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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员学术能力培养研究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为例

□郭全珍∗

　　摘要　浙江大学图书馆着力构建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通过科研促进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发展.
文章以«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与发展方案»为例,从制度制定、具体实施、成效反馈、缺

点不足等方面总结了高校图书馆员学术能力培养的经验.文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培养方

案制度化、培养模式个性化、队伍建设专业化三个层面对高校图书馆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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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
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

“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

时代人才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１].培养引进用好

人才,制度是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
作出重要部署.高校图书馆应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精神,在人才发展和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使用机

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下大功夫,为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不同年龄段的人才成长创造环境和空间,在规范

管理中促进有序竞争,形成人才工作新格局.
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高校图书馆能否有

效发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

其学术研究水平的影响[２].«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规程»指出“高等学校应将图书馆专业馆员培养纳入

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重视培养高层次的专家和学

术带头人,应支持图书馆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发
表研究成果”[３].«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
指出“馆员专业能力的提升是五年内大学图书馆队

伍建设亟待突破的三大问题之一,大学图书馆的现

代化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结合培训学习、业务交流、

应用实践等多种途径提升馆员在基本理论、业务技

能、科研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４].

２０２１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图

书馆馆长高级论坛”,倡导以专业化推进新阶段事业

发展.从图书馆主体的角度,迫切需要通过推进人

力资源的专业化管理,提升图书馆专业化服务水平

和效能[５].业界实践也为图书馆专业价值的实现提

供了明确的切入口,认为图书馆的专业化程度多由

图书馆员的专业化来决定[６],而目前图书馆员的专

业化路径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的

评聘实现[５].也有学者认为在社会化合作的背景之

下,图书馆员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是图书馆专业化的

体现[７].可见,通过提升馆员的学术能力,促进科研

产出,提高专业技术职称等级,能够实现图书馆员的

专业化发展,进而提升图书馆专业化服务水平和效

能,实现图书馆的专业价值.

２　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高校图书馆员的学术能力培养关注

度不高,深层次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有学者从理论

上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员从事学术研究的困境,并提

出了突围路径,包括:建议管理者重视图书馆学术研

究活动、建立奖励制度、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发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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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带头人的表率作用、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等[８－１０].董梦华介绍了黑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提

高馆员学术水平的措施[１１],包括定期开展学术沙

龙、创办馆内刊物、支持馆员对外学术交流、给馆员

定期分配科研任务、对科研成果进行物质奖励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自１９９２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五
四科学讨论会”,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沿与热点、
业务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交流和研讨.作为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传统学术活动,研讨会发挥着记录

图书馆事业进步、检阅科研成果、启发业务创新、展
望发展方向等重要作用[１２].

国外学者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高校图书

馆员学术能力的研究一直保持较高关注度.从研究

方法来看,国外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员发放调查问卷,
总结分析阻碍高校图书馆开展学术研究的因素,归
纳提出促进科研成果产出的具体举措,包括:激发馆

员的研究兴趣、加强同行合作、成立研究小组、资助

馆员参加会议培训、促进馆员学术交流、设立导师制

项目等[１３－１８].越南学者提出高校管理者和图书馆

馆长应制定政策和法规,鼓励图书馆员进行科研活

动,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１９].北美地区高校开

展了提高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水平的活动,如２０１２年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CARL)建立了图书馆员学

术研究会,通过开设为期４天的集中强化式研讨班,
促进高校图书馆员研究能力的提升[２０];２０１４年美国

成立了图书馆职业研究规划学会(IRDL),通过每年

暑期开设研讨会,增强高校图书馆员开展学术研究

的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同时帮助参与者充

实其研究计划[２１].
综上,国内外关于高校图书馆员学术能力培养

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是鲜有相关实践

研究报道.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浙江大学图

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为例,从制度制定、具体实施、成
效反馈、缺点不足等方面总结了高校图书馆员学术能

力培养的经验,旨在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高校图书

馆员学术能力培养的高度重视及更深层次的探讨.

