分析可以看出,

WR是一类处理起来非常快速且容易获取的、产品化

程度非常高的系统需求.GR相对 WR获取的难度就

高了一个层级,假如一个系统虽然不能快速响应

WR,却能对GR提供相对高的满足率,那么这个传递

系统正好对应了“效益系统”.RR是一类需要跨区域

合作才能完成的系统需求,需要将系统需求传递到跨

地区或者跨国家的传递系统才能获取相应的文献,处
理起来难度更大,所需时间更长.如果某个系统可以

具备这种功能,那就可以视为“外联系统”.
在系统功能过滤需求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再来

审视现有的文献传递系统.商业系统虽然分流了大

量的需求,但其有两个缺陷:第一,是其解决的大部

分需求都是产品化程度极高的需求;第二,无论其响

应速度有多快,总有一部分需求不能被满足.高校

文献传递系统虽然响应速度慢,但也有两个优势:第
一,其庞大的馆藏资源保证了其对产品化程度不高

的文献(如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具有相当的获取

能力,文献保障的能力大于商业系统;第二,高校系

统虽然也不能做到１００％的保障率,但其可以将需

求转移到其他有合作的系统,提高保障率.可以看

出,商业系统和高校系统之间形成了一个功能互补

的关系:商业系统承担了“效率系统”的角色,高校系

统承担了“效益系统”的角色,并且高校系统还可以

进一步传递需求,开展跨区域文献传递服务.这种

商业文献传递系统和高校系统的特征恰恰匹配了文

献传递服务的过滤机制特征,也就在理论上证明了

商业文献传递系统和高校系统融合的可能性.之前

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系统互通的想法,如徐飞等人

提出了 CALIS、CASHL、NSTL和国图之间的互

通[６];黄静也看到了商业系统和公益系统的区分[７];
但在商业系统和高校系统的融合上未能给出理论解

释和实证探索.

４．３　传递系统融合实证设计

TALIS中心选择天津大学图书馆与商业文献

传递系统提供商开展了融合试点试验.基本思路如

下:(１)商业系统作为效率系统处理系统需求中的

WR.过滤后将无法响应的请求传递到下一层高校

系统.(２)高校系统作为效益系统负责处理 GR.
过滤后将无法响应的请求传递到下一层.(３)天津

大学图书馆过滤后的系统需求传递至外联系统.本

次试点中并未明确第三层外联系统的指向,因此只

要天津大学图书馆将无法处理的需求发出,就视为

进入了外联系统.(４)改变原有的文献传递系统的

评价指标.放弃单一的响应速度或满足率的评价指

标.建立一个更科学的文献传递系统评价机制.
(５)本次试点未涉及沉淀系统.

４．４　系统融合后需求处理分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从商业文献传递

系统A中接收到被过滤的申请６１个.从处理满足

情况看,完成请求３５个,未完成请求２６个,满足率

５７％.其中１７个GR;１８个RR;２６个BR.
以前文献传递工作中仅仅知道一些需求处理比

另一些需求难度大耗时长,但并不能将其直接区分

出来.通过过滤机制的设计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不同需求处理的准确数值.

GR与RR的获得耗时比为１∶５,系统需求一

旦从效益系统传递至下一层外联系统,用户就可能

需要等待原来５倍左右的时间.商业系统A中 WR
的平均响应时间为１天,WR与GR的获得耗时比

大约为１∶２.WR∶GR∶RR处理耗时比为１∶
２∶１０.也就是说如果需求被传递至效益系统,图书

馆可以要求读者等待２倍的时间;而传递至外联系

统,就可以估计耗时将是效率系统的１０倍.
再来看不同需求和满足率之间的关系.WR(A

传递系统)的满足率中文文献是９８％,外文文献是

９１％,平均满足率为９５％.GR的满足率为２８％,

RR的满足率为４１％.

４．５　系统融合实证研究小结

首先,需求处理所消耗时间随传递的层级显著

增加,比例为１∶２∶１０;其次,满足率呈现出波动.

WR的满足最高,RR的满足率比GR的满足高;最
后,BR的占比明显,约４３％.WR过滤之后,还有

约半数的需求不能满足.
当系统在融合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分工.不同系

统由于其功能侧重不同,需要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
不能延续传统上对满足率或响应时间的评价标准.
效率系统应侧重响应速度,而效益系统则注重满足

率,外联系统的重点在于保障.
不同系统之间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商业系统只能

作为效率系统,或高校系统只能作为效益系统.而

是因为商业系统的功能更适合成为过滤 WR的第一

２４

文献传递服务体系的“过滤机制”研究/魏辅轶,冯坤,郭雪梅

　　　FromCompetitiontoConvergence:ResearchonFilteringMechanismofDocumentDeliveryServiceSystem/WeiFuyi,FengKun,GuoXuemei



2
0

1
9

年
第5

期

图８　不同需求处理时间比较

图９　各系统对不同需求的满足率比较

层系统;高校系统由于拥有更庞大的资源支持和专

业化的馆员队伍,更适合作为第二层系统过滤GR,
但同时高校系统也可以成为第三层过滤RR.WR、

GR、RR和BR的区分核心原则并不在于需求归某

个机构处理,而是依据需求处理的阶段和流程的

不同.

