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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读者自主荐购对资源建设的多重价值

———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读者推荐数据的分析

□马芳珍∗　别立谦　李晓东

　　摘要　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五年读者推荐数据,可以发现读者自主推荐对馆藏建设具有

重要作用和价值:纸本馆藏方面的价值在于,现存馆藏的补缺和完善、专业研究领域文献的补充、
馆藏图书版本的更新和译本对比、国内图书馆馆藏信息的比较、多语种文献的有效补充、馆藏结

构的调整和复本补充;对电子馆藏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线索提供上.高校图书馆应重新认识

读者推荐数据的多重价值,并加以分析和利用.
关键词　读者荐购服务　资源建设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

１　研究背景和现状

读者荐购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也一

直是图书馆资 源 建 设 研 究 的 重 要 主 题.截 止 到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在中国知网,以“荐购”为关键词

进行题名检索,共获得文章１９３篇,并且发文呈现持

续上升趋势(见图１).
以上有关“荐购”服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

面.第一方面主要是荐购服务影响因素、服务模式、
政策的探讨和改善策略.郑诗枫通过访谈１２所高

校馆,运用扎根理论梳理荐购服务的影响因素[１],蔡
宝家基于集美大学图书馆的实践分析图书荐购的瓶

颈,提出整合荐购书目、节约读者时间、消除读者心

理顾虑的对策[２].第二方面是荐购模式探索和创新

案例,如南京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等探索读者推荐

的新模式:读者可在南京凤凰书城、无锡新华书店等

图书销售场所挑选新书,现场办理借阅手续,实现书

店新书直接借[３－４].第三方面是荐购系统建设,主
要探讨荐购系统的需求分析、流程设计和技术实现

等.例如,陈刚提出以网上书店作为荐购知识库,进
行荐购系统构建,并探讨系统中网上书店的信息采

集等关键技术[５].第四方面是对图书馆荐购服务的

调查和分析,如史丽香对５０所高校馆的网上荐购现

状进行调查,分析荐购服务的不足:书目信息不完

善、读者荐购反馈不及时、读者参与荐购的方式不完

图１　“荐购”文章的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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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并提出改进建议[６].另外,还有关于读者荐购

与 读 者 决 策 采 购 (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

PDA)的关系和比较研究等.这些文献普遍认为读

者荐购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

高馆藏质量和馆藏利用率,但是已有研究对“读者自

主荐购”价值的讨论还远远不够,尤其对读者荐购数

据的分析和利用研究的深度不够.例如,卞丽芳以

江苏大学图书馆荐购数据为例,对荐购文献的信息

进行分析,但是没有对荐购者、文献语种、文献内容

等进行分析[７].张馨文主要对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３年的读者荐购数据及其出版社和图书内容分

类进行了分析,但是数据样本量较小,且未对荐购读

者进行分析,图书的内容也仅限于法学相关专业[８].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隆茜认为,荐购信息反映了

读者对未购图书的需求,对２０１５年１０４７种读者推

荐图书的出版年、出版社、学科分析、语种等进行分

析,将其作为PDA预设文档的根据之一.其不足之

处在于读者荐购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荐购方式没

有说明,也未从推荐读者的角度去分析推荐信息[９].
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关读者荐购数据的研究较

少,定性研究过于笼统,而定量研究存在样本量较

小、时间跨度较短、分析维度单一等问题.另外,很
多读者荐购的研究往往将各种形式的荐购信息混在

一起,实际上不同形式的荐购信息反映了读者对资

源的需求的密切程度和迫切程度.通常,读者荐购

从形式上可分为三种:第一,读者根据图书馆提供的

书单、现场书展或开通试用资源进行购买意见的反

馈;第二,通过教参服务、阅读推广服务、学科采访馆

员定期征集读者意见等渠道定期批量推荐;第三,读
者通过咨询台的表单、图书馆系统的推荐窗口进行

日常的、零星的自主推荐,自主推荐的内容通常以图

书为主,也包括期刊、电子资源等.虽然前两种方式

也是读者需求的反映,但是第三种方式中读者更为

主动,需求更为明确.本文将基于第三种方式的读

者推荐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的读者推荐数据,并讨论读者自主推荐的意

义和对馆藏建设的价值.

