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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的思考

———以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系统建设为例

□童云海∗

　　摘要　随着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比例的不断增加、数字化加工进程的加快,面向主题的电子

资源服务也将成为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电子教参系统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主题

的电子资源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从电子教参系统入手,剖析了面向主题电子资源服务的

服务模式和特性,分析了电子教参系统的组成.放眼未来,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

务,既需要深入挖掘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更需要攻克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

收集、整理和组织,以及电子资源版权保护、电子资源服务评价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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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学参考资源,是指在教学活动中,通常由授课

教师向选课学生指定(或提供)的与课程学习紧密相

关的教学参考书、学术论文、课程课件、参考网站和

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文献资源集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文献资源数字化进程的

加快,高校图书馆的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系统

(EltronicReserve或 EＧReserve,简称电子教参系

统)应运而生.该系统依托计算机网络和数据管理

技术,结合图书馆数字化加工工程,以课程建设为基

本需求,向授课教师提供图书馆馆藏电子资源指定、
自有数字资源上载等功能,向选课学生提供不受时

空限制的在线访问、阅读和标记、存取和打印教学参

考资源等功能,并为教学管理部门和人员提供适当

的监管功能.
从信息服务的角度来看,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服

务是高校图书馆支撑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价

值体现,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的重要支撑,是线上教

育教学(EＧlearning)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也是图书

馆利用信息技术,面向特定人群实现信息需求与服

务资源对接的信息平台.信息需求和服务资源的耦

合程度决定该系统的成败.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电子教参系统是面向

特定用户群体,以按照某一主题组织的、融合多种类

型的信息资源集合为基础,以信息资源的检索、浏
览、标记、存取和打印等为主要功能的信息管理系

统,是图书馆馆藏电子资源面向某一特定人群提供

特定资源服务的典型案例.用户群体权限设置、电
子资源组织策略、资源服务功能和性能、用户体验等

因素决定系统的成败.
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来看,电子教参系统是发挥

电子资源的流动性和可用性,增强电子资源的可增

值性和效益性的重要体现,是发挥电子资源作用的

重要渠道.
近年来,电子资源建设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馆

藏的发展方向,随着数字原住民的入学、数字移民队

伍的壮大,线上教育教学持续快速发展,高校的教学

和科研正走向高度数字化.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突
破现有由业务驱动的、以服务流程为重点的传统电

子教参服务系统,提升为由数据驱动服务创新,全面

开展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的建设,是国内

外高校图书馆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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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电子教参系统起源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迄今为

止,系统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１].第一阶段强

调传统服务的计算机化,即将原先在图书馆内开辟

特定的“教学参考书”空间开展教学参考资源服务,
搬到互联网上,侧重于电子资源的检索、浏览和下载

服务;第二阶段强调电子教参系统与其他系统间的

协同性,即现今比较流行的嵌入课程管理系统的一

站式教参服务系统.
国外的电子教参系统建设起步较早,目前已经

形成了较完善的教学参考资源服务体系,系统平台

多采用商业产品,如 ERes,ARES,Libguides等,也
有部分基于开源软件或自行研发.大多数图书馆非

常重视将电子教参资源融入课程管理系统,并已实

施了 嵌 入 课 程 管 理 系 统 的 一 站 式 教 参 服 务 系

统[２－５].　
国内电子教参系统建设虽起步较晚,但随着高

校图书馆信息化的发展,电子教参服务需求的强烈,
近年来发展迅速.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高校图书馆和 CALIS,针对

各自电子教参系统的短板,例如与学校课程系统互

不关联,无法实现信息的动态融合,教参资源类型单

一,不够重视版权问题,系统功能无法满足学生学习

和交流互动,新技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进行了诸多

改进和有益探索,并针对移动阅读的需求,纷纷推出

支持Pad、手机等移动终端的阅读[６－８].目前,国内

高校的电子教参系统平台多是使用 CALIS教参本

地系统、自主研发、依靠商业机构帮助研发,或是采

购国外商业产品.电子教参系统为今年疫情期间的

全国高校网上教学提供了重要支撑,展现了高校图

书馆对教参资源的保障实力.
但是,目前国内外的电子教参系统的建设,基本

上都是孤立地从教学参考服务需求出发,考虑系统

设计、资源整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电子教参系统

本质上是一个面向特定用户群体(教师和学生),按
照特定主题组织资源(教学参考资源),提供特定服

务功能(检索、标注、下载、打印等)的电子资源服务

系统,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

的一个典型案例.
基于此思路,有必要为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

务建设提供可靠的方法论.本文从电子教参系统入

手,剖析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模式和框架,提出

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的总

体框架,分析其涉及的关键技术,并对系统的建设与

发展给出对策与建议.

