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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宋海艳∗　张轶华　黄镝　郭晶　彭佳

　　摘要　面对经费不足与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需求不断增加的现实矛盾和压力,高校图书

馆需要进一步聚焦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提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质量,以支撑高校学科建设和

发展.文章基于“三角协调模型”,提出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质量、效率和效益三大发展路径,
构建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并分析了其特点和意义.同时,从应用价值、
理论与方法、关键过程与制度体系、支撑平台与数据需求以及实践与案例五方面构建了文献信息

资源绩效管理内容体系.
关键词　文献信息资源　绩效管理　高校图书馆　体系构建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３

在«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下,
各高校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积极探索管理

改革.绩效管理最初由比尔和鲁于１９７６年提出,意
为“管理、度量、改进绩效并增强发展的潜力”[１],是
指通过持续开放的沟通过程,形成组织目标所预期

的利益和产出,并推动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行为.作

为一种持续的管理过程,图书馆绩效管理是将绩效

管理用于图书馆日常管理活动,以激励图书馆持续

改进并最终实现图书馆战略目标.为应对和跟进学

校发展战略,高校图书馆也逐步开展绩效管理探索,
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效率,更好支撑教学、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工作,提升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能力.
然而,尽管有“双一流”建设的助力,高校图书馆

依然面临“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实困

境[２].同时,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突发情况也会

带来许多未知的挑战,如２０２０年突然暴发的疫情,
给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带来许多不确定

性.面对经费不足与“双一流”学科建设需求不断增

加的现实矛盾和压力,高校图书馆需要进一步聚焦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提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质

量,以支撑学科建设和发展;同时,促进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经费的高效利用,客观评价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经费的使用价值,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经费效益的

最大化,这也是当前许多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

１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现状

提及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不能不提及馆藏

评估或资源评价.与国内高校图书馆快速发展形成

对比,国外高校早在多年前就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
国际标准化组织２０１４年发布的«信息和文献工作－图

书馆工效指标»(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Ｇ
LibraryPerformanceIndicators)强调了图书馆的

服务质量和成本效益,并持续增加数字资源评价相

关指标[３].劳拉米勒(LauraN Miller)提出国外

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预算已达７０％以上,管理及评

估电子馆藏已成为文献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议

题[４].在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of
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ACRL)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陆续发布的几份报告中,不仅将馆藏评估列为发

展趋势之一,而且在«环境扫描»报告中指出馆藏评

估、分析已成为常规,图书馆需证明其在学生学习生

涯、研究人员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价值和贡献[５].同

时,也提出面向不同学科的馆藏建设模式以及利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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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统计和评价支撑决策的需求[６].从中看出,国
外高校图书馆面对经费压力,强化馆藏评估和评价

成为必然趋势.
国内高校图书馆对绩效评价和管理的关注多源

于２００４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指标(试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估方案»的实施,主要通过生均图书量、年进书量、图
书外借量等来评估文献信息资源采购水平.近年

来,许多研究将文献信息资源评价从纸本转移到电

子资源.肖珑和张宇红从电子资源内容、检索系统

及功能、使用情况、价值与成本核算、出版商/数据库

商的服务、存档六个方面建立了电子资源评价指标

体系[７],索传军从技术设施、使用、成本、服务及用户

满意度五个方面构建了数字馆藏服务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８].此外还涌现出新的研究,如大学图书馆电

子资源绩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９]、高校图书馆

电子资源投入产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１０]、高校图书

馆电子资源服务绩效评价[１１]、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

服务绩效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１２]、高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服务绩效评价研究[１３]等.在文献信息资源评

价的理论研究方面,刘兹恒教授提出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需坚持用户导向和成本效益原则[１４],程焕文教

授指出,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第一重要的资源,把
第一重要的资源经营好,是图书馆管理最重要、最核

心的内容[１５],而面对“双一流”建设要求,肖希明教

授认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心应逐渐转向为学科

建设服 务,更 关 注 资 源 结 构 优 化 和 资 源 利 用 效

益[１６].从中看到,国内对文献信息资源评价重点聚

焦在电子资源,实现了从数量到质量、从纸本到电子

的转变,但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存在基础理论研

究不系统、应用研究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一流大学

需要一流的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需强化文献信息资

源绩效管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持续增强和改善高

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以应对“双一流”建设

以及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非常态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困境.