２　读者推荐情况分析

２．１　总体情况

近五年北京大学图书馆 的 读 者 推 荐 总 量 为

７４７７人次,其中单本图书推荐７４０６人次,期刊、数

据库、大套丛书等资源推荐７１人次.读者推荐的英

文图书占比高达６２％,其次是中文图书占２７％,德
语、法语等西文语种的图书占比为９％,日文图书占

比较少,仅为１％.具体每年度的推荐情况如图２
所示.由于推荐动机的多样性,推荐数量并不能代

表读者的需求量,但是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读者对

各语种图书的需求倾向和图书馆的缺藏状况.

图２　读者推荐文献语种及年度概况

从读者推荐的月度趋势来看,五年的数据基本

一致,即３—５月是读者推荐的高峰期,７—８月读者

推荐的谷底,之后又逐渐上升.这与高校学期制的

教学安排是一致的.因此,图书馆应重点关注高峰

期的读者推荐图书的反馈和购买等响应情况.

２．２　推荐读者的院系分布和关键读者

近五年为图书馆推荐图书的读者共计２０３８人,
其中外国语学院的人数最多,有１７２人.图书推荐

读者人数最多的五个院系中有四个是人文院系.这

反映出人文社科领域对文献的需求较强.另外排在

前２０的院系共计读者１６１８人,占总推荐读者的

７９％,具体分布如图３所示,由此可以获取参与图书

馆资源建设的活跃读者和院系.
另外,按照推荐数量进行排序,五年内推荐数量

超过１０次的读者共计８８位,仅占推荐读者总数的

４３２％.而只进行过１次推荐的读者数达１１６４,占
推荐读者总数的５７．１１％.这说明大量的读者只是

偶尔向图书馆推荐图书.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２０的读者共推荐图书

２２８５册,占总推荐量的３０．５２％,属于高需求用户.
其中排名第一的读者最近五年共推荐了３８８本图

书,仅一人就占推荐量的５．１８％.这位读者是从

２０１６年才开始向图书馆推荐图书的,推荐时间分布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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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推荐读者人数前２０的院系

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因为原图书馆集成系统的推荐

模块限制读者每次推荐数量为３个,需待馆员处理

后才能再次提交推荐,因此该读者推荐共计１６２天,
其中８２天推荐数量等于或大于３个(注:大于３个

表明在馆员当天及时处理请求后该读者进行了二次

推荐).这表明推荐数量的限制给高需求读者造成

一定的推荐障碍.
排名前２０的高需求用户中有８位是教师,８位

是博士生,４位是硕士生,说明高需求用户主要为从

事更多研究工作的人群.

