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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的计算服务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送书到楼服务项目为例

□杜晓峰∗

　　摘要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设计经历了以系统为中心、以资源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

为导向的变迁,用户获取信息资源和服务越来越方便、快捷、全面和精准.图书馆中的计算服务

也逐渐从信息化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过渡.北京大学图书馆“送书到楼”服务项目,就是传

统流通借阅的服务创新,也是计算服务助力传统业务的集成创新.计算服务在图书馆资源管理

型、资源服务型、资源开发型、传统在线服务等几类传统业务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从

而推动传统业务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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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计算科学是应用高性能计算能力预言和了解实

际世界物质运动或复杂现象演化规律的科学,包括

数值模拟、高效计算机系统和应用软件.早在２００６
年,我国就发布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提出未来１５年超前部署

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等内容,以期在

２０２０年前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加速发展计算

科学,对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目标,促进我国国防建设,保障国家安全,提高我国

经济建设、国家重大工程、基础科学研究等尖端科

技领域的核心支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１].计算科学已经成为２１世纪最重要的技术领

域之一,在石油勘探、气象预报、航空航天、信息研

究、生命科学、材料工程和基础科学研究、行业的信

息化、大数据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整个社会

的进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既然本文讲的是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的计算服

务,那 么 我 们 有 必 要 说 清 这 里 的 计 算 服 务

(ComputingServices)是什么含义.２０１９年,北京

大学图书馆进行机构改革,原负责图书馆信息化工

作的部门———信息化与数据中心,根据业务发展划

分为计算服务中心和数据资源服务中心.而计算服

务中心的职责是以图书馆服务转型为牵引,统筹推

进图书馆信息化架构建设,改进和完善信息化基础

设施,研发、引进新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业务应

用系统、融媒体服务系统和知识计算系统等信息系

统,紧跟信息化前沿,建立健全在线图书馆和机器智

能服务体系,为用户学习、教学、科研活动和信息文

化培育作出有效的融合及贡献.简单来讲,是为图

书馆提供基于不同计算技术与计算模式的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计算服务是通过适当的信息

化基础设施搭配,采用适合的计算技术、计算模式的

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化、数字化或智能化服务[２－３].

２　高校图书馆的计算服务

IBM 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曾提出“十五年周期

定律”,即“计算模式每隔 １５ 年发生一次变革”.

１９６５年前后发生的变革以大型机为标志,１９８０年前

后的变革以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为标志,１９９５年前后

的变革则以互联网的发展为标志,２０１０年前后发生

了物联网的变革[４].每一次计算模式变革与计算技

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图书馆信息化的发展,也推动

了作为图书馆信息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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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管理系统的快速发展、更新换代.图书馆自动

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内高校

图书馆中的计算服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始对图

书馆自动化技术与管理进行研究.９０年代初,国内

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开始自行研发或与

IT公司合作研发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或是

购买引进国内外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来完

成对图书馆内部传统业务中采、编、典、流的管理.
这个阶段所用的计算模式多采用大型机时代的终端

－主机架构(T/S),同时还有适合较小规模应用的

单主机模式.基于主机终端计算模式的图书馆自动

化集成管理系统就是当时计算服务能力与信息化水

平的真实体现,服务对象主要是本馆馆员和入馆的

读者,读者可通过馆内终端对书目数据进行检索.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数字图书馆业务的开展以及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重视读者服务、协同办公等需求的提出,各馆

逐步对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ILS)进行升级优化,这
时期系统多采用分布式的客户机－服务器架构(C/

S)或浏览器－服务器架构(B/S)的计算模式.基于

分布式计算模式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反映

了当时图书馆的信息化水平,信息化处于业务流程

自动化、软件化、线下业务线上化的初级阶段.服务

对象主要是来自互联网、校园网或入馆的读者、本馆

馆员、分馆馆员或是其他兄弟院校图书馆馆员.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迅猛

发展,数字资源也快速增长,而传统的ILS是基于纸

本资源设计的,无法胜任与数字资源整个业务流程

相关的采集、加工、保存、发现及获取等工作.更为

重要的是,传统的ILS系统缺乏全媒体资源管理、用
户统一认证、统计分析等功能,图书馆各个系统之间

难 以 进 行 有 效 的 互 操 作[５].马 歇 尔  布 利 汀

(MarshalBreeding)在２０１２年前后提出了图书馆服

务平台(LibraryServicesPlatforms,LSP)的概念,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将会取代包括传统的ILS系

统、ERM 系统、OpenURL 开放的统一资源定位器

和数字资产管理系统等[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开启和云计算技术的日趋成熟,新一代的图书

馆服务平台应运而生,这种新平台是采用浏览器－
服务器架构(B/S)及云计算为核心的集中式共享计

算模式,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SOA)或微服务架构.

