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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资源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

□钟建法　王彬　李雪

　　摘要　总结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资源建设现状与成效,调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并提出发展建议.结合问卷调研结果,基于业务发展实际和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从深化

以学科选书专家科研团队为核心的资源建设模式、优化资源结构和发展政策、建设图书订购与用

户服务统一管理系统、构建大型特藏文献统一揭示和集成检索平台、加强图书从引进到服务的全

流程管理和宣传推广等五个方面,构建基于用户学术需求的资源建设与服务发展提升策略,推动

资源建设更好更快发展,促进用户规模和使用效益的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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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文社会科学是“文献倚赖型”学科,文献信息

资源是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支

撑和保障.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以下简称

文专项目)启动于１９８２年,国家每年划拨专款用于

购买国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出版的人文社会

科学图书,该笔购书专款通常被业内简称为“文科专

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人文社会

科学外文文献资源建设极其重要的经费来源.１９８２
年项目启动时经费投入为２００万美元,后于２００３年

增长到 ３００ 万美元,２００８ 年增长到 ４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３年为４８０万美元,经费的持续增长有效地保障

了我国高校外文文献资源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为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坚

实的文献资源支撑.２００６年文专项目并入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统一管理,成为

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资源保障和共享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高校图书馆界围绕文

专项目资源建设与共建共享,从图书引进策略、文科

专款作用、外文图书协调保障建设、图书订购平台建

设、大型特藏文献建设和资源共享利用等六个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武桂云、钱选、冯莉莹等对文专

项目图书的引进方式和质量评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２－４].程焕文、张洪元等从读者需求和利用角

度,阐释了文专项目对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

与研究的资源保障和积极促进作用[５－６].肖珑、张
洪元、钟建法等在对国内外高校外文图书收藏进行

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

宏观建设的协调布局和保障策略[７－１０].关志英等对

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图书订购信息平台(以下简

称文专平台)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效果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论述[１１].组织引进国外大型特藏资源是近年

文专项目建设的关注点,魏清华提出通过数字化等

手段促进大型特藏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增值性服

务[１２];王铮等针对目前各馆大型特藏平台建设选用

的元数据格式、目次深度和搭建库平台不一致的现

状,提出建立统一的“CASHL特藏＋＋平台”以实现

特藏资源的重新整合和统一揭示的设想[１３];李彦

霖、王 乐 建 议 利 用 开 源 平 台 “档 案 空 间”(ArＧ
chivesSpace)进行大型特藏深度揭示与服务[１４].在

资源共享利用方面,学者们提出通过馆藏布局与各

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优化文献荐购机制和资源建设

品质、促进资源利用宣传推广和馆际互借服务方式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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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CASHL前瞻性研究课题“新信息环境下CASHL资源与服务拓展设计研究”下的子课题“文专项目图书资源建设成效与发展建

议”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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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加强市场营销和树立品牌意识等方面进

一步提高图书的利用率[１５－１６].
综合考察学术研究成果和业务发展实际,文专

项目资源建设在学科外文图书宏观布局和协调保

障、大型特藏文献建设、资源共知共享、图书订购工

作集中管理等方面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全国高校有重点、按学科和核心收藏、按年代

