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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服务实践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例

□樊亚芳　李琛　王青青　宁劲∗

　　摘要　针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与实践现状,从教学、学习和创新三个层面提出面

向未来学习的空间建设思路.此文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为例,阐述了其教

学支持、学习支持、创新支持三类空间的建设背景、设计方案、特色服务及建设成效,以期为高校

图书馆空间再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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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图书馆的业

务流程和服务模式,一方面为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传统图书馆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和挑战.一些质疑图书馆存在意义的论断激起了

图书馆界的热烈讨论与深刻反思[１－２].自上世纪９０
年代起,一些国外大学图书馆开始尝试通过空间再

造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与生态.１９９２年,美国爱荷

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集空间、资源和服务于一体的

“信息拱廊”(InformationArch),受到国外图书馆界

的广泛关注[３].随后,作为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模

式之一的信息共享空间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４].国

内图书馆界对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起源于上海图书

馆原馆长吴建中的推广.２００５年他在国内发文首

次介绍了信息共享空间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动态,掀
起了业界对于信息共享空间及其衍生空间的研究热

潮[５].２００８年,任树怀等人对信息共享空间的新形

态———学习共享空间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实体环

境、虚拟环境和支持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构建学习

共享空间的基本原则[６].与信息共享空间相比,学
习共享空间更加强调对小组协同学习过程的全面支

持和促进[７].２０１３年,«图书情报工作»连续刊登了

两篇与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有关的论文,创客空间

随即成为国内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８－９].这些研究

为图书馆的空间再造和服务转型奠定了很强的理论

和实践基础.
国内外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方兴未艾,一些业

界专家对创客空间的建设热潮也进行了冷静思考.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兹恒通过对图书馆在创客空

间建设过程中的核心能力、空间意义、服务目的和主

次地位的分析,认为图书馆在建设创客空间时应把

握主次,突出自身作为“信息交流与知识创造中心”
的特色,重视对用户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
好地发挥图书馆在创新创业中的教育职能[１０].图

书馆的空间建设不能停留在对热点的追逐上,而应

该坚守信息资源保障和知识信息交流的根本,立足

本馆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服务内容与形式.图书馆

的空间再造也不应该只是高端设施和各类家具的堆

砌,而应该基于未来学习特征打造能够满足学生个

性化、多元化和弹性化学习需求的空间[１１].无论未

来学习的形态如何变化,学习的核心始终包含“教”
“学”“用”三个层面.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

简称中国科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空间建设之

路从教学、学习、创新三个层面展开,对面向未来学

习的教学支持、学习支持、创新支持三类空间建设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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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科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实践

２．１　概况

中国科大西区图书馆于１９９７年投入使用,总面

积１．８万余平方米,是一座１５层高的大楼.图书馆

在一至四层设置有书库、自习室、电子阅览室以及办

公区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资源和移

动电子设备的日益普及,读者的借阅行为以及对图

书馆的空间需求已发生显著变化.图书馆原有空间

布局难以适应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因此,图
书馆在充分调研读者需求及吸取同行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打造面向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目标,对西区

图书馆一至四层进行重新定义和整体设计,命名为

未来学习中心,为读者提供全新的教学、学习和创新

支持空间服务.
中国科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４月

份投入使用,总面积为４６００平方米.除开放共享空

间外,未来学习中心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空间:教学

支持空间、学习支持空间和创新支持空间.教学支

持空间以网络课程中心为主,包括课程录播室、视频

制作室和学术报告厅,为校内外师生提供慕课课程

制作、慕课学习交流和推广等服务.学习支持空间

包括自习室、研讨室以及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
为校内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小组研讨和交流服务,以
及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语言学习服务.创新支持空

间包括iGEM(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培训基地、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编程训练