它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计算服务水平在信息化发展

进程中迈向数字化阶段.
从上述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发展历程不难看出,

尽管不同时期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采用的计算模式、
运用的计算技术、信息技术不尽相同,系统设计的目

标也经历了以系统为中心、以资源为中心、以用户为

中心、以用户为导向的变迁,但是它一直都在支撑着

图书馆各项传统业务,是图书馆的神经中枢.随着

自动化系统的发展,用户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源和服

务越来越方便、快捷、全面、精准.综上可以看出,图
书馆中的计算服务也逐渐从提供信息化服务向提供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过渡.

３　计算服务带给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的发展机遇

随着云计算、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
动通信、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我们不禁

要思考计算服务会给图书馆传统业务带来什么样的

发展机遇? 在此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送书到楼服务项

目为例进行分析.
流通借阅服务是典型的传统业务,是面向读者

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图书馆服务平台 LSP的重要

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图书馆“送书到楼”项目是为更

好地服务于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推出的“借书送上

门、还书上门取”服务.本项目是流通借阅服务创新

的一种尝试,属于延伸型服务创新.它采用网上填

写表单方式完成信息收集,馆员手工完成上门书单,
再安排馆员找书、借书,完成上门送书.服务开展后

得到老师们的肯定.
但我们也发现,以表单方式收集信息,无法直接

获取用户状态和所提交图书的状态,馆员还需到系

统中查询;用户检索后不能直接携带图书名称、索书

号填入表单,用户手工填写或复制时出错,用户不能

生成送书清单等问题,这给老师和馆员的使用带来

不便.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提升用户体验,方便

业务流程管理,我们重新梳理了需求和流通借阅服

务的现状.需求分析时,借鉴了电子商务 O２O模式

上门服务的经验(关键就是要打通线上线下),着重

解决系统和数据的对接问题.但由于北京大学图书

馆现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平台Symphony系统

相对封闭,无法直接在系统上直接改造实现,计算服

务中心决定自行开发图书上门服务系统.系统采用

浏览器－服务器架构(B/S),基于FOLIO 微服务框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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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系统部署在虚拟化平台.通过 WebServices的

方式获取Symphony系统中的图书、用户状态信息,
同时也解决了手工复制易出错、用户不能生成送书

清单等问题.教师可依次通过线上认证登录、选书、
提交送书或还书上门请求、填写送书或上门地址、联
系电话等步骤完成申请,线下馆员通过自动生成的

书单,找书、借书、送书.
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今年疫情发生之时,因疫情

防控需要暂停图书馆楼内服务,而北京大学图书馆

的借阅服务得以继续.为保证留校师生能一如既往

地、无障碍地借阅图书,保障科研学习不停滞,图书

馆计算服务中心迅速对系统重新改造,扩大服务对

象、选书范围(保存本)、送书范围,同时增加预约送

书上门时间、合并订单、预约送书统计、假期设置等

功能,确保疫情期间送书到楼服务正常开展.
当然,系统还有很多功能需要改进,比如添加送

书任务管理、送书人管理、移动签收、服务评价、移动

应用等.送书到楼的项目是传统业务与计算服务相

融合的典型案例.它围绕传统业务的服务需求,推
动多个应用系统借鉴相适应的商业模式,选择适合

的系统框架、信息技术、计算模式,完成系统开发,并
快速部署上线.这不仅是流通借阅的服务创新,也
是计算服务助力传统业务的集成创新.这个项目不

是简单地把线下服务搬到线上,而是考虑线上线下

衔接,做好不同系统数据的对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

化,完成图书到用户手中的“最后一步”.从长远来

看,用户借还书更为便捷,参与阅读的用户数量就会

增加,借还书数量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回升.

４　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的计算服务举要

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大体包括采访、编目、典
藏、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目录检索等业务[７],这些

传统业务都是围绕文献资源开展的,从资源角度看,
传统业务大体可以分为资源管理型、资源服务型、资
源开发型、传统的在线服务等几类.接下来就从这

几类来介绍计算服务如何促进传统业务发展.
资源管理型的传统业务主要通过文献采集、文

献揭示、资源组织完成资源服务前的准备,涉及采

访、编目、典藏等相关业务.计算服务可以针对这类

业务提供系统平台集成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多种数

据收集方式和手段,提供协同工作平台,提供异构系

统的数据互动,提供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主动推

荐与科学决策(评估)依据,提供对纸电一体化资源

(包括纸本资源,电子资源、数字资源和开放获取资

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最终实现采编一体化.该平

台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馆员工作效率,增加用户在

采访决策的参与度,大大缩短资源从采购到服务的

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前期的系统设计需要全面考

虑适合的系统框架、数据标准等问题;平台建设可循

序渐进,针对不同介质不同类型的资源分步实施.
资源服务型的传统业务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源

