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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空间拓展研究

———以１９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空间战略规划为例

□周晓燕∗　吴媛媛

　　摘要　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空间面临着巨大变革,国外高校图书馆通常通过制定战

略规划来明确图书馆空间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通过对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调研,可以了解国

外高校图书馆空间设计的发展趋势.文章调研了２０１６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发布的世界大

学排行榜中排名靠前的１９所大学的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采用网站调研法、统计分析法,获得了国

外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拓展的战略目标,包括:满足用户需求、创建高质量的图书馆空间、发展图

书馆虚拟空间、保护特色馆藏等,继而从动态评估图书馆空间、与用户共同规划图书馆空间、建设

图书馆虚拟空间、拓展图书馆物理空间这四个角度分析了国外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的拓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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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４年９月,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发布的

研究报告«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不断变化»(The
ChangingLandscapeofLibraryandInformation
Services)指出: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服务引起

图书馆的更大变化[１].并预测到２０２４年,很多图书

馆将会转变成学术空间,尽管依旧提供物理馆藏所

需空间,但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学术支持服务.
高校图书馆已经不是传统定义中物理馆藏的保存空

间,而是具有多样化功能的服务空间,例如提供学生

咨询区、创新型教室、合作空间、媒体创作中心等.
不少高校图书馆为了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变化,已
经开始重新规划空间甚至建设新馆,以适应图书馆

工作由“阵地战”向“网络战”的转变.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２０１６年４月７日,笔者选用中国知网(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组配使用检索词

“高校图书馆”和“空间拓展”,通过主题检索,共检索

出相关文献１１篇.用同样的方法在“WebofsciＧ

ence”数据库,组配使用检索词“universitylibrary”
和“spacedevelopment”,通过主题检索,共检索出

１２７篇论文,经过人工筛选,除去与高校图书馆服务

空间拓展不相关、重复以及相关度不大的文献１０７
篇,得到相关文献２０篇.

通过对上述３１篇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发现国内

外对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拓展的研究数量少且主题

分散,主要集中在信息共享空间、馆藏空间、图书馆

建筑设计３个方面.信息共享空间是数字时代高校

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国内学者王旭艳介绍了信息共

享空间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产生的背景、模式、特征、
长处及信息共享空间中的资源、合作、空间设置和人

员构成[２].谢赫亚斯兰(SheikhArslan)调查了巴

基斯坦的１１７所大学图书馆,有９７所大学进行了信

息共享空间的建设,比例高达８２．９％,而且其他图

书馆也表示计划进行信息共享空间建设[３].信息的

爆炸式增长使得图书馆员面临馆藏空间合理利用的

问题,李嘉琳认为网络信息的海量和易传播性、共享

性促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必须向网络空间拓

展.图书馆功能的多样化使得很多高校图书馆的馆

０４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通讯作者:周晓燕,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３２７６Ｇ１３５２,bnuzhouxy＠１２６．com.



2
0

1
7

年
第1

期

舍需要重建或扩建[４].钱霞提出了在高校图书馆建

筑设计中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问题,并介绍了已建成

的几个高校图书馆值得分析和借鉴的方面[５].
以往的研究中,基于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探讨

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发展趋势的研究论文不是很

多,本文就此作如下探索.

３　战略规划样本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３．１　分析样本的选择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News& World
Report)以全球科研声誉、地区科研声誉、出版物等

１２个要素为基准,２０１６年对６０个国家的大学进行

排名,笔者调研了排名前５０的大学的图书馆的网

站,发现有１９所大学图书馆对空间发展作了战略规

划,见表１.

表１　图书馆对空间发展作战略规划的１９所大学

序号 学校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

排名

所在

国家

１ 麻省理工学院 ２ 美国

２ 牛津大学 ５ 英国

３ 剑桥大学 ６ 英国

４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８ 美国

５ 哥伦比亚大学 ９ 美国

６ 耶鲁大学 １４ 美国

７ 多伦多大学 １６ 加拿大

８ 伦敦帝国学院 １８ 英国

９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１９ 美国

１０ 杜克大学 ２０ 美国

１１ 康奈尔大学 ２１ 美国

１２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２３ 美国

１３ 西北大学 ２５ 美国

１４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３０ 美国

１５ 波士顿大学 ３２ 美国

１６ 俄亥俄州立大学 ３４ 美国

１７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３９ 美国

１８ 南加州大学 ４４ 美国

１９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４６ 美国

３．２　研究方法

以上述１９所国外高校的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为

样本,采用网站调研法和统计分析法,从图书馆服务

空间的发展愿景、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措施３个方面

对样本进行梳理.重点对样本中服务空间的拓展战

略目标及战略措施进行分析统计,发现国外高校图

书馆服务空间的拓展趋势,以期对我国高校图书馆

制定战略规划以及优化图书馆空间提供建议.