２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三角协调”
发展路径

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市场、大学三

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作用展开的.西方学者伯顿
克拉克(BurtonRClark)提出并建构了大学、政府与

市场的“三角协调模式”,加雷斯威廉斯(GarethL
Williams)根据高等教育经费分配的相关研究结果,
将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进一步

图像化为六个细部模式,为我国政府、市场和大学三

角关系的定位,展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思路和启

示.主要启示在于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政府、市
场三者是并存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三者相

互作用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脉络空间[１７].三种要

素并存、动态发展和充满张力的思想,给文献信息资

源绩效管理带来新的管理视角.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一个部门,可以结合高

校面临的三个基本元素以及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

务所面临的独有发展环境,从文献信息资源生命周

期管理,分析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自身的动态三

角结构.为此,充分借鉴这种平衡和动态发展的思

想后,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从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文献信息资源组织、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三个方面

梳理出质量、效率和效益三大动态发展路径,分别体

现在内容路径、发现路径和服务路径的动态平衡和

发展(见图１).具体来说,以学校发展战略和师生

需求为牵引,突出质量、效率和效益的动态协调,形
成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类型丰富的满足

学校发展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图１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三角协调”发展路径

(１)内容发展路径:质量

质量,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资源的质量,面向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工作.惟有高质量的文献信息资源,才能

为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提供优质的供给和输入.高品质

的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始终追求

的发展目标,也是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的内容目标,
高校图书馆通过不断优化文献信息资源的来源、结构、
载体、类型,逐步提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质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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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发现获取路径:效率

效率,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资源的组织和使用效

率,面向文献信息资源揭示和组织工作.惟有高效

率的文献信息资源发现,才能畅通文献信息资源服

务便捷渠道,发挥文献信息资源质量的价值.高效

率的文献信息资源发现和组织是提升图书馆文献信

息资源组织和揭示的目标,也是促进文献信息资源

便捷发现和获取的管理目标.高校图书馆需通过更

高效率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资源组织方式、技术平台

应用等,提高文献信息资源被发现和获取的效率.
(３)服务提升路径:效益

效益,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资源产出的效益,面向

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工作.惟有高效益的文献信息资

源服务,才能转化为文献信息资源价值溢出,发挥文

献信息资源内容价值.高效益的文献信息资源服

务,有赖于高质量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高效率的

文献信息资源揭示,是提升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

效益的路径.高校图书馆需通过“深耕”文献信息资

源质量,深入研究文献信息资源揭示,面向国家发展

战略、学校发展方向、学科建设重点、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全局性、精准化、专业性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支
撑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管理决策等工作,取得

更佳的服务效益.同时,从经费使用角度,效益还包

括通过优化建设结构和模式,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经

费效益的最大化.
根据伯顿克拉克和加雷斯威廉斯的理论,

三角之间并不完全是三足鼎立,而是动态发展的,存

在多种模式的可能性,为此,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

“质量”“效率”和“效益”三个路径之间,也处于动态

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服务时期和阶段,对三者重要性

或价值的认识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三者相互协

调的共生模式.

３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

基于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质量”
“效率”和“效益”动态发展且共生的“三角协调”发展

路径,从绩效管理实施所涉及的要素角度,构建起高

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见图２).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具有如下特点:
(１)注重分层设计,形成五大要素体系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框架体系立足文献信息

资源绩效管理主要实施环节,从顶层设计开始,逐步

深入细化绩效管理框架,形成包含价值体系、理论体

系、方法体系、支撑平台和工具数据在内的五大要素

体系.其中,价值体系是绩效管理顶层价值的体现,
不仅是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重要方向指导,也是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效益”提升的路径保障;方
法体系和理论体系是两大主体结构,从理论和方法

两个层面具体分解绩效管理的主要实施思路,是文

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质量”提升的路径保障;支撑

平台和工具数据具体服务于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工
具数据体系是支撑平台体系的基础数据设施,支撑平

台体系是绩效管理的基础应用平台,两者共同组成文

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效率”提升的路径保障.