３　服务模式和服务特性

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是指在

一段时间范围内,图书馆面向特定的用户群体或个

人,按照主题组织电子资源,并提供特定功能集合的

线上服务.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通常涉及四个主体

和四大要素.四个主体分别为:需求方、资源提供

方、功能提供方、服务监管方.其中,需求方是某一

特定用户群体,负责提出需求并享用服务,例如参加

教学活动的师生、某一项目组成员等;资源提供方,
负责电子资源的准备、整理和组织;功能提供方负责

通过服务平台提供服务功能集合;服务监管方负责

电子资源质量、服务质量的监管,例如电子教参系统

的服务监管方为教务部门,部分电子资源服务可能

是一个自治组织,不存在监管方.通常图书馆主要

承担资源提供方和功能提供方的角色.四大要素

为:服务者、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面向

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服务者为图书馆及其提供的

平台,服务对象为合法的师生群体,服务内容为特定

主题下的电子资源集合,服务策略是通过确定相应的

功能集合,建立起用户和电子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并
为用户群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提供平台.面向主题的

电子资源服务的服务模式及其流程如图１所示.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通常具有以下特性:
(１)协同性.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通常跟

特定用户群体、特定电子资源集合有关,而上述的用

户和电子资源往往在已有系统中予以定义.例如电

子教参系统的用户和相关电子资源,与课程管理系

统、学生选课系统等紧密相关,因此,面向主题的电

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需要注重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协

同性,避免成为信息孤岛;与此同时,也需要注重与

图书馆馆内系统之间的协同联动,避免成为图书馆

信息化建设中新的孤岛.
(２)安全性.电子资源的版权控制是数字图书

馆建设中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版权控制策略

通常跟用户、数字资源相关,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因
此,版权控制策略需要通过数据层面的版权策略和

应用层面的版权控制策略相结合.与此同时,用户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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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的服务模式及其流程

身份认证应与高校的身份认证系统进行协同.
(３)互动性.促进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文献

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允许用户拥有对电子资源进行

标记、评价、读后感共享等权限,通过服务促进信息

资源的再创造,并予以合理收集.
(４)移动性.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获取使用资

源更加方便快捷,尤其是支持数字原住民的使用习

惯,支持掌端应用.
(５)时效性.每一个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

均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例如电子教参系统的生命

周期通常为一个学期;合理掌握服务的时效性,及时

关闭僵尸服务,防止产生数字空间的垃圾.
(６)继承性.虽然服务具有时效性,但在服务终

止后,仍需通过图书馆的其他系统(如“我的图书馆”
等)建立起资源和用户之间的长期服务机制.例如,
电子教参系统的资源服务通常为一个学期,但是在

未经该用户确认放弃的情况下,要确保该用户在校

期间对相关教学参考资源的访问权限.系统建设需

要注重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关联性及这一关联在不同

场景下的变化.
(７)可测性.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是一项

个性化服务,代表未来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服务的方

向,需要建立一套针对该主题资源及系统功能的评估

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例如,对于电子教参系统,需
要包含面向教学支撑能力的评估指标、电子资源使用

情况的评估指标,以及学生学习状况的评估指标.