５　高校文献传递服务未来转型和发展方向探讨

５．１　未来文献传递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协作系统

文献 传 递 系 统 从 单 一 走 向 协 作.CALIS、

CASHL和NSTL之间应该考虑需求的互相过滤和

共同处理,互相成为彼此的下级过滤系统.同时积

极与商业系统开展合作,利用商业系统的海量的入

口流量和快速的响应时效吸纳并过滤产品化程度高

的系统需求.在不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需求流”的
闭合环,让需求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流动,层层过滤沉

淀,最终组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复杂的系统协作体系.

５．２　未来文献传递服务走向更为精细化的分工

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未来应该逐步减少对

WR的处理工作,甚至可以考虑放弃绝大部分 WR
的处理工作.将文献传递工作的重心转移到GR和

RR这些更具有难度的需求上来,利用自身的资源

优势和专业优势重塑图书馆的服务价值.例如,国
家图书馆作为一个国家保障性的文献资源中心对外

提供文献传递服务.由于具备了效益系统和外联系

统的特征,其用户很多是高校图书馆或者科研院所,
也就是说国家图书馆接收的文献请求中一大部分都

是GR、RR这些被过滤过的需求.而GR、RR需求

量在高校总体需求量显著下滑的形式下却基本保持

了稳定的数量,２０１５年左右还略有增加(图１０).很

显然GR、RR或者BR受商业系统的影响比 WR要

小,有稳定的需求量,未来对GR、RR或者BR需求

的专业化处理正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价值所在.

图１０　国家图书馆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文献传递量统计

５．３　重视灰色文献的保存和产品化工作

传统上的灰色文献是指非公开出版的文献类

型.站在文献需求的角度和４种需求分类的出现使

得我们可以从产品这个角度重新定义灰色文献,即
指产品化程度较低的文献.有些文献虽然是公开发

表,但由于其产品化程度低,获取依然存在难度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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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的问题.因此从文献公开的程度来区别灰色

文献不能很好反映文献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利用

成本.文献传递服务更进一步的价值就是对低产品

化文献需求的发现和筛选.通过系统的协作与过

滤,对于产品化程度低,获取难度大或者成本高的文

献资源(GR、RR和BR)进行比较清晰的研究统计、
逐步归类并推动这些低产品化文献的高产品化进

程,甚至最终形成成熟的数字资源产品.这样可以

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文献的保障范围和保障率,从
而也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６　结论

商业系统和高校系统乃至公共图书馆和科研院

所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在理论

和实践上不同传递系统之间正是由于各自具有不同

的特性,才使得系统之间相互融合成为可能.高校、
公共图书馆和科研院所系统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定数

量的系统需求传递,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８－９].
但对商业系统和高校系统之间的需求传递和融合的

形式尚缺少足够的研究.“版权”[１０]和“费用”依然

是不同传递系统融合的两个较大的障碍.
从竞争走向融合是文献传递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价值体现也将不再追求数

量,借助商业系统的过滤能力,图书馆的服务反而可

以更为有效地发现并处理难获取、价值大的需求,这
或将成为文献传递服务新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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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decreasingdemandofuniversitylibrarydocumentdelivery,illustrates
theimpactofcommercialdocumentdeliverysystemonuniversitylibraryservices,andputsforwardthe
transformationofdocumentdeliverysysteminuniversity．Then,it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userdeＧ
mandandproposesafilteringmechanismofliteraturedemandundercomplexsystemstructure．Finally,a
filteringmechanismofdocumentrequirementsundercomplexsystemstructureisproposedtomeetthese
requirements．ThismechanismprovidesatheoreticalbasisforthefusionoftransmissionsystemsatdifferＧ
entlevels．Baseonthetheory,thepaperfurthermoreintroducesthepracticalworkoftheTianjin
UniversityLibrary,oneoftheCALISmemberlibraries,asapilotunittointegratethecommercialdocuＧ
mentdeliverysystem,andanalyzestheeffectsofthetreatmentofdifferentrequirementsunderthefiltering
mechanism,whichprovidesabasisforscientificevaluationofdocument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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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文献传递服务体系的“过滤机制”研究/魏辅轶,冯坤,郭雪梅

　　　FromCompetitiontoConvergence:ResearchonFilteringMechanismofDocumentDeliveryServiceSystem/WeiFuyi,FengKun,GuoXue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