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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创新与转型趋势预判∗

□陈进　徐璟　董珏　郭晶

　　摘要　针对大学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在简要阐述发展背景和全面分析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指

出未来的大学图书馆必须以创新为核心,敢为人先,善于突破,坚持泛学科化服务,大胆推行服务

转型.然后,围绕融入教学、支持科研、再造空间、传承文化、辅助创新、绩效资源、生态管理七大

方面,对大学图书馆创新与转型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判,进而给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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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从久远的以

收藏保管为主的藏书楼,到昔日“静”字高悬的阅览

场所,发展为今天以读者为中心、兼具 O２O(Online
ToOffline,线上到线下)服务特征的复合型图书馆,
逐渐肩负起知识工厂和创新触媒的职能.大学图书

馆一直被誉为“知识的殿堂”和“大学精神的象征”,
并在大学中确立了作为“学术交流中心、知识加工中

心(含学习中心)和文化传承中心”的地位.随着时

代的进步,站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大学图书馆在数字

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道路上成效显著,并前进在读者

主动参与、开展互动型服务的智慧图书馆建设道

路上.
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始终围绕资源、空间、设施、

人员和技术等方面展开,不过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极大变化,已经构建起“以人为中心”的服务

体系.吴建中针对“人、资源、空间”三个要素,强调

突出人在图书馆的位置,进行全媒体的资源整合,并
发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１].同时,将图书馆的

服务分成“二线”(技术)、“一线”(读者)和“超越”(延
伸)三个方面,依次探讨了拓展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思

路.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２０１６年

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其中提到:今天,人们很少谈

论图书馆能提供什么,而是图书馆能为人们以及和

人们一起做些什么.这反映出图书馆“见物更见人”
的新发展观[２].２０１５年,全美发起新公众意识运

动———“图书馆转型”,有１５００多所图书馆签名参

与.可见,以读者为中心,强化馆员能力,充分整合

资源与空间,借助先进设施和技术,有效提升服务品

质,是大学图书馆未来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教育发展方

略以及学校的整体定位和建设目标.近些年来,中
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教育、深化改革的战略决

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报告»,为提升我国教

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指明了方向,也为

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框定了基本思路[３],中国的大学

图书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概括起来,可以

归结为“创新”和“转型”这两个核心关键词,即在创

新思想和创新理念的指导下,建立创新的服务理论、
方法和技术,营造全新的服务体系,从而开创服务的

新局面,迎来服务的新面貌;图书馆必须在读者需求

的牵引下,大胆推进服务转型,善于突破,敢为人先,
使图书馆成为大学发展的知识动力之源.

２　需求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是大学图书馆发展面临的重要

转型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转型发展”是这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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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全球图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４].面对环境变化

和角色转变,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在上一个五年内积

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一些共识[５][６].例如:哈佛大

学图书馆建立统一的虚拟门户、与其他图书馆及机

构发展合作关系、支持创新发展、为更多用户提供开

放权限等,核心目的就是为哈佛大学乃至全世界的

用户提供无可比拟的卓越资源和服务;康奈尔大学

图书馆针对大环境改变带来的图书馆员角色的改

变,提出应当从关注数字人文领域、图书馆学教育变

革、明确图书馆新职能、数据管理以及开展机构重组

和员工培训等５个方面进行探索;北京大学图书馆

认为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自助服务、泛在服务、软
件工具及其服务、用户数字素质教育、用户共享空

间、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联盟化是图书馆的应对之

道.图书馆越来越强调在自身资源、空间、服务和人

员的基础上发挥其社会作用,不同程度地融入科学

研究、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和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
图书馆通过空间再造、阅读推广、数据馆藏和智慧服