持续收藏的外文图书资源协调保障统一体系逐步形

成,并通过 CASHL的网络化服务体系向全国高校

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提供文献服务.但在局部

发展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例如,文专平台征订书目建设较为薄弱且系统功能

有待完善,大型特藏文献深度揭示和整合检索平台

建设方案尚未取得共识,有限经费约束下文献资源

结构和协调采购方案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期刊为

主导的新学术评价环境下外文图书选书专家积极性

减弱,外文图书利用率有所下降,上述问题制约了文

专项目整体化建设的推进,阻碍了其更好更快地

发展.
本研究在梳理和揭示文专项目资源建设现状和

成效的基础上,通过向获得文科专款支持的高等院

校(以下简称文专院校)所属图书馆(以下简称文专

馆)发放调查问卷,调研和总结文专项目资源建设存

在的不足、问题和未来发展建议.结合问卷调查结

果和业务发展实际以及国家“双一流”和“一带一路”
建设的战略背景,从提高文专项目文献资源建设质

量、优化文献资源结构、完善文专平台应用功能、构
建大型特藏统一揭示和集成检索平台、提高文献资

源利用效益等五个方面,提出文专项目资源建设的

发展策略,以期推动文专项目资源建设的整体化发

展和利用效益的更大提升,从而为 CASHL完善人

文社会科学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和制定“十四五”规划

提供参考和建议.

２　文专项目文献资源建设现状与成效

２．１　文科专款引进图书已成为我国高校外文图书

保障和服务的坚实基础

据CASHL网站“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

三十年纪念”资料显示,截止到２０１１年,文科专款已

累积引进外文图书１２０多万种[１７];另据中国教育图

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图公司)提供的文科

专款订购图书的到书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共引进图

书３７．３万多种.可见,截止到２０２０年,文科专款引

进图书累积数量约为１５８万种,其中英文图书占到

９５％以上.
根据CASHL管理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截止

到２０２０年,CASHL联合目录中的人文社科外文图

书总量为３４１．５多万种,其中英文图书总量为２１９．４
多万种.由此测算,文科专款引进图书总量约占高

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总量的４６％,其中英文图书约

占６８％,已成为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保障和

服务的坚实基础.

２．２　文专项目实现了从资源合作引进到统筹协调

保障

１９８２年文专项目启动之初,目的在于改善当时

大多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图书严重短缺和长期

匮乏的状况,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科专款都是按额度

分配给文专院校图书馆自主决策和购买图书,经费

使用较为分散,文献保障能力较弱,直到２００６年文

专项目并入CASHL统一管理,建设目标转变为“联
合共建、资源共享、协调学科、提高效益、全面收藏、
最终保障”.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文科专款每年划拨出

１００－１８０万美元作为图书协调采购建设专项经费

(２０１３年起其中５万美元用于小语种图书的协调采

购),按照修订后的“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建

设方案”,大力开展主要由CASHL中心馆承担的学

科外文图书协调采购建设、图书回溯补藏建设、大型

特藏和小语种文献建设.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图书

重复购买率大大降低,学科协调保障品种大幅增加,
英文学术图书回溯补藏工作成绩斐然,中国周边国

家或区域战略研究和国别研究文献保障逐步得到加

强,实现了文专项目资源建设统筹布局、分工协调和

联合保障的飞跃发展,全国高校有重点、按学科和核

心收藏、按年代持续收藏的外文图书协调保障统一

体系逐步形成.

２．３　图书订购工作从分散管理到集中管理

２００９年之前,文科专款订购图书为多头分散管

理模式.文专馆直接向教图公司发订,由教图公司

反馈订单审批、发订和到书情况,CASHL 管理中

心、审核部门、教图公司和文专馆四者之间,信息分

散,集中交流机制尚未形成.为整体规划、统筹安

排、统一管理图书订购工作,文专平台于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正式上线,集成了征订书目浏览与下载、订单发订

与统计、订单审批与教图公司接收、经费使用与统计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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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模块和功能,搭建起了图书采购从发订、审批、接
收到管理的有机联系和桥梁,标志着文科专款图书

订购工作从多头分散管理提升到集中统一管理的质

的跨越,也为分析和研究文专项目建设的短版、存在

的问题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数据支持.