４　国外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的发展趋势

４．１　国外高校图书馆服务空间的发展愿景

完整的图书馆战略规划包括使命、愿景、价值观

以及战略目标共４个要素[６].其中愿景代表着图书

馆的发展方向.为了直观地了解国外高校图书馆关

于空间发展的设想,笔者以“空间＋愿景”为关键词,
在上述１９所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里进行搜索,发
现有４所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里提到了关于服务

空间的愿景,见表２.

表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关于服务空间的愿景

学校 空间愿景

麻省理工学院
为了用户之间的合作式的学习和工作,创建高质

量的图书馆空间.

耶鲁大学
耶鲁的图书馆空间是可以启发灵感的,并且适应

学术与科研的不断变化.

伦敦帝国学院
提供世界一流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专业技

能和空间.

杜克大学
图书馆的物理空间鼓励思考、智力探索以及学术

交流.

　　从表２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图书馆关于服务空

间的愿景提法不一,但都希望创造一流的服务空间,
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服务于用户的学习、科研

和交流.

４．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是高校图书馆对其战略规划活动预期

取得的主要成果的期望值,同时也是对其所要达成

的目的的进一步阐述.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发展

目标,主要集中在优化空间、创建高质量的图书馆、
满足用户需求等方面,见图１.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

战略目标,我们对图１中出现２次及以上的目标进

行分类合并,总结出大致四个方面:满足用户需求、
创建高质量的有吸引力的空间、发展虚拟空间、重视

发展保护特色馆藏的空间,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具

体分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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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战略目标

４．２．１　满足用户对空间的需求

数字环境下,读者的信息意识和信息需求日益

丰富.面对读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高校图书馆

应该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标,创
造体验更好、满意度更高的空间.在１９所大学图书

馆中,有６所的战略规划提出空间发展要满足读者

需求.例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在其发展战略中明确提

出要确保空间能满足读者需求[７].伦敦帝国学院图

书馆同样认为空间应能够满足科研人员和学者不断

变化的需求[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也提

出要创建动态、灵活的空间,以支持用户、馆员和馆

藏不断变化的需求[９].

４．２．２　创建“有吸引力”的图书馆空间

１９所大学图书馆中,有６所认为需要创建一个

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促进个人或合作式学习、教学以

及科研.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提出要创建高质量的

图书馆空间,促进有效的合作式学习和工作,以及通

过改善的图书馆服务和空间来提升校园学习体

验[１０].剑桥大学图书馆同样认为需要创建一个吸

引人的环境,来支持用户的科研、教学和合作学

习[１１].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图书馆也希望通

过提升物理空间来支持校园的教学、学习以及科研,
并促进个人或合作式学习、研究[１２].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图书馆的目标是:向用户和工作人员提供多

功能的、舒适的、灵活的、具有吸引力的、有益身体健

康的空间;该服务空间与社区合作既有助于用户安

静地思考,又是适于团队合作的场所[１３].

４．２．３　大力发展虚拟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空间不再局限

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的发展可以让图书馆的用户

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随时随地使用图书馆的信息

资源.国外高校图书馆纷纷开始重视虚拟空间的发

展,例如: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认为要使物理空间和虚

拟空间相结合,以促进学习和知识创造,使高校图书

馆成为一个虚拟实在的学习社区[１４].康奈尔大学

图书馆希望创建动态的虚拟图书馆、培养虚拟知识

的发现技能[１５].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提出

虚拟空间拓展的目标:在数字化时代创建世界级的

虚拟图书馆[１６].

４．２．４　重视空间拓展中特色馆藏的保护

图书馆一直以荟萃人类知识精华、保存人类文

化而著称,学校图书馆除提供师生必需的文化知识

外,作为学校的文化载体,还肩负着保存本校历史文

化的重要使命[１７].特色馆藏是学校历史文化的载

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部分图书馆将特色馆

藏的保护列为空间发展的目标之一.比如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在其战略规划中提到了要扩大和改善用

户工作空间,更有效地利用排架设施,提高对特色馆

藏的保护[１８].

４．３　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战略措施

各高校图书馆为完成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都
给出了相应的战略措施.１９所高校图书馆的战略

规划中,关于空间发展的措施,出现２次及以上的有

１３个,见图２.

图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关于空间发展的措施

如果从拓展手段和拓展对象两个角度对空间发

展的措施进行分类.拓展手段包括调查用户需求、
评估图书馆空间使用情况以及与用户合作共同规划

图书馆空间.拓展对象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
物理空间的发展措施包括建设新馆和优化空间,优
化空间又可划分为技术优化和功能优化.技术优化

是创造先进的技术环境、提供信息技术设备以供使

用,功能优化有提供会议室、举办展览等活动.下面

从两个角度、四个方面对国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

的措施作进一步分析.