务,成为时空虚拟的交流空间,在增强亲和力和鼓励

探索方 面 取 得 突 破,努 力 实 现 更 多 元 化 的 社 会

功能[７].
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思考基点应当是,以“三元聚

焦”工作原则①(图１)为纲,紧跟时代特征,大胆开拓

进取,在读者需求的牵引下,运用新思想、新方法、新
举措,营造全新的服务体系.根据需求特点和程度,
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可分为刚性、柔性、拓展性以及

条件性等四方面.其中,刚性需求指读者依赖图书

馆提供的必不可少的服务而形成的需求,例如文献

信息资料、阅览场所、咨询检索、图书借阅及文献传

递等;所谓柔性需求,则是一些即使图书馆不提供,
也仅仅是降低效率或弱化氛围,对读者不会造成直

接影响,包括查新查引、文化传承等.当然,若是图

书馆有效地提供了这些服务自然会赢得加分,获得

信任;拓展性需求属于图书馆积极主动承担的、能够

满足学校深层次发展的创新型服务,涵盖嵌入教学、
支持科研、情报分析、数据管理、知识服务、辅助创新

等,满足这种需求能够展示一所大学图书馆转型和

创新的能力,也是图书馆新的生长点;条件性需求是

图书馆服务合理、有序、且有效推进的基本保障,是
图书馆发展的基础,包括:馆员队伍建设、机构改革、
建章立制和生态管理等.面对这些需求,图书馆应

当不失时机,抓住不断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强化馆员

队伍建设,提升创新转型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争取资

源、完善管理并优化服务机制,奠定图书馆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图１　“三元聚焦”工作原则

面对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大学图书馆必须突破

传统的按图书馆业务流程(功能)来设置机构的思

路,应当站在读者的角度重新定义组织模式,改革或

重组管理与服务机构,确保各项服务尤其是全新业

务的有效、顺利推进.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应对

举措,包括:(１)深化改革,加强科学管理、实现生态

可持续发展;(２)立足自身,提升馆员队伍素质、增强

综合业务能力;(３)结合实际,发挥资源保障的优势,
在嵌入教学、支持科研、辅助创新等方面有所作为;
(４)紧跟时代,在传承文化、辅助创新、再造空间等方

面大展身手;(５)重点开拓,在情报分析、机构知识库

建设、学科化服务等方面不断深化.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达到创新转型的目的,才能以全新的姿态呈现

全新的服务,进而引领未来发展.

３　趋势预判一:发挥专业优势,全面融入教学科研

作为转型的核心突破方向,大学图书馆应充分

发挥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情报检索与分析等方面的

专业优势,积极、主动、深入地融入到高等院校的教

学与科研活动中去.

３．１　融入教学

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不断演变,正如美国新媒

体联盟的«２０１６中国基础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

项目区域报告»所述:在线学习、协同学习和混合式

学习等教育范式,正在向着深度学习、学习分析、开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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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元聚焦”工作原则是指:在读者需求的牵引下,当具备服

务能力和服务条件时,就聚焦成为优先工作;若能力不够就培养能

力,遇条件不足就创造条件,确保服务工作满足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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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教育资源等方向发展[８][９],向着以学生为中心、问
题导向的知识探究型教学模式转变,甚至于要让学

生成为课程内容的创造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图
书馆坐拥优质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检索工具、专业精

准的信息咨询服务、方便适用的研讨交流空间服务,
应当逐步融入教学过程,成为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从发展趋势来看,图书馆服务与教学的结合,
越来越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借助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资源,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平台,辅助支撑具

有启发性和互动性的教学活动.因此,图书馆可以

重点考虑在电子教参系统建设、新型信息素养教育

和泛在学习环境构建等方面有所作为.
电子教参系统的优点是,能够将学校课程体系

中教师推荐的参考书,以数字化的形式主动、在线推

送给选课学生,便于学生借助包括移动设备在内的

各种终端,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和交流,是值得深

化探索和推进的服务.早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就开发完成电子教参系统,并完全实

现与学校教学平台的无缝对接,进而首创了以教参

系统为核心平台的“智慧泛在课堂”服务[１０].在智

慧泛在课堂中,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组织课件与资

源,推动课下学习、课上讨论,而另一方面,图书馆员

则可以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通过平台随时提

供学习资源、信息素养支持、搜索工具等,支持学生

在泛在的学习环境中,实现翻转课堂、协同、群组学

习和互动分享.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简称 ACRL)于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就提出大学图