２．３　推荐院系和语种分布情况

从院系的角度对读者推荐请求进行分析,发现

前１０位的院系推荐的数量占总推荐量(人次)的

７０％,但是不同院系在推荐图书的语种上又呈现出

学科、研究领域的差异,具体如表１所示.
通过分析可发现,哲学系、历史学系、外国语学

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物理学院推荐图

书中,英文图书占比优势突出,都在７０％以上,明显

超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推荐中的英文推荐占比

(６２％),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中英文占比比较均衡,各

表１　各院系推荐图书的语种构成情况

排名 院系
英文荐

购人次
占比

中文荐

购人次
占比

其他语种

荐购人次
占比 总计

１ 哲学系 ９９８ ７５％ １１１ ８％ ２１０ １６％ １３３４

２ 历史学系 ９１６ ６９％ １２２ ９％ ２６５ ２０％ １３３２

３ 外国语学院 ６６４ ７０％ １０５ １１％ １６６ １８％ ９４７

４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１２０ ３７％ １９１ ５９％ ６ ２％ ３２４

５ 社会学系 １６０ ５９％ ９２ ３４％ １６ ６％ ２６９

６ 政府管理学院 １９０ ７３％ ６９ ２７％ ０ ０％ ２６０

７ 法学院 １５６ ６０％ ８０ ３１％ １８ ７％ ２５８

８ 国际关系学院 １３６ ７０％ ４９ ２５％ ３ ２％ １９５

９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７９ ５０％ ７９ ５０％ ０ ０％ １５９

１０ 物理学院 １１７ ７６％ ３５ ２３％ ０ ０％ １５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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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半壁江山.中文图书方面,中国语言文学系受专

业设置影响,首当其中,需求最为强烈,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和社会学系也明显高于北大图书馆图书推荐

中的中文推荐占比(２７％).
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法、德等西语图书的需求并

不仅限于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哲学系都有较多的

需求,而社会学系、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语言

文学系也有少量的需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北京大

学图书馆在馆藏发展时应考虑中、英文之外语种的

图书采购,并且图书内容不仅限于语言文学类.

３　重新审视读者自主推荐的价值

读者自主推荐是读者推荐的方式之一,与读者

需求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限定书目范围的读者决

策采购(PatronDrivenAcquisitions,PDA)、书展现

场推荐等方式无法替代的,图书馆应重视读者的主

动推荐.在近五年读者推荐数据基础上对读者推荐

原因的梳理和归纳,也有助于更充分认识读者自主

荐购的价值.

３．１　读者自主推荐对纸本馆藏的补充和完善价值

(１)现存馆藏补缺和完善

图书馆在订购多卷书时,一般都倾向于整套订

购.但是有些多卷书的出版年限跨度较大,采访馆

员需要分多次订购,采访人员变动、书商供应问题等

都有可能会造成后续卷订购不全.如北京大学图书

馆购买的多卷书GranEnciclopediaCervantina,只
包括第１、２、３、４、６卷,有一位读者通过荐购渠道建

议补充采购缺少的第５、７、８、９卷.这些馆藏不完善

的情况完全依靠采访馆员的自查是远远不够的,读
者积极参与也是补充和完善馆藏的重要力量.

(２)专业研究领域文献补充

由于高校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更为细化和专

业,因此采访馆员只能在较大的领域或研究方向上

进行把握,往往会漏掉一些细小的专业领域.而读

者在推荐图书时常常会提供专业的意见,例如读者

对图书IntroductiontoEmployeeBenefitsLaw:

PolicyandPractice４thEdition 的推荐意见是:
“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关于美国雇员福利法律的书

目十分缺乏,本书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对于我国当

前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学理研究有非常大的帮

助.”再如读者在推荐图书Charity,Endowment,

andCharitableInstitutionsinMedievalIslam 时

提到:“目前我校图书馆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慈善

研究相关的书籍很少,这本书是一个总览.”甚至有

些读者会附加国内研究现状的情况,例如推荐图书

ContractualDuties:Performance,Breach,TerＧ
minationandRemedies时提到:“本书介绍英国法

的真正的合同不履行问题,是国内研究上一个盲点,
相关书籍很少.”

(３)馆藏图书版本更新和译本对比

一种图书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某一版本可能会

多次重印.由于经费的限制,图书馆不可能购买每

一版本,尤其是外文图书.而每一修订版更新程度

不一样,有的只是小改动,有的发生了很大变化,采
访馆员有时很难把握购买哪些版本是最佳选择.这

时,专业读者的荐购意见可能会成为判断的依据.
例如,一位读者推荐购买图书InternationalTax
Primer (３rdEdition),并在推荐理由中写道:“这
是重要的国际税法教材,上一版(第二版)是２００５年