３　探索与实践: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

浙江大学图书馆着力构建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７年提出“服务立馆、学术兴馆、开放办馆、文化

强馆”的办馆理念,一如既往地坚持“办师生满意的

图书馆”的宗旨,通过提升馆员的学术能力和研究素

养,提升办馆质量和服务水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内

设机构调整时,专门成立学术发展中心,由专职人员

负责图书馆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与服

务.２０１９年６月,推出«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

才培养与发展方案»(以下简称«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机构调整和制度完善双重发力,近几年浙江大

学图书馆学术氛围日渐浓郁,馆员研究视野日益开

阔,研究素养逐渐提升,理论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
团队合作机制已见成效,初步形成了理论学习研讨、
业务创新与技术赋能的良性互动机制.

３．１　«人才培养方案»介绍

«人才培养方案»采用分层次、滚动式的人才培

养机制,通过自主学习、学术交流、专业培训和导师

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有针对性地

进行培养.

３．１．１　遴选标准

随着图书馆服务的拓展和深化,近年来图书馆

新入职馆员的学科专业背景日趋多元化.为了提升

非图书情报专业新馆员的专业素养,图书馆一方面

采用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培养的方式,要
求他们必须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完成至少三门图书情

报专业课程的选修;另一方面安排新馆员在各业务

部门轮岗学习.因此,图书馆把分层次人才培养对

象的起点定为有一定专业素养和学术积累的馆员.
依据馆员自身条件,将申报人员分成拔尖人才、学术

骨干和青年新星三个层次,具体遴选标准如表１所

示.不同层次的培养对象在一个培养周期(四年)给
予不同的经费支持标准,培养经费主要用于论文发

表、文献购置和学术交流等,其中导师对培养经费具

有一定的支配权.

３．１．２　申报程序

分层次人才的培养采取个人自愿申报的方式,
意向导师也由培养对象自行选择.导师需为图书馆

的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或图书情报专业的教授、副
教授,其中拔尖人才的导师需具有正高级职称.培

养对象与导师商定一个培养周期的科研计划后,将
个人基本信息、已有学术成果以及科研计划书等材

料一并提交至图书馆学术发展中心,学术发展中心

按照既定的遴选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确认无

误后,报图书馆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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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培养对象的层次划分标准

人才层次 政治要求
职称/学位/

年龄要求
科研项目要求 论著要求

拔尖人才 政治表现良好
具有副高级职称且具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主持或参加过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５篇以上

论文,其中一级期刊上发表过２篇以上论文或１篇一级期刊

论文和１本１０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

学术骨干 政治表现良好
具有中级职称且具有

硕士及以上学位

主持或参加过厅局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公开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４篇以上

论文,其中核心期刊上发表过２篇以上论文或１篇核心期刊

论文和１本５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

青年新星 政治表现良好
年龄 ３５周岁以下,具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

在公开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２篇图书情报学论文或者

１篇核心期刊论文

３．１．３　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针对不同层次的培养对象分别

设定了不同的周期考核目标,旨在让拔尖人才通过

一个周期的培养能够产出满足晋升研究馆员的学术

成果;学术骨干通过一个周期的培养能够产出满足

晋升副研究馆员的学术成果;青年新星通过一到两

个培养周期的努力能够达到满足晋升副研究馆员的

业绩要求.具体包括:拔尖人才周期考核目标为以

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４篇(其中第一

作者发表２篇一级期刊论文)①,并主持省部级及以

上科研项目;学术骨干周期考核目标为以第一作者

发表３篇核心期刊论文,并参加省部级或主持厅局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青年新星周期考核目标为以第

一作者发表２篇核心期刊论文并参加科研项目.同

时,每个层次还分别设定了具体的年度考核要求.
一个培养周期结束后,通过考核的培养对象可以进

入下一周期继续培养或提升到更高层次培养;没有

通过考核的将被黄牌警告.

３．２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

«人才培养方案»公布以后,馆内通过电子邮件、
微信群、部门会议等方式多渠道进行宣传,第一批纳

新共有４１位馆员报名.经学术发展中心复核并党政

联席会议审议,确定符合条件的培养对象共计３５人,
其中拔尖人才６人、学术骨干８人、青年新星２１人.
有６人不符合相关申报条件,暂缓列入培养计划.培

养对象共推荐意向导师１４位,其中１２位来自浙江大

学图书馆内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另外２位为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的教授和副教授.