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应培养学生学会掌握“阈概念”,
建立对信息的批判性思维和研究方法[１１].可见,针
对教学及各类学习、研究资源,建立新型的信息素养

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资源利用和重组意

识,学会快捷、准确甄别并能够有效组织所需资源的

技能,进而建立个人的专题知识空间,是大学图书馆

重点思考的方向之一.可以考虑将信息素养教育与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形式结合,依托在线学习、移
动学习等平台,营造泛在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学会

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帮助教师完善课程设计和评

估,进而使用“学习分析”方法来跟踪学生的互动和

学术进程,通过数据挖掘来分析学习过程,确保提升

教学质量和学生体验[１２][１３].

３．２　支持科研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之一,是衡量大学

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于是,支持科研自然就成了大

学图书馆展示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发展方向.当

前,针对科研工作的各个环节,图书馆分别从学科资

源建设、参考咨询、科技查新、定题服务、科研情报分

析服务等不同方面,开展了丰富多样且卓有成效的

工作,为图书馆的发展赢得了赞誉.
随着科研过程的加速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未来

大学图书馆服务应当朝着提供精准而全面的科技情

报分析、高效优质的数据管理和机构知识库建设等

方向转型.其中,科技情报分析可以分为:(１)面向

科研人员和课题小组的微观层面服务,包括:热点分

析、专利分析、定题分析、研究趋势、同行对比跟踪

等;(２)面向院系和大型(跨学科)研究团队的中观层

面服务,例如:学科态势分析、科研人员或学者的评

估/评价、学科布局分析等;(３)面向学校及职能部门

(管理决策人员)的宏观层面服务,包括:学科/领域

影响力分析、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机构学术影响力分

析等[１４].
其次,面对科研过程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大学图

书馆应当考虑承担建立标准、编制规范以及存储、利
用、展示和分析等数据管理或数字学术支撑职能,并
通过构建科研数据管理平台,为科研人员或科研团

队开展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提供支持和协助.美国

新媒体联盟２０１５年的«地平线报告(图书馆版)»指
出,数字化数据管理能提高主题搜索结果和引用的

精确程度,便于更好地分析和揭示科研活动的演进

路线和趋势[１５].
另一方面,建设机构知识库和发展人文数字中

心等是值得图书馆关注的发展方向.目前,相关工

作都是以大学图书馆为主体或牵头落实.尤其是机

构知识库,可以在汇集、保存校内学者的学术成果与

智力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深度的挖掘与分析,
向外界展示、分享信息,形成开放获取平台,促进学

术交流与传播.

４　趋势预判之二:对接创新体系,拓展服务职能

图书馆常规的职能是信息资源和科技情报的集

散地,然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

也应当主动地思考如何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积极

作用.具体来说,应当以创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作为

３２

大学图书馆创新与转型趋势预判/陈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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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空间利用、作为弘扬大学精神的文化传承、以
及作为支撑国家创新战略的辅助创新等职能.

４．１　再造空间

在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下,空间模式发生了

巨大转变,以藏书为基础、阅览室为主体、满足个体

阅读和研究需要的传统空间布局已不适应互联网络

时代的发展,大学图书馆正逐步演变为支持学习、科
研、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要求的综合性、复合型学习

场所[１６].所有这些演变都表明,空间在图书馆的服

务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事实上,空间一直是图书

馆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分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以