２．４　大 型 特 藏 已 成 为 我 国 高 校 图 书 馆 的 标 志 性

收藏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文专项目引进的国外大型特藏

文献已达２４６种,其中缩微文献(胶卷或平片)１４５
种,纸质文献(图书、档案、复刻本等)１０１种,收藏规

模国内首屈一指,且大部分为国内独有收藏,这些

CASHL的标志性收藏对于满足全国人文社科研究

需求和弥补高校收藏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从大型特藏的语种分布看,英文文献占大多数,
还有一部分是日文、俄文、德文、荷兰文、法文和阿拉

伯文文献.从学科分布看,历史和考古学引进品种

最多,约占总数的５６％;图书馆学和经济学引进的

品种较少(见表１).从收藏馆分布看,北京大学、武
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

学等６家高校图书馆的收藏数量较多,约占总种数

的５８％.从文献来源看,美国盖尔(Gale)公司和普

若凯斯特(ProQuest)公司是重要来源,其他来源还

包括英国亚当  马修数字公司 (Adam Matthew
Digital)、日本近现代资料刊行会、荷兰博睿(Brill)
公司和德国哈拉索维茨(Harrassowitz)公司等.
表１　文科专款订购的大型特藏的学科分布(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学科 订购种数 占比

历史/考古 １３８ ５６．１％

政治/军事 ２２ ８．９％

哲学/马列 １７ ６．９％

区域研究 １６ ６．５％

社会学 １３ ５．３％

文学/艺术 １３ ５．３％

法学 ８ ３．３％

语言学 ８ ３．３％

教育学 ８ ３．３％

经济学 ２ ０．８％

图书馆学 １ ０．４％

合计 ２４６ １００％

　　大型特藏文献目前已成为部分高校科研机构的

资源基础和研究支撑.例如,兰州大学申请购买的

«阿拉伯边界报告»«阿拉伯边界争端»«现代沙特阿

拉伯的崛起,１９１４－１９３９»«阿富汗连续出版物(１９３１
－１９８４)»«阿富汗:美国视角»等大型特藏文献,已成

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阿富汗研究中心等机构开

展中亚各国和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支撑.又

如,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是国内目前

唯一以冷战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

解密的原苏联档案文献和来自美国、东欧国家、韩
国、日本等国的解密档案文献,«杜鲁门口述历史全

集»«日本教育改革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日本和原朝鲜的

非军事活动总结(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８年)»«美国战争海

军协调委员会和美国陆海空军协调委员会的文件,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尼克松白宫文件１－８专辑»等文科专

款引进的大型特藏文献,已成为冷战史研究资料库

的重要构成部分.

２．５　文专项目图书共知共享效益显著提升

文专项目图书大多由文专院校的选书专家所荐

购,是满足文专院校人文社科研究需求的重要支撑

文献.同时,通过 CASHL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系

统,文科专款引进图书能够为全国高校科研用户共

知和共享.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文科专款引进图书的馆

际互借数量和提出借阅申请的高校数量不断增长,

１０年间馆际互借册数增长了２３倍,共知共享效益

显著提升(见图１).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文科专

款引进图书的整体规模,图书推广利用范围和馆际

互借量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图１　文科专款引进图书的馆际互借数量和

申请学校数量(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３　文专项目资源建设问卷调查

为促进文专项目更好地发展,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课
题组针对图书征订书目建设、文专平台功能设计、协
调采购策略调整、大型特藏建设等实际问题设计了

调查问卷,邀请文专馆结合本馆文科专款引进图书

建设的业务实际,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填写.有

效填写问卷为３３份,包括１７个 CASHL中心馆和

５６

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资源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钟建法,王彬,李雪
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iesofInformationResourceConstructionof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ookFundingforHigherEducation/ZhongJianfa,WangBin,LiXue　　　



2022

年
第3

期

其他文专馆.笔者根据调研结果,对文专项目图书

和大型特藏建设存在的问题、不足和发展建议进行

了分析和总结.