图２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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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聚焦绩效管理目标,细化目标任务

围绕“质量”“效率”“效益”绩效管理发展路径,
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目标细化为知晓度、开发

度、影响度、贡献度、支撑度,均是指通过绩效管理,
使文献信息资源在质量、服务、效率、效益等方面的

改善和进步.其中,知晓度是体现文献信息资源在

用户和使用者中的普及程度,能侧面体现用户对文

献信息资源的依赖度;开发度是图书馆对文献信息

资源在组织、揭示和整合等方面的深入程度以及可

服务比重,能够体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可服务程度;贡
献度体现在提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质量和服务的同

时,提升文献信息资源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贡献度;
支撑度是体现文献信息资源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影响度是体现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质量、文献信息资源揭示效果以及文献信息资源

服务质量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影响程度;从中看

出,知晓度、贡献度、支撑度主要体现和衡量文献信

息资源绩效管理的质量、效益;开发度和影响度主要

体现和衡量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的效率.
(３)强化理论方法构建,突出绩效管理核心

理论和方法体系历来备受重视,文献信息资源

绩效管理将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该框架体系的两大

分支,以强化绩效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方法应用.在

理论体系的构建上,突出了对绩效管理相关理论的

借鉴,但更注重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管理等理论、
策略的结合以及与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体系的一体

化协同,进而增强理论体系的系统融合;在方法体系

上,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立足文献信息资源管理

特征,从多样化采购模式的应用评价、文献信息资源

发现的有效性、文献信息资源整合的成效以及文献

计量学、经济学多种学科评价方法加以构建,形成相

对全面、复合的绩效管理方法体系,从而体现文献信

息绩效管理方法体系的实践应用.
(４)注重基础平台支撑,增强系统构建与应用

在一般理论和方法框架构建之外,为增强实践

应用效果,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注重绩效管理实

践应用,加强基础应用平台和基础数据设施框架构

建.其中,基础应用平台是绩效管理的支撑平台,包
含不同资源评价模型、资源绩效分析平台、学科或各

种规范分类映射系统和资源使用统计系统,通过这

些系统才可以进行绩效管理的实践操作;而基础数

据设施可谓是绩效管理各类数据来源的工具平台,

包括各种文献数据库、文献获取/抓取工具、文献处

理和分析工具以及文献管理和存储工具或软件等,
正是基于这些工具数据,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才

得以实现各类评价数据的高效率获取、处理、分析和

管理.
总体来说,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是

立足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过程,从文献信息资

源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来

考量绩效管理的价值和目标,增强文献信息资源绩

效管理的应用价值,这与“双一流”建设以“绩效为杠

杆”的思路一致,并更好地呼应了«关于高等学校加

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关于以人才培养、创
新能力、服务贡献和影响力为核心要素的建设要求.
同时,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在响应高校

发展战略更高要求的同时,可以更好地解决文献信

息资源管理的现实问题,如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成效、
文献信息资源经费投入产出成效、学科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情况、文献信息资源服务质量情况以及文献

信息资源对学科发展支撑和贡献情况、文献信息资

源经费供给与需求满足情况等,从而推进高校图书

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进程,更加提升

高校图书馆在高校学术支撑中的纽带和催化作用.