及虚实结合的创新空间.其中,实体空间属于传统

服务的基础设施,用于存放馆藏、提供阅览、营造知

识殿堂的氛围,是读者能静下心来学习、进行研讨交

流的好地方,同时,还是环境文化的集中地,是读者

凝聚思绪、放飞梦想的平台.但其静态、孤立的特

点,不符合现代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虚拟空间则

因为其动态、实时的特点,能够促进互动和社交,同
时,在虚拟空间中很容易对资源按知识结构进行重

组和聚类,进而建立个性化专题档案,实现知识管理

与分享.因此,虚拟空间可被看成是串联实体空间

的灵魂,是激活互动交流的钥匙.
未来,融合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优势的知识空

间或称创新空间,将成为大学图书馆的主体空间模

式,应当重点关注.知识空间可以在场所、学术交流

平台、阅读和专题构建辅助平台、资源(知识)的管理

和利用平台、社交平台等涉及图书馆服务的各个方

面相互支撑、展现综合优势.现在已经存在的IC
(InformationCommons)、LC(LearningCommons)、

KC(KnowledgeCommons)等,可以被认为是知识

空间的试点或者雏形.在知识空间理念下,服务会

绑定社交,资源可升级为知识,相对静态、孤立的实

体空间活动有效组织,图书馆变成了知识交流和创

新的枢纽.其中,物理空间中的书要让位于人,取而

代之以更多的互动交流与研讨环境,进而引入物理

位置感知、３D导航、增强现实等新技术,营造创新体

验氛围;与此同时,在数字空间中应优先考虑建立辅

助阅览和学习的工具和平台,逐步实现从资源聚类

到知识重组的升华,按需嵌入信息素养培训与指导,
创建有效的群组及社交机制,并且基于大数据进行

动态统计和分析,将掌握的读者行为习惯和喜好应

用于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

４．２　传承文化

传承文化、弘扬大学精神,是历史赋予大学图书

馆的光荣使命.大学图书馆拥有资源和空间的独特

优势,有稳定的读者群体,具备通过推动文化活动来

传承文化的有利条件,可以在环境文化、阅读推广以

及育人文化等方面重点突破.
环境文化建设,是图书馆长期存在但今天仍需

要创新的工作.常规的思路是借助历史故事、知识

典故、国情风光、名人名言等营造人文景观,很好的

例子有: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馆中的“孔子学堂”、
“荷田”、“图书馆变迁之沧海一粟”、“日本文化角”等
十余处主题景观.然而在今天、尤其是将来,可能需

要考虑观赏性同实用的结合,同济大学图书馆的“闻
学堂”可供借鉴.“闻学堂”集文献借阅、展览、讲座、
研讨、交流和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基于图书馆搭建起

创新形式的文化教育平台[１７],在为学生营造兼具传

统文化学习和美学熏陶的环境方面树立榜样.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思源阁(上海交通大学文库)”,
则打破传统,以交大人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很好地展

现出交大的学术发展脉络和交大人的精神、文化

特质.
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大背景下,

大学图书馆当仁不让地应成为阅读推广主阵地,关
键是要在思路、载体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形成独有的

文化品牌.可供参考的案例有,武汉大学图书馆的

经典名著闯关游戏[１８],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爱上图

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１０届IFLA国际营销一等奖)[１９],
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圕时光”活动(２０１６年第１４
届IFLA国际营销奖第二名)[２０],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的“鲜悦(LivingLibrary)”[２１].
大学图书馆还应当主动承担育人职能,可以借

助展览、讲座、演讲、知识竞赛等形式,凝练文化育人

的品牌.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巧妙地利用

“五馆合一”的定位,以“物理巨擘、赤子情怀和科艺

双馨”为主题,通过多视角、全载体、重史实的方式,
广泛宣传李政道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对中国科教事业

的突出贡献,激励莘莘学子奋发钻研,形成了优秀的

多功能育人平台,成为校园中备受欢迎的文化地标.
此外,为了切实担当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大学图

书馆还应当重视馆员队伍的自身建设,营造和谐的

组织文化,确保稳定、精良和高素质的服务体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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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辅助创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旗帜下,大学图书馆