３．１　文专平台征订书目建设和系统功能开发有待

加强

３．１．１　文专平台征订书目建设比较薄弱

调查显示,有４５％的图书馆认为文专新书征订

书目和回溯补藏书目数量不足,有２１％认为小语种

书目数量不足,有３６％认为书目更新不够及时(见
图２).此外,文专平台“书目检索与浏览”功能栏下

的“已订购馆”信息显示不准确,很多书目已被订购

但信息没有标注.对于外文新书征订目录的搜集和

提供,８２％的图书馆倾向于由教图公司提供较完整

书目,并由文专平台对书目进行集成后提供文专馆

使用.

图２　文专平台存在的不足

３．１．２　文专平台部分系统功能有待开发和完善

文专平台的网络连接和操作反应速度慢,缺少

字体缩放功能,对小语种文字的兼容性较差,这些都

对平台的操作和应用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文专平台

的新增功能,大多数图书馆认为迫切需要增加图书

发订和到货状态跟踪功能、到书统计功能、征订书目

按学科整体下载功能.还有个别图书馆提出需要增

加订单审核通过后的邮件通知功能、图书荐购功能、
订单撤订同步更新功能,以及目录价格与到货价格

不一致时的更正显示功能(见图３).

图３　对文专平台新增功能的建议

３．２　协调采购方案调整还需更加灵活适度

３．２．１　适当调整协调采购学科额度比例和承建学科

对于协调采购学科的当前额度比例,被调研的图

书馆认为总体上比较合理,但对于语言学、社会学等

少数学科和小语种图书的专项经费,当前投入额度占

比较低,希望未来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建议适当减

少政治和军事学、法学等学科的额度占比(见图４).

图４　当前协调采购学科的额度占比及调整建议

　　个别图书馆希望能对目前承担建设的协调采购

学科做些微调,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希望增加哲

学/马列和历史/考古这两个学校新列入建设的重点

学科,浙江大学图书馆希望增加哲学和文学/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希望增加历史学作为协调采购

学科,以增强这些学校重点学科的外文图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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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３．２．２　全面下调协调采购学科的旧书回溯补藏比例

对于协调采购回溯补藏方案,CASHL在充分

听取中心馆反馈意见和考察学科回溯补藏实际成效

的基础上,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对协

调采购的旧书回溯补藏年和学科比例进行了三次调

整.在本次调研中,１５个协调采购学科的旧书回溯

补藏比例,除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外,其余

学科均建议继续下调,各学科平均下调幅度为８％
(见图５),其中,社会学、应用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

的建议调整幅度较小,介于２％－６％,心理学、哲学、

文学/艺术的建议调整幅度较大,介于１１％－１４％.
对于建议继续下调旧书回溯补藏比例的原因,

半数图书馆认为,鉴于 CASHL十多年持续的旧书

回溯补藏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效,目前可供补藏的外

文图书核心书目数量已较有限,能够补藏到的有价

值的旧书数量不足,而同一协调学科不能重复订购、
应用学科对旧书的需求较低、个别学科图书进口审读

严格导致采选困难、某些学科可供利用的电子图书较

多、图书馆学等个别学科的图书出版量较低等诸多因

素,亦增加了回溯补藏采购工作的难度(见图６).

图５　当前协调采购学科的回溯补藏比例及调整建议

图６　建议调整协调采购学科旧书回溯补藏比例的主要原因

　　对于做好协调采购回溯补藏工作的关键点,被
调研的图书馆认为重在发动教图公司和国外出版社

代理商共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回溯可供书目并做到

及时更新,同时依据回溯补藏实际进展定期调整回

溯补藏年份和经费比例(见图７).此外,希望文专

平台的回溯补藏目录能够分学科按期整体下载,以
方便采访馆员使用;通过定期调研各学科各校回溯

补藏到书的利用情况,分析图书使用效益,调整回溯

补藏的方向.

对于协调采购学科回溯补藏年份的调整频率,
有１４个 CASHL中心馆认为按现有方案每年自动

顺延一年为最佳方案;对于协调采购学科的旧书回

溯补藏占新书的经费比例,有７个中心馆认为每３
年调整一次为宜(见图８).