４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内容体系

构思

从体系完整性来讲,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绩效管理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体系,其中理论体系

需要基于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明确文献信息资源

绩效管理内涵,并结合高校图书馆实际管理要求,研
究绩效管理涉及的目标、方法体系、关键过程体系、
制度和支撑体系等.实践体系则从不同应用维度开

展实证研究,进而形成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

效管理的实践指南和案例.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以

下五个方面.
(１)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在文献信息资源的应

用价值研究

根据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教育变革环境、支撑“双
一流”建设的具体要求,针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管
理和服务的难点与瓶颈,深入研究绩效管理对文献

信息资源效能提升的作用;聚焦文献信息资源经费

投入情况及其经济效益、学术效益、使用效益、学科

效益等,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的理论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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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价值.
(２)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理论与

方法体系研究

以质量、效率、效益组成的三角动态协调模型作

为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的路径导向,并借鉴高等

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理论,构建高校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理论体系.避免“过度量

化”,从定性、定量与综合方法等研究绩效管理方法

体系,构建能够凸显高校学科特色、可灵活组配的高

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模型.
(３)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关键过

程与制度体系研究

绩效管理的实施需要依托一定的执行过程,并
以制度建设作为保障,故而成为文献信息资源绩效

管理的主要内容.其中,关键过程体系包括绩效评

价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两方面,并循环交错开展.
前者包括绩效评价内容、主体、周期、方法和结果应

用等;后者重点在于绩效规划、绩效实施与监控、绩
效评价与分析、绩效反馈与改进等设计和实施.制

度体系是从业务流程、操作规范、管理规范等方面加

强配套制度体系建设,增强绩效管理的有效性、规范

性和效率.
(４)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支撑平

台与数据需求研究

绩效管理数据维度多样,如资源相关的资源列

表、使用数据、引用数据等;用户相关的学术成果数

据、作者数据、机构数据、成果参考数据、成果类型数

据、主客观评价数据等;管理相关的质量评价数据、
数据映射表、学科映射表、机构映射表、规范表等.
支撑平台将围绕数据需求、数据规范、数据关联、平
台功能、平台应用等展开,以实现规范的数据储存、
高效的数据处理、科学的数据分析、有效的数据发布

和便捷的数据应用.
(５)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实证与

案例研究

实证和案例重点是对绩效管理的实施和多维度

实现,包括整体绩效和专项绩效.前者从文献信息

资源经费的投入产出、学术效益、用户满意度、人才

培养、学科发展等方面衡量;后者从不同文献、类型、
群体的文献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益、成本效益、学术效

益、学科效益等开展,多维度形成聚共性、融数据、可
推广的实践案例和实证研究.

５　结语

某种意义上,高质量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服务

和管理是高校图书馆发展历程中不断追求的发展目

标,绩效管理是对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深

化.随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十

九大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来,不同层面都在加强和

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精细治理受到广泛

关注,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将会进一步辅助高校

图书馆推进高校图书馆的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

务.这不仅需要相应的理论体系支撑,而且需要更

多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来推进,并通过实践不断验

证、调整和完善.
文章立足高校“双一流”建设和高校图书馆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压力,将绩效管理

应用于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从“质量”“效率”
和“效益”提出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发展路径,并
结合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价值体系、理论体系、
方法体系、支撑平台和工具数据五大要素构建了文

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结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体系,初步构建

了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绩效管理体系,可为高

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服务和管理提供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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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０日上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主任、秘书长会议

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三楼召开.图工委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全员参会.
会议包含三个议题.首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谋划

高校图书馆发展方向.大家认为,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为图书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中提到马克思

主义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图书馆作为保藏文化遗产的场所,应该主动响应,积极作为,在 A类文献

和优秀传统文化文献的建设和系统揭示、研究上多下功夫,结合自身馆藏优势打造特色,积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为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浓厚

的氛围.第二项,研讨如何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４０周年.商定编纂图工委４０年发展史料集、开办研讨会、
编纂研讨会纪念文集、访谈校长等事宜.第三项,传达６月初高教司领导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调研的情况.确

定评估指标宜定性定量相结合,制定核心评估指标相较定量的标准更为重要.
会前,大家参观了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东方欲晓———毛泽东主席艺术形象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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