出版,馆藏中已有中译本(张志勇译);但国际税法近

年有重大发展和变化,原第二版的中译本已不能满

足学习和研究需要.”再如TheDivineComedyof
DanteAlighieri:Volume１:Inferno 的读者推荐

理由是:“世界名著«神曲»的最新权威译本,附带详

细注疏,且图书馆缺少类似馆藏.”很多读者对版本

更新情况、译本的质量水平、版本的注疏质量、印本

的清晰程度甚至图书内附图片的全彩情况等更为关

注,因此虽然采访馆员在订购时会仔细甄别各类版

本和译本,但是读者的意见仍然能够为馆员提供很

好的参考.
(４)国内图书馆馆藏信息的比较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要提供本校读者的服务,
更承担了全国的文献保障的职责.很多读者的推荐

也会 提 供 馆 藏 对 比 的 线 索 和 信 息.例 如,图 书

AfterＧDinnerDeclarations的推荐理由提到“本书

是研究智利重量级诗人的重要书籍,国内图书馆都

没有馆藏.”再如,图书VandenhoeckundRuprech
的推荐意见是:“这本著作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OttoBrunner呈现其史学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国内

各大图书馆都没有馆藏,北大的中世纪晚期和现代

早 期 历 史 研 究 亟 需 引 进 这 本 著 作.” 图 书

LimitationofActions的推荐意见是:“图书馆没有

英美法系诉讼时效制度相关的参考书籍,国家图书

馆的该类书籍均为３０年前的版本.”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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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多语种文献的有效补充

受语言背景和人员数量的限制,高校图书馆不

可能为所有语种配备采访馆员.以北京大学图书馆

现状为例,目前除中英文外,只有法语、日语的采访

馆员,而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就有２０个语种的本

科教育,并且还有拉丁语、马来语、孟加拉语、中古波

斯语(巴列维语)等９个语种的课程,此外还有学院

有教师从事古冰岛语、古叙利亚语、圣经希伯来语等

语言的研究.而哲学、历史学系、艺术学系等多位老

师有法国、德国等留学背景,这样复杂的多学科多语

种的综合性需求,仅依靠北京大学中心馆有限的采

访馆员显然是不够的.虽然依靠院系专业分馆解决

了很多小语种资源建设的问题,但是对多院系共同

使用的文献资源,中心馆仍需要给予高度重视.而

鼓励读者推荐,是解决这些语种资源的最好途径之

一.例如,读者推荐葡萄牙语图书CadernosdeLitＧ
eraturaBrasileira(Número１－２６)时提到:“这是

一系列研究现代巴西作家的重要参考书,大致有２６
本,国家图书馆暂时也没有馆藏.非常重要,如果学

校能收的话就能秒杀国图在巴西文学方面的馆藏

了”.读者在进行多语种推荐时,还常常会提供在国

外留学或研究的经验.例如,图书Daodejing:Das
BuchvomWegundseinerWirkung 的推荐理由是:
“笔者在柏林自由大学访学时,参加汉学系的讨论

课,所使用的«道德经»德文译本就是这个版本.这

是«道德经»比较重要的德文译本之一,似乎有引进

的必要.”
(６)馆藏结构完善和复本补充

通过读者推荐信息,可以对个别馆藏配置不合

理的地方进行修正和补充.例如,读者在推荐图书

«姚雪垠文集»时提到:“姚雪垠作品、评论、书信结

集,极为重要.现仅保存本阅览室有一套,不能借出

馆外,且下午五点闭馆,阅读时间非常受限制.这套

书对本人的毕业论文写作极为重要,希望学校图书

馆考虑购买一套,能够使借阅更方便.”再如图书«张
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这是了解张政烺

先生思想的重要著作,纠正了郭沫若作品中的许多

错误.目前只有考古院图里有,其他院系的学生无

法借阅.”另外,对于难以借阅的图书读者也会提出

意见,例如:现在图书馆的复本太少了! 如果可以的

话希望能多购入一些,或者购买电子版更佳.