３．３　大 型 特 藏 文 献 深 度 揭 示 服 务 工 作 还 需 大 力

加强

由于大型特藏文献体量巨大、内容庞多,如果没

有对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用户往往难以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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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具体内容.对于大型特藏文献的深度内容揭

示和服务工作,有９６％的图书馆认为非常重要,也
得到CASHL管理中心的高度重视,在２０１５年就启

动了CASHL“特藏＋＋”深度服务项目,目前申报项

目共有１９个,其中１３个已建成,将大型特藏文献揭

示到章节目次层次,并提供部分章节的文献传递服

务,给科研人员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当前 “特藏＋＋”深度服务项目还处于成员馆各自开

发和探索阶段,缺少统一平台和规范要求,特藏文献

内容揭示不够深入,多数项目限制校内访问,还未能

达到全国高校共享利用的初衷.
大型特藏文献揭示的内容层次,对于大型特藏

服务来说尤为重要.大多数被调研的图书馆认为,

特藏文献的总体概貌文字介绍、目次信息、章节标题

和章节内容简介,是用户从总体上了解大型特藏基

本情况的必备信息.在技术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希
望能够进一步以多媒体形式对大型特藏进行介绍,
同时提供章节内容的图片预览,以便更加直观、生动

地浏览和利用特藏文献(见图９).
对于如何才能促进大型特藏深度揭示和服务工

作更好更快地开展,被调研的图书馆认为应该明确

大 型 特 藏 收 藏 馆 的 深 度 揭 示 责 任 和 义 务,由

CASHL提供一定的项目经费资助和统一规范深度

揭示的格式与要求,在 CASHL网站集中宣传和集

成发布已建设的内容,并开放 CASHL成员馆无限

制访问和提供章节文献传递服务(见图１０).

图７　做好协调采购回溯补藏工作的关键点

图８　协调采购学科回溯补藏年份和经费比例调整频率

图９　大型特藏文献深度揭示应包括的内容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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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对大型特藏深度揭示和服务工作更好更快开展的建议

４　文专项目资源建设发展策略

文专项目资源建设未来发展策略的制定,关键

在于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目标、重视高校用户的

学术需求和文专馆的合理诉求,通过对资源建设政

策的及时调整、对系统功能的逐步完善、对资源结构

的不断优化和对服务的持续创新,努力提高资源建

设品质,精准服务用户需求,扩大资源建设规模,进
而提升其利用效益.

４．１　深化以学科选书专家科研团队为核心的资源

建设模式,提高资源建设质量和品牌效益

文专院校的图书荐购工作,传统上以学院推荐

的选书专家为主.选书专家担负着院系某一学科方

向的学术资源系统性建设的重任,是文科专款引进

图书和大型特藏的主要推荐者和重要利用者,其积

极性和责任心直接关系到文专院校和CASHL的学

科外文图书建设质量.近年来,随着高校外文电子

图书购买力度和保障建设的不断增强,以及以期刊

论文和课题为导向的学术评价环境的影响,学者们

对纸质外文图书建设的重视程度普遍减弱,特别是

应用型学科,专家选书的积极性和图书利用率下降

较为明显.
面对以上挑战,在资源建设模式上,需要更加重

视发展壮大以学科选书专家科研团队为核心的选书

队伍建设,并通过关系营销活动与选书专家团队和

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建立更为密切的资源共建共推,
以及高阶知识服务合作伙伴关系,以期提升资源建