营和福昕创新联合实验室,为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

提供长期稳定的空间支持和服务.
正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馆长２０２０年底与

«北大青年»校园媒体记者的对话中所指出的,图书

馆需要从一个单一的地点:Place,转变为一个意义

更丰富的空间:Space[１２].中国科大图书馆未来学

习中心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改造后的未来学

习中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它的功能和定位也随之

发生了变化.图书馆不仅仅是校内师生借还书和上

自习的地方,更成为他们协作、交流、分享和创新的

空间.以学习支持空间中２０多间配备白板、屏幕和

投影等互动设备的研讨室为例,自开放以来就持续

受到读者的欢迎,平均每年预约次数为８千次,年使

用人数接近２万人次,年使用时长约２４万小时.
这些使用数据既体现了读者对于图书馆新型空间的

需求,又凸显了图书馆空间再造对于读者的意义和

价值.

２．２　教学支持空间:网络课程中心

２．２．１　建设背景

近年来,慕课等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和学习平台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给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１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在线教学成为高校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的必要保障.在全球教育创新的实践中,慕课正

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不仅助力中

国高校成功应对了疫情危机,而且为今后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１４].
作为全国教育信息化试点省份之一的安徽省,

一直大力推进省内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在部分本

科高校试点开发慕课资源和建设慕课平台,建立促

进网络在线课程健康发展的管理机制.中国科技大

学图书馆作为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总馆,承担安

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建设和省级质量工程课程类

项目管理推进工作.２０１５年起,安徽省网络课程学

习中心(“e会学”)平台上线,以平台为载体,中国科

技大学图书馆常年组织开展各类慕课课程建设及服

务推广活动.同期,课程录播室建成并投入使用,提
供高质量的课程录制及拍摄服务,并通过集中培训、
区域培训、教师工作坊等多种形式提高教师慕课课

程建设水平;同时,图书馆会招募省内各高校学生作

为慕课校园大使,积极宣讲慕课理念,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习活动.

２．２．２　设计方案与服务内容

图书馆的教学支持空间以网络课程中心为主,
包括课程录播室、视频制作室和学术报告厅.课程

录播室主要用于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
慕课、微课等高质量教学视频的录制.现有录播室

３间,共配备了８台影视级的摄像机和配套灯光及

收音设备,为课程教师提供专业的视频拍摄与制作

服务.课程录播室、视频制作室由专业合作公司负

责运行,配备摄像３人,助理３人,为课程教师提供

细致周到的服务.学术报告厅可容纳１５０人左右,
定期开展慕课教师工作坊、慕课校园大使交流会、教
师教学发展论坛等活动.

(１)慕课教师工作坊:定期举办教师工作坊活

动,内容包含“e会学”平台使用培训,课程建设及运

营经验分享,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现国家一流本

科课程)申报经验分享等,帮助安徽省高校教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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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与运营网络课程.
(２)慕课校园大使交流会:定期举办安徽省慕课

校园大使交流会,促进安徽省慕课示范项目的高校

推广事业建设,帮助慕课校园大使了解“e会学”平
台和更好地开展学习推广活动.

(３)教师教学发展论坛:图书馆与校内教务部门

合作,为“教师教学发展论坛”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２．２．３　建设成效

自投入使用以来,网络课程中心累计录制安徽

省高校网络课程１０００余门,服务安徽省内高校教师

超２０００人,平均每年录制课程课件数量达３０００多

课时,为安徽省网络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在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平均每年组织工作坊活

动９次,累计参与教师达８５００余人次.慕课教师工

作坊营造了良好的沟通氛围,建立了教师与课程建

设团队间相互交流和促进的反馈机制,成为教师与

教师之间围绕课程制作、课堂教学和课程运营等相

互交流的活动平台.定期开展安徽省慕课校园大使

交流会,每次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省２０个高校的

２０余名校园大使.慕课校园大使以“e会学”平台为

载体,在各自学校推广网络课程,将在线学习的理念

广泛而持续地传播给更多学生.
安徽省网络课程中心建设成果显著,课程应用

领域广泛.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e会学”平台共有１２
门课程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现国家一流本

科课程),在区域性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中排名第

二[１５－１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e会学”平台

成为教育部首批公布的２２个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之一[１８].