４．３．１　动态评估图书馆空间

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改进工作,增强读者对图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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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满意度,进而保持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是
改进图书馆工作和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１９].
高校图书馆为提高用户满意度,可从了解用户需求、
评估图书馆空间使用情况入手,对图书馆空间进行

重新规划.杜克大学图书馆在其战略规划中提出要

定期评估所有图书馆空间的使用情况,并且力求空

间的使用计划与用户需求相一致[２０].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指出要对当前的图书馆使用空间进行评

估,并根据评估建议做出相应改变,而且在评估方式

上选择与外部机构合作[２１].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图书馆同样在其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战略规划中,明确

提出了根据用户的使用数据和调查问卷来改善图书

馆空间[２２].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图书馆也计

划组建任务小组,评估空间的效用[２３].

４．３．２　与用户共同规划图书馆空间

在评估图书馆空间使用情况、调查用户需求之

后,大学图书馆需要根据结果做出相应改变.重新

规划空间时,很多高校都提出让学生、教职员工参与

到空间的重新规划.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在

其规划策略中提到,与图书馆的利益相关者(教员、
学生、毕业生、科研群体)合作来提升图书馆的使用

体验[２４].牛津大学图书馆认为需要考虑调查反馈

结果,改善读者现有的环境[２５].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同样计划与学院中所有员工合作,来优化中央图书

馆的翻新计划,创造一个先进的学习合作空间[２６].

４．３．３　建设图书馆虚拟空间

２０１２年,维克多泽维斯基(VictorZverevich)
对虚拟空间的定义做了一定的描述,认为除了实体

的物理空间,还有不可见的图书馆空间:包括网络服

务器、计算机内存及存储空间、通讯频道、无线互联

网等,用于支持读者访问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并称

之为“虚拟图书馆空间”[２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图书馆的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虚拟空间可以

让用户随时随地访问、学习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提出了“在物理和虚拟图书

馆空间进行投资”的目标,并制订了与之相应的发展

策略[２８]:一是通过不断增加的虚拟服务以及到馆服

务项目来将图书馆呈献给用户;二是创建动态的虚

拟图书馆和培养用户发现虚拟知识的技能.
西北 大 学 图 书 馆 希 望 通 过 打 造 “智 能 空 间

(SmartSpaces)”,支持视频会议、跨国专家研讨会

等,让用户跨越物理障碍,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

系[２９].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更是提出了要

在数字时代建立世界级虚拟图书馆的目标,并且计

划开展一个“虚拟图书馆”体验项目,让用户体验访

问虚拟图书馆以及和数字化馆藏的效率.加州大学

图书馆发展高效的在线基础设施、工具和服务,支持

数字化科研和馆藏[３０].波士顿大学图书馆则为在

校生提供物理和虚拟的学习环境,以提高学生发现、
访问和分析信息的能力[３１].

４．３．４　拓展图书馆物理空间

维克多泽维斯基(VictorZverevich)在２０１１
年对图书馆空间作这样的定义:“图书馆空间是所有

存放印刷资源及传统图书资料,并提供读者服务的

物理空间的集合,在这个空间里也进行所有图书馆

的业务运行,是各种技术及通讯活动的发生场所”.
物理空间存放印刷资源并服务于读者[３２].调研１９
所大学的空间发展策略,发现物理空间的发展举措

主要是:建设新馆、优化图书馆物理空间.
(１)建设新馆.
建设新馆可以减轻已有图书馆的压力,扩大现

有空间.但是要建设新馆必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所以在调研的１９所高校图书馆中,只
有两所提出了建设新馆的计划.牛津大学图书馆认

为需要先向相关部门咨询,然后提出将人文学科图

书馆新楼建设在拉德克里夫天文台街区的计划,新
馆建设将充分考虑科研和教学的最新需求[３３].多

伦多大学图书馆计划建立罗伯兹空间,该空间可以

容纳１２００个座位,另外还拟在市区校园里建设罗伯

兹图书馆,以满足提供高质量学习空间的需求[３４].
(２)优化物理空间.
图书馆物理空间功能的多样化趋势,使得国外

高校图书馆都计划优化现有的物理空间,希望可以

向用户提供更多空间来帮助他们进行学习和科研活

动.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调研的１９所大学图书馆

在优化物理空间方面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牛津大学图书馆从图书馆设备、空间运用两方