设品质和利用效益.
(１)以科研团队为中心优化和扩充学科选书专

家队伍.从学院指定、专家互荐和较常利用纸质图

书的教师中,遴选学科核心选书专家,由学科核心选

书专家推荐其科研团队的教师或博士研究生共同组

成学科选书团队,有效扩大资源推荐的受益面和利

用者.
(２)发动有影响力的学者共建大型特藏和特色

领域收藏预推荐目录库,为发展 CASHL大型特藏

资源做好充足储备.在推荐和收藏政策上,适当突

破当前大型特藏只能由CASHL中心馆按照分配的

协调采购学科推荐和“谁推荐,谁收藏”的限制,在承

诺提供深度揭示、共享传递和推广利用的前提下,允
许中心馆跨学科推荐和收藏,鼓励资源收藏特色突

出的非中心馆积极参与推荐,从而扩大特藏资源推

荐的范围,激发推荐专家的积极性,提升推荐资源的

代表性和利用率.
(３)集合 CASHL高校选书专家和有影响力的

学者的知识和力量,共同构建覆盖人文社会科学各

个学科的外文学术图书推荐要目,为青年学子提供

一份学术入门和阅读参考必备图书要目清单[１８],并
对其中的经典图书和高利用率图书,进行作品知识

内容、作者生平和思想的深度解读;深入打造“名师

＋＋”系列高阶知识服务品牌,开辟名师访谈、名师

品读、名师荐书、名师评介大型特藏等系列栏目,丰
富高阶知识服务内容和扩大品牌影响力,为文专项

目建设、资源和经费申请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４)开展系列关系营销活动维护选书专家的积

极性.一是开展选书专家礼聘、表彰和优惠活动.
明确选书专家团队享有的服务优惠政策,如到书通

知和保留、借期延长、借书量增加及其他专项学科服

务.对 于 贡 献 突 出 的 选 书 专 家,由 文 专 馆 和

CASHL予以表彰;二是以选书专家为核心开展专

家访谈和荐书活动,利用图书馆官方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平台扩大宣传,提升专家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吸引更多读者利用外文图书;三是开展院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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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和推广座谈活动,听取学院对文专项目资

源建设和服务的建议,促进学院了解进而认可选书

专家团队的投入和奉献,并采取更多措施壮大选书

专家队伍和推广利用学科文献资源.

４．２　注重经费使用评价和政策调整,促进资源结构

的优化发展

文科专款是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图书资

源建设的重要保障,面对有限的经费,以及国内高校

图书馆与欧美一流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明显差距、已
有文献资源结构的不均衡、学术图书引进能力不足

的现实,有必要加强文科专款使用的经常性审视评

价和政策调整,提升文献资源建设面向高校一流学

科建设的优化布局,促进资源的重点建设、适度均衡

和特色发展.
(１)在分析不同学科图书的馆藏结构和利用效

益的基础上,应结合文专院校的一流学科、优势学科

和新晋重点学科,统筹规划、阶段调整,制定政策时

重点向一流学科资源倾斜,优先满足需求较为迫切

的空白语种文献建设,优先保障图书馆原有优势特

色文献资源.同时,又要兼顾各学科之间、各语种之

间的学科文献布局的适度均衡,促进文献资源结构

的重点发展和适度平衡[１９].
(２)加大国内独有性收藏和特色领域收藏的经

费投入和建设,发展特色文献服务.目前 CASHL
的大型特藏文献收藏规模在国内首屈一指,已成为

CASHL的特色和标志性收藏.今后还可以在特色

领域收藏方面加强布局,加强美洲、欧洲和亚洲研究

等区域与国别研究文献的建设,与高校特色研究机

构合作共建特色专题研究资料中心,建设境外出版

中文文献中心,为开展区域与国别学术交流研究和

资源共建共享提供强有力的特色文献支撑.
(３)联合 CASHL学科中心馆开展文专院校的

学科馆藏利用调研和评价,分析引进图书的总体结

构、学科分布、读者利用和文献传递情况,找到不同

学科图书建设和利用的薄弱环节,为 CASHL管理

中心制定学科馆藏建设宏观指导政策、提高文科专

款使用效益、促进图书资源学科结构的良性发展提

供依据.
(４)及时调研和调整协调采购政策和回溯补藏

方案,提高回溯补藏目录收集能力和学术图书引进

能力,使协调采购工作更加高效和符合学科文献资

源保障建设的实际.在协调采购方案调整上,依据

被调研的图书馆的建议,协调采购学科回溯补藏年

份的调整频率以自动顺延１年为最佳,经费比例调

整频率以每３年调整１次为宜,对于当前旧书回溯

补藏比例占比仍然较高的心理学、哲学、文学/艺术、
语言文字等学科,应视补藏效果及时下调旧书回溯

补藏比例.