２．３　学习支持空间: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

２．３．１　建设背景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高校国际化

的程度成为其综合教育实力的体现,积极发展国际

化交流是新世纪高校的必经之路.中国科大积极适

应新形势下国际化发展的需求,培养全球型人才,推
进国际化人才交流.２０１７至２０２１届本科毕业生,
有２１．７％学生出国(境)留学,其中拔尖计划英才班

毕业学生国外深造率高达５６．９７％[１９].同时,我校

现有３５个本科生项目、１１５个硕士研究生项目和９４
个博士研究生项目招收国际学生,每年有２００名左

右的国际学生入校学习[２０－２１].因此,提高学生的英

语综合技能,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加强中外学生的

文化和学术交流,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为高

校国际化提供有力的服务支撑.西区图书馆四楼进

行空间再造,规划打造成为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

心.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总面积约为７５０平方

米,分为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两个功能区.语言学

习和国际交流中心依托图书馆采购的优质英语学习

资源和服务,搭建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针对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学生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服务策略,积
极探索适应学生语言实际运用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新

路径.

２．３．２　设计方案与服务内容

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以图书馆采购的英语

学习资源和服务为支撑,机房配备４８台多媒体一体

机及配套桌椅,通过校园网可以访问图书馆丰富的

英语学习资源.开放空间配备满足研讨交流的设备

和可自由组合的桌椅,用于开展小型学术讲座和文

化交流活动,让学生获悉国外前沿学术信息,了解其

他国家的历史人文知识,实现中外学生的互动和交

流.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由英语专业背景的学

科馆员负责活动策划和指导,并配备英语专业的助

教和前台负责日常管理和咨询,为学生提供线上语

言学习和线下辅导交流服务,实现“学、练、改、管”全
闭环的语言学习和多彩的文化交流.

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 中 心 提 供 的 主 要 服 务

包括:
(１)语言能力提升服务:每周举办中国学生的英

语角和留学生的中文角,提升学生中英文交流能力.
英语角与我校英语俱乐部合作,以第二课堂形式开

展.每月举办出国类英语考试或国内英语考试讲座

或培训,助教开展一对一辅导,解答英语学习中的

难题.
(２)信息素养提升服务:开设英文电子信息检索

课程和留学生新生培训,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获取和

利用相关文献.
(３)中外文化交流主题活动:与学校社团合作,

开设书法、古琴、水墨画、汉服茶艺等体验课程,让留

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国的传统节日

期间,开展春节、端午和中秋等主题派对,加强中外

学生的沟通与交流.
(４)英文原著阅读分享:依托图书馆外文文献资

源,定期开展英文原著阅读分享会,培养学生静心读

７

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服务实践/樊亚芳,李琛,王青青,宁劲

ReconstructionandServicePracticeofFutureLearningCenterinAcademicLibraries/FanYafang,LiChen,WangQingqing,NingJin　　　



2022

年
第4

期

书、乐于思考、善于交流的学习习惯.
(５)高端学术交流:定期走访学校外籍教师,助

力科研创新活动.邀请名师开展学术论文写作、诚
信科研等讲座.邀请出国访学者和留学生分享国外

或国内学习、生活经验.
(６)英文润色服务:依托图书馆购买的资源,在

校师生可以免费使用外教口语、写作批改及英文论

文摘要润色服务.
(７)英语类竞赛能力提升服务:定期举办英语写

作比赛、英文演讲比赛、英文辩论赛,辅导学生参加

全国或安徽省内英语类竞赛.