(纸本资源)或空间对用户提供服务,涉及流通、阅
览、教参、目录检索等相关业务.计算服务可以针对

这类业务提供应用集成服务.前面已经通过北京大

学图书馆送书到楼项目举例介绍过了,这里不再

赘述.
资源开发型的传统业务主要是通过计量分析对

用户精准服务,涉及参考咨询、导读、文献计量等业

务.计算服务可以针对这类业务提供大数据计量分

析、决策服务.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物联网技术或者

互联网技术,感知用户、记录用户行动轨迹、记录用

户行为轨迹、记录用户使用的资源、记录用户一切可

收集的信息,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把数据汇集到大

数据平台;基于大数据挖掘、智能分析、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找出用户标签或者属性,建立用户

画像.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

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比如主动推荐文献资源、空间

资源、文化活动以及关注的学者或对标机构的研究

成果;可以通过资源的数字化对资源重新组织,利用

大数据、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以主题

为单位的文献资源推荐;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交互分析、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使咨

询服务变得智能化,大幅减少重复工作,提高馆员工

作效率.
传统的在线服务主要是图书馆主页、联机检索

等线上服务.计算服务可以助力建设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整合图书馆各类信息服务系统、一站式线上交

融的图书馆综合服务系统.系统提供良好的界面体

验设计(UI设计)和统一的入口,运用语音识别技

术,实现一站式服务,增加用户体验和参与,用户可

以快速、便捷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从而增加用

户黏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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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随信息技术和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

馆传统业务的计算服务也会不断发展,针对不同业

务特点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各种创新模式,在
更大程度上辅助馆员提高工作效率、辅助用户更好

地使用图书馆[８],使用户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使用

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获取所需要

的信息和个性化的精准定制服务,实现图书馆的泛

在服务.高校图书馆的传统业务需要借助计算服务

逐步完成数字化转型,最终走向智能化.传统业务

插上计算服务的翅膀,依然可以展翅高飞.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计算科学的发展与对策建议[J]．院士与学

部,２０１０(１):９２－９３．

２　御数坊．浅析企业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内涵和联系[EB/

OL]．[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http://www．itpub．net/２０２０/０４/

０７/５７９１/．

３　达美盛．数据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之间联系和区别解析

[EB/OL]．[２０１９－１２－２６]．https://www．dms３６５．com/xwzx/

shownews．php?id＝５７５．

４　杨科杰．从互联网时代到“物联网”时代[EB/OL]．[２００９－０２－

２３]．http://www．gmw．cn/０１gmrb/２００９ － ０２/２３/content_

８９０２９３．htm．

５　周义刚,聂华．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调研及思考———基于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需求[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９(２):６９－７８．

６　周纲,孙 宇．开 创 性 的 下 一 代 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 解 决 方 案———

FOLIO[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１):７９－９１．

７　乔亚铭,肖小勃．高校图书馆传统业务的调整与重组———以西安

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 [J]．情报探索,２０１４(８):８７－９１．

８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刍议[J]．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２０(１):５－１２．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ComputingServiceoftheTraditionalBusinessofUniversityLibrary
———TaketheDoorDeliverServiceProjectofPKULibraryasanExample

DuXiaofeng

Abstract:ThedesignoflibraryautomationsystemhasgonethroughthephasesofsystemsＧcentered,

resourceＧcentered,userＧcenteredanduserＧoriented．Itbecomesmuchmoreconvenient,fast,comprehensive
andaccurateforuserstoobtaininformationresourcesandservices．Thecomputingserviceinthelibraryis
graduallytransitioningfrominformationＧbasedservicetodigitalandintelligentservice．PekingUniversity
Librarys“DoorDeliver”serviceprojectisaninnovationoftraditionalcirculationservice,andaninnovation
integratedcomputingservicestoboosttraditionalbusinesses．ComputingservicescanfindsuitableapplicaＧ
tionscenariosinseveraltypesoftraditionalbusinesssuchaslibraryresourcemanagement,resourceservＧ
ice,resource development,and traditionalonline services,so asto promotethe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oftraditionalbusinessintheeraofinformationandintelligence．

Keywords:ComputerService;UniversityLibrary;TraditionalBusiness;DeliverＧToＧDoor;PekingUＧ
niversity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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