４．３　提升文专平台应用与服务功能,建设图书订购

与用户服务统一管理系统

(１)文专平台担负着图书订单集中统一管理的

职能,目前平台功能主要集中在征订书目发布管理、
订单发订审批管理、经费使用控制管理三个方面,从
长远发展看,还需要进一步开发专家选书和推荐管

理、订单状态查询和到书跟踪管理等功能,形成集书

目服务、选书服务、订购管理、经费管理和到书跟踪

于一体的图书订购与用户服务统一管理系统.在图

书订单状态和到书查询方面,目前只能转到教图公

司网站查询,而９４％的被调研图书馆倾向于通过文

专平台实现统一查询,因此,亟需建立文科专款图书

订单唯一标识和开发 API接口,实现文专平台与教

图公司系统之间的订购和到书信息的及时传输和

管理.
(２)进一步优化文专平台的运行效能,提高平台

的网络连接和操作反应速度,以及对小语种文字的

兼容性.加强文专平台订购统计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功能开发,通过图谱直观显示图书订购的学科结构

和学科分布,为了解订单发展趋向和特点提供依据.
(３)加强文专平台征订书目建设,明确承担图书

引进任务的教图公司在收集和完善外文新书与回溯

书目建设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由文科专款图书馆藏

发展小组负责收集征订书目建设意见,并对教图公

司提供的征订书目规模和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

反馈.

４．４　依据用户深度检索利用特点,构建大型特藏文

献统一揭示和集成检索平台

目前大型特藏文献在提供用户深入了解和检索

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首先是CASHL主页上

关于大型特藏的介绍比较简略,仅提供题名、学科主

题、卷册数、出版社、载体形态、语种、来源等粗略信

息,未提供大型特藏总体内容简介、目次和章节标题

等信息;其次是 CASHL主页的大型特藏检索页面

的可检索点非常有限,仅可按总名称进行检索,目
次、摘要、主题词等深入检索均无法实现;再次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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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大型特藏深度揭示服务项目较少,各个项目

的内容管理平台和资源揭示格式未作统一,数据无

法互通,开放获取不便捷,不同专题的大型特藏之间

的交叉索引和相互关系难以揭示[１４].
要解决以上问题,最理想的方案是由 CASHL

管理中心统一开发大型特藏文献建设平台,统一深

度标引格式、元数据标准和文献著录要求,实现资源

的统一揭示、语义关联、交叉索引和集成检索,既方

便收藏馆直接利用和获得技术支持,也方便用户一

站式浏览、检索和获取所有大型特藏文献的知识内

容,还有利于构建大型特藏文献的主题画像、荐购画

像、利用画像和关系图谱.
考虑到大型特藏文献有部分因知识产权问题不

宜完全公开获取,且收藏馆大多建设有自己的特色

资源内容管理平台,并拥有一支经验较为丰富的文

献资源建设与技术维护队伍,因此,较易于实现的现

实方案是,仍然由收藏馆依托各自现有的特藏建设

平台开展自主建设,在CASHL层面上,重点做好三

方面的管理和开发工作.
(１)明确收藏馆在大型特藏文献深度揭示和提

供服务方面的责任、任务和进度,并提供一定的项目

建设经费,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全部或大部分特

藏文献的揭示利用.
(２)紧紧抓住大型特藏深度揭示工作的关键点,

即获取更深层次的、详细的目次信息和提取可检索

的元数据[１３],统一深度标引要求、元数据标准和收

割规范,为 CASHL主页的大型特藏文献集成检索

提供目次、摘要、章节标题、主题词等细化功能、交叉

索引和元数据项链接,进而揭示不同大型特藏文献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数据关联,提升用户检索效率和