２．３．３　建设成效

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的服务得到了学校领

导、国际交流合作部和读者的一致认可,服务的效果

和影响力显著提高.读者对于相关资源与服务的关

注度逐渐提高.自２０１６年投入使用以来,资源注册

超过３７０００人,到访人数超过９５００人,助教服务近

５０００人次.统计显示,近三年活动场次和参与人数

较最初三年有显著提高(见表１).２０１７年,以语言

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申报的服务案例荣获“第三届

安徽省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本科组一等

奖.我们指导并推荐的配音作品获得“２０２１年‘图
书馆杯’安徽省大学生红色电影英文配音大赛”一等

奖.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提高了学生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了学生的国际

视野,并逐渐树立品牌影响力,助力我校国际化人才

的培养,成为学校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之一.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语言学习和国际交流中心使用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活动场次 １０ ５ ２５ ４３ ７２ ４５

参与人数 ２３０ １２７ ３８５ ２８６６ １５５２ ２４３７

注:２０２２年仅统计了１－６月的数据,其余年份为１－１２月的数据

２．４　创新支持中心:iGEM 培训基地

２．４．１　建设背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重要支撑.创新之道,唯在聚才.作为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基地和源头,各大高校纷纷把对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确立为学校的重点任务之

一.然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如何提高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中的创造性,如何培养

他们的实践创新能力? 这些问题引发了教育工作者

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近年来,以“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为代表的各类学科竞赛蓬勃发展,引发了大

家的关注.一些教育工作者提出把学科竞赛作为创

新能力培养的载体,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激发他

们自主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促使他们在探索和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创新

能力[２２].
中国科大的培养特色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

主,一直注重在各类高水平国际学科竞赛中培养学

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利用基本实验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创新实践能力,
锻炼交流表达和团队协作能力.图书馆作为学校的

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中心,理应在培养创新型人才

方面发挥自己的独有价值.iGEM 是合成生物学领

域顶尖的国际性学术竞赛,中国科大自２００７年开始

组队参加iGEM 大赛,是我国最早组队参赛的高校

之一,在大赛中屡获优异成绩[２３].２０１６年,在进行

西区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时候,我们将一个３０多平方

米的独立空间定义为iGEM 培训基地,配备适于团

队研讨的桌椅和电子设备,尝试以学科竞赛为抓手,
采用“专属空间＋全程支持”的服务方式来助力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

２．４．２　设计方案与服务内容

从环境 布 局、家 具 及 设 备 配 置 等 方 面 来 看,

iGEM 培训基地与一间大型研讨室相差无几.但二

者在使用方式和服务模式方面完全不同.研讨室的

使用和服务模式为“线上预约＋自助服务”.iGEM
培训基地则为“专属空间＋全程支持”的服务方式.
专属空间是指iGEM 培训基地为iGEM 参赛队员的

专属空间,该空间不支持线上预约,参赛队员凭一卡

通可随到随用.全程支持是指学科馆员针对iGEM
大赛备赛环节提供的资源概览、文献检索、文献分

析、文献管理、数据可视化等全流程培训和咨询服

务.我们设计iGEM 培训基地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使

用方式和服务模式的变化,让相似的空间发挥多样

的作用,充分挖掘空间的利用价值.

iGEM 培训基地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
(１)专属空间服务:iGEM 竞赛队伍采用队长负

责制.队长向负责空间管理的老师提出使用申请,
并附上队员名单及相关信息.负责空间管理的老师

给每位队员设置一卡通的门禁权限,定期对空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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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巡检,确保各类设施及设备的正常使用,并引导队