４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总体框架———以

电子教参系统为例

为能更好地理解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

的建设,本文以电子教参系统的建设为例,给出系统

的总体框架.
从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的三大要素来

看,电子教参系统中的用户包括授课教师和选课学

生;教学参考资源主要是教学参考书、学术论文、课
程课件、参考网站和音视频等文献资料集合;而服务

功能主要包括面向授课教师的教参资料的指定、上
载和面向学生的基于某种版权控制策略的数据检

索、访问、标注和打印等电子资源集合的访问功能.
如何建立不同类型用户与教学参考资源之间的

关联关系,是电子教参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两

个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需要建立在“课程”或围绕某

一主题开展的教学科研活动基础之上.根据在教学

参考资源服务中享受服务的方式不同,用户又可分

为教师用户和学生用户,这两类用户之间的组织关

系同样是通过“课程”串联起来的,因此课程是用户

与教学参考资料两者关联关系的载体.通过课程可

以定义合法的用户群体及角色,教师用户指定电子

资源集合,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系统要实现的功

能就是根据课程定义的用户及角色控制教师指定的

电子资源集合的访问权限.
通过系统之间的协同,利用教学部门的课程管

理系统和学生选课系统,可以建立用户与电子参考

资源之间的联系.从教务课程管理和学生选课系统

中获取课程信息以及学生选课信息.当然,用户信

息也需要有接口与学校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
以对用户进行身份鉴别.课程管理系统和学生选课

系统在电子教参系统中的作用,可以参见图２.
基于上述思路,电子教参系统建设应该至少包括

以下几个模块:用户管理模块,课程信息管理模块,

２２

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的思考/童云海

AStudyontheConstructionofSubjectＧorientedElectronicResourceServiceSysteminAcademicLibraries/TongYunhai



2
0

2
0

年
第4

期

图２　用户、教学参考资料、课程管理系统三者的关系

电子教学参考资源管理模块,访问权限分发与控制

模块,资源阅读、标注、评论模块,日志记录模块和效

用评价模块.系统的整体框架如图３所示.
(１)用户管理模块.负责对用户身份进行认证,

并按照不同的用户角色定义系统功能和电子资源的

访问权限、版权控制策略.电子教参系统的用户类

型除授课教师、选课学生之外,还包括课程助教、教
务人员和平台管理员等.用户身份认证通常对接高

校自建的统一身份认证,同时也应该支持微信 APP
扫码登录,以满足现有大量用户的使用习惯.

图３　电子教参系统的总体框架

　　(２)电子资源管理模块.该模块由元数据管理

和电子全文管理两部分组成.系统与图书馆资源统

一发现系统进行协同对接,授课教师(包括助教)可
在平台内检索图书馆已经购买的所有资源,并指定

对应课程的教学参考资料.图书馆未购买资源则与

图书馆现有荐购系统进行协同.授课教师可以继承

往年的教学参考书,由图书馆提供往年教参的版本

升级情况.选课学生也可以推荐相关教学参考资

源,但需经授课教师审核通过,方可使用.
(３)课程信息管理模块.通过接口与学校课程

信息管理系统、选课系统进行协同,从上述两个系统

中同步课程信息和选课信息,建立“教师与课程”、

“学生与课程”之间的关联关系.
(４)访问权限分发与控制模块.根据课程信息

管理模块所定义的用户与教学参考资源之间的关联

关系,控制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权限.根据学生选课

情况,开放与课程相对应的电子教学参考资源全文.
此模块为选课学生提供相应的电子全文下载功能,
下载后的电子全文文件无法实现二次分发,且有一

定的时长限制,超过时限后将自动失效.模块还会

将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的电子全文文件进行水印标

注,以防止电子全文被恶意扩散或用于商业出版等

非教学科研用途.
(５)资源浏览、标注、评论模块.该模块是版权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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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与控制模块的拓展.在使用电子教学参考资源

的过程中,模块为用户提供对资源内容的标注功能.
为了方便读者基于资源内容进行交流,系统也支持

在课程范围内公开对资源的评论.此外,系统还会

自动记录用户上次阅读位置,以便下一次浏览.
(６)日志记录模块.该模块提供对用户行为的

完整记录,为效用评价体系提供支持,并可以在特定

的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停止后,实现用户与资

源关联关系的系统级迁移.
(７)效用评价模块.通过用户使用教参的行为,

对图书馆对教学的支撑度、教参资源的使用状况等

进行评估.
由此可见,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

和运行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确定

用户群体及其角色;其次,按照某一主题组织电子资

源;最后,确定授权用户与电子资源之间的关联关

系,其核心在于确认不同用户对不同资源的访问和

操作权限.