必须敢于迎接挑战,为学习创新、学术创新、科研创

新等提供辅助支撑.辅助创新完全可以打开思路,
在各个方面、每个地方落脚生根.例如,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尝试使用定位服务改善大学体验,
借助学生自主开发的学习伙伴程序,帮助学生定位

图书馆内同班同学的位置,帮助学生在图书馆内形

成学习小组[２２].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基于“感知、
认知、探知”的理念,积极开展新技术展示、体验和应

用,首创性地引入了互动屏幕、带有 Kinect的 Xbox
One、３D打印机、各种新技术支撑的新设备等,让学

生有机会亲临体验、感知到新技术魅力,进而通过触

摸新技术、认知并领悟其原理,未来经过学习和潜心

研究、探知更多的创新技术.
另外,也可以通过构建特色环境来营造创新氛

围.创客空间就是一种极具创意和表现力的形式,
对于促进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具有良好的提升作用.
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给出了一个很有推

广价值的案例———交大－京东创客空间(见图２)和
焦土①创客空间,其中,交大－京东创客空间采用９
个废旧集装箱改建而成.创客空间为学生创新创意

实践提供了基地,为学生交流创新思想提供了平台,
为学生DIY 建立了实验室.未来,依托创客空间,
通过举办创业沙龙、宣传创业项目、举办创新竞赛、
组织创新研讨会、支持学生作品展览等,图书馆可以

在辅助创新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激发校园创

意做出贡献.

图２　交大－京东创客空间组图

５　趋势预判之三:强化自身能力,巩固品质服务

为了在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成功转型,图书

馆需要首先夯实基础,增强自身能力,凝练服务品

牌,优化组织结构,强化生态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

确保图书馆服务优质、稳定、而且可持续发展.

５．１　绩效资源

资源建设一直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资源属于

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资源的优劣直接

关系到服务的品质,有限的经费必须最大程度而且

有效覆盖学科才能获得更高的满意度.当前,大学

图书馆应当集中思考面向未来的、有效的资源建构

和评估/价机制,包括:提高读者对资源购置的参与

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建设、评估/价模型,建立自

动化编目系统等.同时也需要考虑资源的投入产出

效益.

ACRL早在２０１０年就指出未来大学图书馆的

重要发展趋势为“馆藏的增长取决于用户”.近年

来,邀请读者共同参与资源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例如需求驱动的采购模式(DDA)②,很好且

充分地发挥了读者在资源建设中的决策作用[２３][２４].

DDA模式经过适当改良,已在国内获得一定程度的

成功应用,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首创的资源建设“三一原则”也值得深

入研究和广泛推广.“三一原则”将资源建设的权限

分配给院系师生、学科馆员和采访馆员,操作时采用

“院系师生说了算,学科馆员定基调”的方式协同完

成购置,其中还包含面向院系分馆１∶１配套经费的

专业资源建设模式[２５].事实上,改变过去图书馆

(馆员)全权决定采购的封闭式决策模式、转而建立

由读者需求驱动的资源建设方式,已经成为今天的

共识,关键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大力推进.
其次,在满足读者和学科需求的前提下,运用科

学模型来规划并分析资源建设的效益和投入产生

比,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有效

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具体来说,基于读者的阅

读、引用、发文等数据,结合学校的学科布局、团队活

跃度、学 者 贡 献 等 参 数,建 立 定 量 和/或 定 性 模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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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焦土”是交大图书馆的谐音.
美国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InformationStandardsOrganＧ

ization,NISO)于２０１４年的 NISORP－２０－２０１４DemandDriven
AcquisitionofMonographs中提出:虽然 DDA 通常被称作PDA,但
在该标准中,推荐使用 DDA作为统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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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２６][２７][２８],用于在采购前对资源的重要性、适用性

和性价比进行评估,在使用后对资源的效果、价值和

满意度进行评价,最终形成合理的绩效型馆藏优化

机制.
另一方面,随着资源数量的增长、尤其是电子资

源的快速增长,提高编目效率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考虑借助关联数据、书评

等新思路来提升资源的揭示度.有条件的话,应当

开发自动化编目系统,或者积极加入资源共建共享

联盟、充分发挥协同优势.