面对其物理空间进行完善.例如:①与信息技术部

门签订服务等级合同,来确保物理空间的信息技术

设备合理运作并且能够满足员工和读者的需求;②
为达到物理空间功能多样化的目标,积极开发和利

用空间来支持教学、科研以及更广泛的用途(包括提

供会议室、展览等活动的空间和设备);③开放威斯

顿(Weston)图书馆,重新规划空间并有计划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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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及机器;④与牛津大学以外的部门联合提供服

务,评估现有空间的灵活性[３５].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计划修复托马斯费舍尔珍本

图书馆(ThomasFisherRareBookLibrary),希望

通过创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物理环境和安全控制

措施来保护和保存其世界级的珍贵书籍、手稿和档

案的收藏[３６].
杜克大学图书馆计划:①为了给教学、研究、展

览和精选的馆藏提供更多的空间,启动珀金斯图书

馆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４８年间建筑空间的改造部分;②为

教员 和 学 生 增 加 人 文 学 科 实 验 室 和 其 他 合 作

空间[３７].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技术和特藏方面都有下

一步计划:①采取内部评估委员会近期评估的建议,
在巴特勒(Butler)图书馆入口升级导向标示系统;

②继续提升具有现代环境、安全保障、教学和展览功

能的“晨光(Morningside)校区”的水平,激励该校区

满足图书馆对规模巨大且设计精良的特色馆藏保护

设备的需求[３８].
美国西北大学图书馆希望:①构建将专业知识

空间、数字作品的创造区域、地理信息系统(GIS)、
数据服务、２１世纪信息通道、多媒体技术连接起来

的学者空间;②减少过时的服务和馆藏空间,发展灵

活舒适的空间,以促进专业学习、合作、教学;③为计

划举办的公共活动(演讲、表演和高质量的展览)谋
划空间,使图书馆的服务更加完美,图书馆的空间价

值更加多样化[３９].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与支持的科研项目

合作创建物理空间,从而促进图书馆雇员与社区教

员和科研人员的高效互动[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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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ForeignUniversityLibrarysServiceSpaceExpansion
—TakeStrategicPlanningof１９UniversityLibrariesofU．S．News２０１６forInstance

ZhouXiaoyan　WuYuanyuan

Abstract:Inthedigitalage,librarysservicespaceisfacedwithgreatchanges,andforeignuniversity
librariesusuallymakestrategicplanningtoestablishtheirfuturedevelopment．Throughtheanalysisofthe
strategicplanningwecanunderstandthefuturedevelopment．Inthispaper,weadoptthemethodofwebＧ
sitesurveyandcontentanalysistoanalyzethe１９universitiesstrategicplanningofU．S．News２０１６．FinalＧ
ly,wesummarizestrategicobjectivesofservicespaceexpansionofthesurveyedlibraries,includingsatisfyＧ
ingusersneeds,creatinghighＧqualitylibraryspace,developinglibraryvirtualspace,protectingspecial
collectionsandsoon．WethenanalyzeextensionofforeignuniversitylibrariesservicespacefromtheasＧ
pectofdynamicassessmentoflibraryspace,incollaborationwithusertoplanlibraryspace,constructing
libraryvirtualspace,expandinglibraryphysicalspace．

Keywords:SpaceExpansion;StrategicPlanning;University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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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HotspotsandForegroundofInternational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２０１４－２０１５):FullSampleAnalysisof２７SSCICoreJournals
SuFu　KePing

Abstract:Thepaper madeanalysisondatafrom WebofScience withvisualizationtechnologyof
Citespace．Byfollowingprincipleofcitationanalysismethod,coＧoccurrenceanalysismethod,wordfreＧ
quencyanalysismethodandlogＧlikelihoodratioalgorithm (LLR),PageRankalgorithm,itanalyzed３２８７
articlesofSSCIfrom２７speciesofINFORMATIONSCIENCE&LIBRARYSCIENCEjournalsfrom２０１４
to２０１５andmademappingknowledgedomainsofresearchhotspots,fronts,domainofLISinthisfield．It
thenrevealedthehotspotandfrontswhichfocusedonrelatedsubjectsof４domains:traditionalLISfield,
medicalinformationfield,computerscienceandmanagementsciencefieldandfoundthatsubjectssuchas
webometrics,informationneed,Indexing,informationseeking,tissueengineering,namematchingalgoＧ
rithm,web２．０,nonsourceitem,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tam)werehotspotsin２０１４－２０１５,while
knowledgemanagement,webometrics,hindex,coreactivity,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unifiedtheoryof
acceptanceanduseoftechnology(utaut),ITgovernancewillbethetrendofLISinthefuture．

Keywords:LIS;Hotspots;Fronts;InformationVisualization;ScientificResearch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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