３．２．１　导师制培养模式

分层次人才培养按导师进行分组,导师团队根

据培养对象的层次可形成如图１所示的混合培养模

式,接受导师指导的拔尖人才还能以导师身份指导

学术骨干和青年新星.导师通过小组授课和个别座

谈等形式向培养对象传授自己的学术经验.对青年

新星的培养主要在论文定题、收集和评价已有文献、
拟写论文和投稿过程等方面;对学术骨干和拔尖人

才除了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之外,导师还会在培养

对象申报科研项目的申请环节、答辩环节、研究方案

设定和成果总结等方面严加把关.由于培养对象分

布在图书馆的４个校区、７个馆舍,为了提高指导效

率,导师经常通过微信群或电子邮件布置科研任务、
发布图书情报相关会议通知、要求培养对象定期汇

报科研进展等,导师随时给予点评和指导.便捷的

交流方式提高了沟通效率,学术小组的培养对象之

间也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氛围.

图１　导师制混合培养模式

３．２．２　馆内学术交流

馆内学术交流形式包括召开专题学术交流会议

和年度学术会议等.专题学术交流会议每学期召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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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到三次,围绕科研选题、论文撰写、论文投稿、成果

评价、数据素养等主题,邀请馆内外资深馆员或近期

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的馆员作交流分享,拓展培养

对象的学术视野.年度学术会议每年年底召开,通
过论文征集、论文评奖以及外请专家作专题报告等

形式,激发培养对象的研究潜能,增强科研活力,营
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生态.

３．２．３　中期考核及纳新

中期考核时,培养对象将两年来的科研工作进

行梳理,对科研成果进行总结.通过中期考核发现,
不同培养对象之间存在努力程度不同、进取精神各

异的现象,因此取得的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差异较

大.约８０％的培养对象能够将工作、学习和研究融

为一体,产出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顺利通过中期考

核①.更有一位优秀的“拔尖人才”用两年时间出色

地完成了整个培养周期的考核目标.但是,仍有

２０％的培养对象存在努力不够、信心不足、出现畏难

情绪的问题,没有通过中期考核.馆内给予他们黄

牌警告,学术发展中心也分别与相关导师、培养对象

逐一沟通,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另有一位培养对象

因为处在孕期,馆内给予延期考核的人性化处理.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为吸纳更多的培养

对象,间隔两年可进行一次纳新.因此,第二批纳新

工作与中期考核同步进行,新馆员踊跃报名,共有６
位馆员成功加入青年新星的培养队伍.

３．３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成效

３．３．１　拓展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培养对象科研产出的过程既是理论学习、工作

创新与实践总结有机融合的提升过程,也是对工作

再思考和重新梳理的理性思辨过程.因此科研过程

也是全面了解同行业务、反思自身工作瓶颈、促进解

决工作中难点和痛点问题的过程.
比如情报咨询方向的业务非常琐碎,但是培养

对象经过一系列科研的思考之后,在期刊评估、人才

评估、人才引进、情报方法和体系建设等方向进行了

系统梳理并撰写文章,这些理论方法的提升促进了

情报分析报告质量的提升,也让团队在工程院、科研

院的学术战略咨询课题中展现出专业优势,在学校

的重大战略规划中承担重要角色.科研让大家对业

务发展方向有了更精准的判断.目前,浙江大学图

书馆的决策情报服务已经辐射至校长办公室、发展

规划处、人事处、人才办公室等校内１０余个职能部

门,服务的院系已覆盖 ６５％,校内影响力持续提

升[２２].同时,与政策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

学院等共同作为学校的智库服务于学校高层决策.
图书馆也多次参与学校的重点工作,如为学校制定

全球顶尖学科提升计划的学科遴选提供建议方案、
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制定提供«浙江大学 ESI学

科排名分析及发展预测»报告、在学科评估中协作完

成全校资源的评估与整合等[２３].
思辨型的人文学科学者开展数字人文实践面临

资源局限性的制约,资源建设部的培养对象以解决

人文学科中的具体研究问题为导向,强调大数据环

境下以人文计算的方法提供学科服务,开展“小而

精”的数字人文合作项目,有效解决了人文学者对数

据分析、数据资源服务与保障的需求,充分发挥了馆

员在数字人文研究项目中的学术协作者作用,使其

从单纯的资源提供者向学术协作者转变,提升了自

身跨学科服务的能力,实现了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

务的职能[２４].