员安全合理地使用空间.
(２)文献资源服务:iGEM 备赛的第一步是提出

问题.参赛队员们需要通过广泛调研相关领域的文

献资料,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在对大量文献

信息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在

这个过程中,学科馆员根据队员们的需求,不定期开

展图书馆资源介绍、文献检索策略、数据库使用方

法、全文获取技巧等专题培训,提高队员们的信息素

养,帮他们快速进入研究探索之门.
(３)论文管理和分析服务:经过前一阶段的文献

调研,队员们形成了很多可选课题.iGEM 备赛的

第二步是选定课题.每位队员需要理清想法,以小

组讨论的方式逐个对可选课题进行评价,最终选定

课题.针对参赛队员们在这个阶段的需求,学科馆

员为他们开展文献管理工具、文献分析工具、文献综

述方法等专题讲座,帮助队员们掌握文献利用的方

法,并学会借助工具提高文献利用的效率.
(４)数据处理和学术交流服务:选定课题之后就

可以根据实验设计方案完成实验,仔细记录各项实

验的原始数据及结果,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和

分析,并准备好幻灯片和海报向评委和公众介绍自

己的研究成果.针对队员们在这一阶段对数据处理

及学术交流方面的需求,学科馆员开展了 Excel数

据处理与分析、Origin 科研绘图与规范、学 术 型

PPT制作等专题培训,让队员们学会以可视化的方

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高学术交流效率和学术

影响力.
(５)学术道德规范服务:由于多数参赛队员为在

校的本科生,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术道德

规范相关知识的普及以及学术不端行为的杜绝是学

科馆员给队员们服务的重点之一.我们希望各位队

员在从事科研之初就要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

律,养成科学严谨的职业习惯,恪守科研诚信,避免

学术不端.
(６)知识产权服务:除引导队员们学会尊重知识

产权外,学科馆员也通过信息咨询等方式,向队员们

普及专利保护制度、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相关知

识,帮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发明

创造.

２．４．３　建设成效

iGEM 培训基地面积虽小,设备也较常规.但

通过管理方式的创新以及全流程服务的引入,这一

小小的空间发挥了巨大的潜能.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
日,iGEM 大赛圆满落下帷幕,中国科大选派的两支

参赛队伍表现抢眼,斩获一金一银两块奖牌.这是

我校自２００７年参赛以来收获的第１７块金牌和第６
块银牌,再加上之前所获得的２块铜牌以及３个单

项奖,中国科大成为亚洲获得金牌和奖牌数量最多

的高校之一[２４].不俗的成绩肯定了图书馆在培养

创新型人才方面的努力,亮眼的表现也坚定了我们

以学科赛事 为 抓 手 提 升 图 书 馆 服 务 的 信 念.除

iGEM 培训基地外,我们后续又建立了ACM－ICPC
编程训练营,继续通过学科赛事为学校培养创新人

才提供有力支撑.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福昕创新实验室

落户未来学习中心,这是我校第一个校企合作创新

实验室[２５].未来,它将成为图书馆为学校强化实践

育人环节,探索和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载体.

３　经验与思考

３．１　空间类型要丰富多样

如前所述,读者需求是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图

书馆在进行空间规划时要考虑各种类型读者在不同

场景下的需求,为他们设计相应的功能空间.不同

功能空间对于配套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需要通过

合理布局实现功能空间的独立与分隔.以中国科大

未来学习中心为例,需要极度安静的自习室与允许

小组交流的研讨室位于图书馆中厅的两侧,从物理

空间上进行了有效分隔,避免了“闹区”对“静区”的
干扰.除考虑声音外,空间建设还要充分考虑不同

空间类型对环境的需求,合理借助灯光、绿植、色彩

等打造丰富宜人的特色空间.从空间面积来看,自习

室为大开间,设置固定的多人学习桌椅和更私密的半

封闭式单人学习桌椅;研讨室为小单间,配备可自由

组合的家具和用于交流的电子设备.按照不同面积,
研讨室又分为小型(可容纳５—８人)、中型(可容纳

８—１２人)和大型(可容纳１０—２０人),用于支持不同

团体的交流和互动.除自习室和研讨室外,未来学习

中心的开放共享区域摆放了大量的休闲沙发茶几,
在部分区域安装了玻璃白板墙,还在一个角落设置

了漂流书架,方便读者适时休闲、轻度放松、释放

自我.