５．２　生态管理

科学有序、高效合理的管理是图书馆保持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确保各项工作协调健康推进的

关键.因此,需要考虑通过改革或重组,在减少内部

业务接口、强化沟通交流机制的基础上,创建一套以

读者为中心的、全新的大学图书馆组织机构.近年

来,一些大学图书馆已经借助机构改革或重组,感受

到发展的潜力,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例如,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０８年进行了全面的机构改革,基于

读者的需求牵引,将原有的１３个部室整合为由读者

服务总部、技术服务总部、行政管理总部及情报科学

技术研究所组成的“三部一所”精简结构[２９],形成了

全新的扁平化、多分馆协同管理模式,真正让读者成

为了中心,有效简化了工作流程,增强了工作协同能

力,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北京大

学图书馆也在２０１５年完成了机构重组,拆解了过去

以馆藏为核心的流通部和多媒体部,取而代之以学

习支持、研究支持、信息化与数据、资源建设、特色资

源、综合管理与协作等六个中心,外加一个古籍图书

馆,以崭新的大部制结构开展读者服务[３０].事实证

明,机构改革或重组势在必行.
有了良好的组织机构,还必须在工作规范和馆

员队伍建设上积极创新.首先要有目的、与时俱进

地制订工作规范,梳理和整合业务流程,优化运行机

制,在兼顾严格性和灵活性条件下,确保机构运行的

制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证工作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其次,可以按照金字塔结构和业务功能分类、分层

(专业、辅助)组建馆员队伍(图３),并且应特别注重

培养馆员的职业素质、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不断强

化和拓宽专业知识,让馆员在融入教学、支持科研、
资源建设、传承文化、辅助创新等不同方面都有机会

发挥作用.

图３　馆员队伍“金字塔”结构

另一方面,面对大数据和数字学术时代的挑战,
大学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强化管理.全

面、有效地管理好各类(基础)业务数据,既可以准

确、实时掌握工作动态,监控业务联动状态;也能够

通过统计分析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简化工作流

程,提升服务品质;进而可以在保证数据统一性和准

确性的前提下,统一口径对外发布数据.条件允许

的话,图书馆应考虑建立数据统计平台,实时、自动

地采集来自各业务部门和应用系统的各类最小单元

基础数据,在需要时一键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归口

报表,然后充分利用这些基础业务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监控各个业务和服务环节,及时发现工作中的

问题.

６　结语

ACRL报告中曾显示:我们不是要寻找和显示

图书馆的价值,而是要让图书馆成为真正有价值的

机构[３１].大学图书馆当前正面临深度转型的关键

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跟上

时代的步伐,密切关注读者的需求,牢牢把握新思

想、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

趋势,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图书馆人应

当以创新的姿态和专业的能力,深化改革,实现全面

转型;应当以博大的胸襟,承担更加重要的历史使

命.相信明天的大学图书馆必定精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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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thepositioningofuniversitylibrary,statusanalysisandusersdemandanalysis,the
paperputsforwardthat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universitylibrarymustholdinnovationasthecore,

transformationasthegoal,beadheretotheubiquitoussubjectservices．Itthentackledwithsevenaspects
ofembeddingservicesinclassroom,supportingresearch,reframingspace,inheritingculture,facilitating
innovation,liftingefficiencyofcollections,promotingecoＧmanagementindetailtoelaboratethedevelop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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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Innovation;Transformation;Trends
７２

大学图书馆创新与转型趋势预判/陈进等
DreamingtheFutureofUniversityLibrary/ChenJin,e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