３．３．２　促进了跨部门的学术整合

«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导师组建研究团队,由于

导师是资深馆员,组内成员来自不同的业务部门,而
跨部门人员恰好又具有交叉的知识结构.导师从更

高的站位整体规划,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让学术组

内成员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展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
因此导师制培养可以通过跨部门成员合作促进工作

交叉融合,通过思想碰撞产生创新的火花,从而促进

高水平论文成果和工作成果的产生.一言以蔽之,
导师制的培养模式促进了各部门工作上的交叉合作

和研究上的深化整合.

３．３．３　加速了馆员自身的学术发展

«人才培养方案»考核制度在时间上的约束让培

养对象克服惰性、加速成长.两年多来,第一批培养

对象在项目申报、学术论著撰写以及评奖评优等方

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培养对象共承担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１项、省部级项目３项、厅局级

项目３项、其他级别项目１０项.中期考核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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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核心及以上刊物①共发表论文２９篇,其中

SCI－Q１论文１篇、EI数据库收录论文３篇、一级

期刊收录论文７篇、核心期刊收录论文１８篇,出版

著作３本.以期刊论文为例,浙江大学图书馆在«人
才培养方案»实施后的３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在核心

及以上刊物的发文总量为４１篇,相比实施前３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发文总量２０篇,翻了一番.多

项学术成果荣获教育部、中图学会、浙江省图书馆学

会、浙江省高校图工委等各级各类奖项.学术成果

的产生加速了馆员自身的发展,无论学术水平还是

业务能力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４　对高校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思考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以来,浙江大学图书馆在

服务能力提升、跨部门学术整合以及科研成果产出

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培养制度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现对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以期

为其他高校图书馆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４．１　培养方案制度化

美国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FrederickHerzberg)
提出“激励保健理论”(也叫“双因素理论”),他把影响

员工工作效率的因素分成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

类.保健因素是与不满情绪有关的因素,这类因素

的满足只能够消除不满,但不能使员工感到满意并

激发其积极性,主要包括监督、激励政策、管理制度、
各种福利待遇、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等.激励因素

是使员工感到满意的内在因素,这类因素如果得以

满足,会显著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要包括个人

成长的可能性、发展前途、晋升机会及自我实现等.
保健和激励因素共同激发人的动机,但激励因素具

有更强的推动力[２５－２６].
图书馆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促进馆

员的成长与发展,培养工作本身即为激励因素.如

果人才培养方案能在图书馆以制度的形式推广执

行,用制度明确馆员参加培养是合规的,一方面能形

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培养氛围,另一方面还可在馆员

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这必将作为馆员参与培

养的保健因素.就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

而言,«人才培养方案»是图书馆发文后,再通知各部

门遵照执行,这为培养对象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保

健因素.而学术成果的产出加速了馆员自身的专业

化发展,促进个人思考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同时,
还能为个人职务晋升做好条件储备,这又成为培养

对象开展学术研究的激励因素.因此,«人才培养方

案»一经推行,便得到馆员的积极参与.

４．２　培养模式个性化

人才培养模式规定了高校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方

向和目标,它的构建应以高校图书馆的性质、馆内外

可获取的各类资源和培养对象的特点为现实依据.
为使人才培养取得实效,培养模式在设计上应避免

“一刀切”,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

层次馆员的多元需求.同时,要设定明确的整体培

养目标以及阶段考核要求,分步骤实施培养计划.
浙江大学图书馆分层次人才培养有针对性地提

高不同层级馆员的学术水平,加快馆员进阶的速度.
导师制培养模式为资深馆员“传帮带”再辟蹊径,通
过业务经验传播和学术科研传承,可整体上提高图

书馆员的综合竞争力.周期培养目标和阶段考核要

求根据培养层次分别设定,个性化的培养模式为不

同层级馆员的成长创造了环境和空间.

４．３　队伍建设专业化

如前所述,高校图书馆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应把

馆员专业能力的提升放在首要位置.图书馆工作专

业性很强,图书馆人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游离于图书

馆工作之外,通过业务与学术的协调发展,能培养出

适应新时代图书馆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进而促进

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一

生著述丰富,他对图书分类法和汉字形位排检法的

探索,推动了图书馆业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杜定

友在图书馆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对图书馆

一线工作实践的长期坚守.他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必

须进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研究,以提升业务水

平[２７].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汇集起来并探索解决

办法,产生的科研成果不仅对自身工作有着强烈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能够产生出普遍的指导意

义,起到促进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的积极作用[２８].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培养对象将业务工作和个人

学术成长有机融合,通过科研成果产出推动业务的

创新发展,让图书馆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团队建设

和职能部门的高层决策.通过馆员专业能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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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实现了图书馆的专业价值.