３．２　运作模式要灵活合理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目标是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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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空间建设相比,与空间配套的运作和服务更

为重要.目前,各大高校图书馆的馆舍面积不断增

加,但图书馆员的人数却持续减少[２６].在人员紧缺

的背景下,通过灵活合理的空间运作模式来满足读

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同样以中国科大

未来学习中心为例,教学支持空间中的网络课程中

心引入专业公司负责课程拍摄和制作,为校内外老

师提供细致、专业的服务;学习支持空间中的语言学

习与交流中心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人负责中

心的日常管理和咨询,为学生提供线上语言学习和

线下辅导交流服务;创新支持空间中的各个空间均

与校内外相关单位开展紧密的合作,共同为学生提

供创新创业支持服务.此外,还要考虑空间功能的

转换,实现一室多用,让同一空间发挥多重价值.比

如,学习支持空间中的研讨室也可用于开展慕课教

师工作坊和慕课校园大使交流会等活动.

３．３　管理技术要智能科学

在图书馆空间管理中,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

运用不仅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还可以提升

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利用空间预约系统,读者可以

提前预约所需要的空间,既减少等待时间,也可以充

分利用空间;利用智能门禁系统,读者通过刷一卡通

识别身份后即可自助使用空间,既方便又快捷;利用

无线投屏技术,读者通过蓝牙或者无线网络直接连

接投影或屏幕,避免出现连接线丢失、接口不匹配或

其他故障;利用智能问答系统,读者通过在线机器人

可以解决多数的常见问题,还可以一键转人工服务;
综合运用各平台数据,跟踪读者使用行为,建立精准

的读者画像,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总而言之,利
用技术手段代替人工服务在给读者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节约了图书馆的人力成本,让图书馆员专注于

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提升.

４　结语

图书馆空间再造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仅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图书馆

的服务转型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时至今日,印度

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的
论述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在空间建设与运行过程

中,图书馆要及时跟踪空间利用情况,定期收集读者

意见和建议,根据读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优化管理模

式,重塑空间功能,通过空间迭代来促使服务升级.

图书馆需要始终以读者为中心,把握未来教育及未

来学习的发展趋势,为读者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和智

慧化的空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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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andServicePracticeofFutureLearningCenterinAcademicLibraries
—ACaseStudyofth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Library

FanYafang　LiChen　WangQingqing　NingJin

Abstract:AimingatthecurrentsituationoftheresearchandpracticeofspacereconstructionofacaＧ
demiclibrariesinChina,thispaperputsforwardtheideaoffuturelearningcenterconstructionfromperＧ
spectivesofteaching,learningandinnovation．CombinedwiththeconstructionandpracticeoftheFuture
LearningCenterofth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Library,thispaperdiscussedthe
constructionbackground,designplan,characteristicserviceandeffectivenessoffuturelearningcenter．It
integratestheteaching,learningandinnovationspaceforfuturelearning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
thereconstructionofacademiclibrary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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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郑州西亚斯学院图书馆
郑州西亚斯学院图书馆创建于１９９８年,新建图书馆２０１７年５月投入使用,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建筑设

计师彼得教授设计.建筑面积６．９８万平方米,拥有阅览座位８４００余个,各类研讨室８８间,功能完备的各类

学术报告厅１０余个,能提供同声传译服务、座席超过８００位的国际会议中心１个.
截止到２０２１年底,图书资源总量近３００万册,包括约２０万册的原版外文图书文献,订购中外文数据库

２３个.基本形成了一个以人文社科文献为主、馆藏文献与学校学科协调发展、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并存的文

献资源建设体系.
图书馆实行大开间、全开架图书阅览,实现了“藏、查、借、阅、参”一体化服务模式,图书馆全年开放超过

３２０天,除寒假外全年无休,周开放时间１０１．５小时,图书馆日进馆读者１．５万人次,电子资源全天２４小时开

放.图书馆拥有多种现代化的服务手段,馆内所有区域实现座位预约、视频监控、集中广播和 WIFI全覆盖.
建立了电子资源校外访问系统,通过校园网或远程访问系统为学校师生提供各类文献服务.图书馆始终坚

持“读者永远第一”的服务宗旨,坚持“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融合教育”的育人理念,在提供常规服务的同

时,开展多种阅读推广及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多次荣获“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先进单位”“河南

省全民阅读活动先进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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