３．２　读者推荐对电子资源的线索价值

读者推荐的内容不仅限于纸本资源,也有一些

电子资源,这些推荐信息是图书馆建设电子馆藏的

重要线索.纸本资源有固定的馆配书商提供最新出

版信息,而电子资源由于类型和出版者多样化,其出

版信息更为分散,除了数据库商、代理商的主动推

荐、同行沟通借鉴和散布于文献中的一些零散信息

外,读者的推荐也至关重要.例如,本年度图书馆试

用并购买的数据库:TLGDatabase(THESAURUS
LINGUAEGRAECAE,AdigitallibraryofGreek
Literature),就是读者推荐的,在推荐意见中介绍了

该库的起源、内容和线索:“这个数据库是加州大学

的研究项目,数字化了古代和中世纪希腊语重要原

始文献,是研究古代希腊、拜占庭帝国以及欧洲中世

纪的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学习古希腊语、特别是中

世纪希腊语的重要工具.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可
参见http://stephanus．tlg．uci．edu/tlg．php”.再如

读者推荐数据库ForeignOfficeFiles,China:１９１９
－１９８０ 时提到:“图书馆已经购买了该数据库的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年部分,而１９４９年之前的部分并未购

买.该数据库是研究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最为重要的

资料之一,而国内没有图书馆完整购买该数据库,导
致无法使用.希望北大图书馆能尽快完整购买该数

据库,至少是可以使用该数据库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

部分.”

４　小结和展望

通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

推荐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法语、德
语的馆藏建设还应加强,同时应加大对人文学科的

文献支持力度.通过对推荐读者的分析可以发现,
高需求读者主要是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尤其是有海

外留学背景的青年教师,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两类读

者的关注和支持力度.归纳总结读者的推荐实例,
可以确定读者推荐对馆藏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不仅是图书馆了解读者的重要途径,更是馆藏建

设查漏补缺、不断优化的核心力量之一.虽然研究

者和图书馆员们都承认读者推荐对馆藏建设的重要

性,但是在读者自主荐购服务方面的关注还远远不

够,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５年内进行推荐的读者

仅有２０３８人、推荐数量为７４７７人次,相较于２—３
万的用户群体和每年６—８万图书购买量来说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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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低的,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深入分析.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应该探索和改进读者荐

购服务,通过荐购系统支持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化,
更应该认识到读者荐购信息的多重价值,深入挖掘

荐购数据背后的潜在信息.高校图书馆相较公共图

书馆来讲,具有高学术素养的相对稳定的研究者用

户群,且用户群内部关联密切,如师生关系、同学关

系、合作者关系等,这是高校图书馆得天独厚的优

势.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更加注重从用户群的角度

跟踪用户推荐信息,分析信息背后反映的问题,探析

读者的潜在需求,优化馆藏建设工作,完善馆藏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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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theValueofPatronPurchaseRequests
—BasedontheAnalysisofPatronPurchaseRequestsof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

MaFangzhen　BieLiqian　LiXiaodong

Abstract:Byanalyzingpatronpurchaserequestsdata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inrecentfiveyears,

theimportantroleandvalueofpatronpurchaserequestsincollectiondevelopmentissummarized,which
includes:supplementandimprovementofthecurrentcollections;literaturesupplementinindividualreＧ
searchfield,thecomparisonofthebookeditionsandtranslations,thecomparisonofthelibrarycollection
informationinChina,theeffectivesupplementofthemultilingualliterature,reflectionofthedemandsof
specificreaders,theadjustmentofthetotallibrarycollectionstructureandthedemandfortheduplicate
supplement．Theimportantvalueofelectroniccollectionismainlyreflectedinprovidingclues．University
librariesshouldreＧunderstandthemultiplevaluesofpatronpurchaserequestsdata,andthenanalyzeand
use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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