效果,并方便用户通过检索结果链接至内容浏览和

文献传递.
(３)在CASHL主页建立树形结构的、细颗粒度

化的大型特藏文献描述和展示页面,提供每个特藏

文献的总体介绍、目次信息、章节标题甚至章节内

容,对已完成深度揭示的大型特藏提供相关信息链

接.此外,还可以加强大型特藏的荐购信息、评价资

料、利用信息、资源推介课件和视频的收集整理,以
及主题标签、主题画像的开发应用,促进用户对特藏

文献的深度了解和利用.

４．５　加强图书从引进到服务的全流程管理和推广

利用,提高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１)紧紧抓住文献需求这一用户关注重点,加强

图书从引进到服务的全流程管理,促进图书引进效

率和馆际互借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提高选

书、发订、审批、引进、编目、到馆各环节的速度和效

率,通过完善文专平台订单状态和到书跟踪功能,提
供快捷高效的图书订购跟踪反馈和到馆服务;通过

扩大馆际互借的文献资料来源范围,缩短文献传递

等待时长,加大文献传递补贴费用,以更多的资源、
更好的服务、更短的等待、更低的费用,回应用户期

待,提升文献传递的服务能力和用户满意度.
(２)通过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宣传推广营销活动,

发展壮大用户队伍,提高文献利用效益.高校师生

的科研服务需求主要包括科研文献提供和深度学科

服务两个层次.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主要需

求是快速了解和获取所需的研究资料,CASHL可

以针对不同院校情况,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学科资

源与服务推广计划和服务优惠活动,对于新加盟

CASHL和文献利用较薄弱的图书馆,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并提供更多的文献传递优惠倾斜政策,大力

发展潜在用户和拓展需求;对于服务基础较好的院

校,注重挖掘较常利用文科专款引进图书的重点用

户和活跃用户,调研其需求和利用建议,邀请参与宣

传推广体验活动,定期评选优秀用户和提供多种活

动奖励,形成围绕文献资源推广利用的密切伙伴关

系[２０],达到壮大用户队伍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的

目标.
(３)强化“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CASHL的深度

学科服务职能,从面向学校层面的资源“泛推广”服
务向针对院系科研团队和重点用户的深层次学科服

务转变,更好地发挥 CASHL作为全国人文社会科

学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建立

CASHL和文专馆资源建设与学科服务部门之间的

业务交 流 机 制 和 学 科 服 务 协 同 机 制,通 过 调 动

CASHL成员馆、文科专款图书馆藏发展小组、服务

工作组和新媒体工作组的集体力量,通力协助和支

持文专馆融入院系科研团队的教学科研过程,依据

科研团队和重点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专业化的学

科文献支持、快捷高效的文献提供服务、文献需求定

制服务以及深度知识服务,通过资源和服务的无缝

结合达到深化学科服务功能和深度参与一流学科建

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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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文专项目历经４０年的发展,实现了外文图书从

合作引进到统筹协调保障的变革和飞跃,引进图书

和大型特藏已成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图书

保障和服务的中坚力量,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

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文献资源基础.文

专项目总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和长足发展,但
在局部发展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在未来

发展上,关键在于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和“一带一

路”战略,以用户学术需求为导向,构建文专项目文

献资源建设与服务推广策略.通过深化以学科选书

专家科研团队为核心的建设模式,优化资源结构和

发展政策,完善文专平台和大型特藏文献服务平台

的应用功能,加强文献从引进到服务的敏捷管理和

营销推广,与选书专家、用户和高影响力学者形成共

商共建共用共赢的协作伙伴关系,扬长补短,聚力前

行,推动文专项目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用户规模和

使用效益的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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