５　系统关键技术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是未来图书馆信息

服务的重要方向.电子教参系统是其中的一个经典

案例,但电子教参系统对电子资源集合的需求相对

明确,系统构建也相对简单.放眼未来,高校图书馆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既需要深入挖掘高校教

学、科研和管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更需要攻克面向

主题的电子资源收集、整理和组织,电子资源版权保

护,电子资源服务评价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５１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组织方法

主题是一个逻辑的概念,通常是指某一宏观领

域(例如:某一业务、某一学科领域等)涉及的对象.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组织,首先必须解决电子资源

的聚类和分类问题,判定某一文献是否属于某一特

定主题.基于大数据技术,开展跨媒体的文献资源

不同层次的聚类和分类方法研究,可以实现对电子

文献的主题识别和合理标注.加强不同类型资源的

知识关联,以“知识点”为核心,对资源重新进行“碎
片化”拆分和“关联性”整合.与此同时,也需要加快

图书馆所有资源集合的面向主题的、多维度的分类

和标注进程,以提高资源发现效率.

５２　电子资源的版权控制

不同类型的电子资源版权控制是面向主题的电

子资源服务必须直面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规
定,“为了满足教学科研需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少量复制其已发表的作品”.电子资源版权在技术

上涵盖数据和应用两个层次.数据层次的技术主要

包括加水印、改变分辨率、定义使用期限、防止文件

拷贝等;应用层次的技术主要包括不许下载、不许打

印等功能限定,屏幕截图和离线打印需加水印标注,
下载文件添加下载终端特征码并进行加密等措施.
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在上述两个

层面的技术控制下,还需要通过与用户签订电子协

议等措施,声明系统内的所有资源仅仅用于教学科

研目的,不得用于出版等其他商业活动,加强师生的

版权保护意识.其次在应用层面上,对系统内资源

的在线浏览、下载后离线浏览、文件打印等环节需要

完全在系统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所有过程可全程被

记录可追溯,最大程度上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５３　用户体验设计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成为用

户交互的重要设备,需在提供传统桌面终端浏览支

持外,还需提供移动阅读的支撑,以提升电子资源服

务的易用性.如前文所述,对于内容较长的电子全

文需记录浏览位置,以便下一次阅读.支持用户与

电子资源之间的互动,支持电子资源批注,及时记录

当时的理解感悟,以供后期再读.支持用户之间的

互动,通过交流以加深对内容理解.

５４　面向用户、资源、主题的效用评价体系建设

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架起了用户、资
源和主题三者之间的桥梁,用户与用户、用户与资源

之间的互动也将积累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需要

建立面向用户、资源、主题的效用评价指标体系及其

评价方法.以电子教参系统为例,通过建立面向用

户的效用评价,让教师了解到每个学生对教学参考

资源的理解掌握情况;建立面向资源的效用评价,为
图书馆的资源采购方向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建
立面向主题的效用评价,发现更多潜在的、不同层次

的主题.

５５　再创造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发布

用户与用户、用户与电子资源的互动,将产生大

量的书评、读后感,这些信息资源是在现有电子文献

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蕴含丰富的知识,是图书馆新

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源.在与用户约定的条

件下,构建和完善再创造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发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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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再创造资源也将成为高校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

６　结语

随着电子资源逐步成为高校图书馆馆藏的重要

资源,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也将成为图书馆信

息服务的发展方向.本文将电子教参系统视为电子

资源服务的典型案例,剖析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

务模式和框架,并以电子教参系统建设为例,提出了

高校图书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的总

体框架,分析了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收集、整理和组

织,电子资源版权保护,电子资源服务评价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需要图书馆界未雨绸缪,不断探索,在实

践中进一步完善面向主题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建设

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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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proportionofelectronicresourcesinacademiclibrariesandtheacceleraＧ
tionofdigitalizationprocessing,subjectＧorientedelectronicresourcesservicewillbecomeanimportantdiＧ
rectionoflibraryinformationservicedevelopment．Theelectronicreservessystem,isatypicalcaseofthe
subjectＧorientedelectronicresourceserviceprovidedbyacademiclibraries．ThisarticlestartswiththeelecＧ
tronicreservessystem,analyzestheservicemodeandcharacteristicsofthesubjectＧorientedelectronicreＧ
sourceservice,andthenthecompositionoftheelectronicreservessystem．Inthefuture,thesubjectＧorienＧ
tedelectronicresourceservicesofacademiclibrariesneedtodigdeeplyintotheactualneedsofcollegesin
teaching,scientificresearchandmanagement,aswellasdevelopfurthermoreaseriesofkeytechnologies
suchasthesubjectＧorientedelectronicresourcescollection,sortingandorganization,copyrightprotection,

andelectronicresourcesservic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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