４．４　不足及改进措施

«人才培养方案»推行后得到馆员的广泛参与,
加速了馆员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然而培养制度能否

持久推行,导师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按照«人才培

养方案»的要求,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即可成为导

师,但是对导师并没有明确的绩效考核要求,导致个

别导师进行学术指导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培养方

案应从制度层面明确导师的带教资格、权利和义务

等,还可设置激励机制.如在培养对象按期完成周

期考核目标后,可在职称晋升、专业技术等级评定、
干部提任、评奖评优等方面对导师适当倾斜,以激发

他们培养人才的热情.
此外,«人才培养方案»从制度制定到具体实施,

都是以对馆员的鼓励和支持为主.虽然每个层次都

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但是未能通过考核的培养对象

仅被黄牌警告,缺乏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也是

２０％的培养对象没有通过中期考核的主要原因.科

研是个历练的过程,需要迎难克艰,培养对象在遇到

困难时,如果心理承受能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
又不能及时得到导师的指导帮助,往往就会自暴自

弃.因此,管理层面应加强对«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的过程管控,通过培养过程的监督跟踪,尽量避免出

现“掉队”的现象.另外,还可以适当增加约束机制,
如对周期内未通过考核的培养对象除进行黄牌警告

外,还可同时取消下一培养周期的经费支持,并对导

师的总结评定也予以适当警示等.

５　结语

未来谁能营造更好的人才成长环境,谁就能掌

握图书馆发展的主导权[２９].馆员进行学术研究及

发表论著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研究

结果更可供决策参考,同时还可以提升个人的专业

能力.浙江大学图书馆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推

行,使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提高,
馆内各业务部门间的合作得到加强,馆员自身的学

术素养也得到提升.人才培养制度的成功推行,必
将赋能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分享此案例

期望能为同行提供参考,共同推进我国高校图书馆

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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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AcademicAbilityCultivationofUniversityLibrarians
—Taking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sTalentCultivationatDifferentLevelsasanExample

GuoQuanzhen

Abstract: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strivestobuildaresearchＧorienteduniversitylibraryandproＧ
motestheinnovative developmentoflibrary servicethrough scientificresearch．T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Libraryshierarchicaltalenttrainingplan”asanexample,thispapersummarizestheexperience
ofacademicabilitytrainingofuniversitylibrariansfromtheaspectsofsystemformulation,specificimpleＧ
mentation,effectivenessfeedbackandshortcomings．Onthebasisofempiricalresearch,thispaperputs
forwardsomesuggestionsonthecultivationofuniversitylibrarytalentsfromthreeaspects:institutionaliＧ
zationofcultivationplan,individuationofcultivationmodeandprofessionalizationofteamconstruction．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AcademicAbility;TalentTraining;Hierarchical;TutorialSystem;
Career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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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InformationServiceSystemfortheLifecycleof
UniversityStudentsDisciplineCompetition

—Taking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LibraryasanExample

HuShengnan　ShiYanbin　ChenHonglei　ZhouYaqi　JingQing

Abstract:Inordertoadapttothechangesofthecurrent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educationmode,

andto meetthegoalofbuildingahighＧlevelundergraduateeducationandcomprehensivelycultivating
talentsability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universitylibrariescanestablishanallＧround,multiＧchanneland
coordinateddevelopmentinformationservicesystemforuniversitystudentsdisciplinecompetition．Itcan
expandtherole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effectivelyintegrateintothe
processofteachingandscientificresearchandenhancetheinfluenceofthelibrary．AccordingtotheinforＧ
mationneedsofuniversitystudentsinthewholeprocessofdisciplinecompetition,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
TechnologyLibraryhasconstructedanewinformationservicesystemforthelifecycleofdisciplinecompetition,

whichhaseffective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embeddeddisciplineserviceoflibrary．
Keywords:DisciplineCompetition;InformationService;EmbeddedDisciplineService;University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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