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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现状与展望∗

□茆意宏　朱强　王波

　　摘要　伴随数字阅读的迅速普及,高校数字图书馆作为专业数字阅读服务门户与平台正变

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已经基本建成了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在数字图书馆系统

与平台、数字资源建设、数字阅读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来数字阅读比重将继续加

大,阅读行为将逐渐泛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将会在服务对象、技术手段、内容整合、服务策

略、协同创新等方面发生更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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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是驱动信息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世

界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的«２０１６技术趋势与展

望»报告提出,数字化渗透到了万事万物中,也带来

了无处不在的、前所未有的改变:新的技术、新的解

决方案、前所未有的数据量、传统与新系统交织
新的一切[１].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推进下,经过１０多

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图书馆已经基本建成了数字图

书馆服务系统.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各大高校图书馆也都纷纷提出加快发展数字图

书馆.未来５年,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平台与

资源建设、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等将会面临一系列

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学界与业界对高校数字图书

馆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感知变化,洞察趋势,为改

进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出谋划策.

１　数字阅读趋势与高校图书馆的角色

２０１６年４月在杭州举办的“中国数字阅读大

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２０１５年度

数字阅读白皮书»[２],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数字阅读用

户规模已近３亿.２０１６年４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３]显示,

２０１５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

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平板电脑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６４％,较２０１４年的５８１％上升

了５９个百分点,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迅猛

增长;其中,２０１５年有５１３％的国民进行过网络在

线阅读,６０％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８８％的国民

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１１３％的国民使用 Pad进行

数字化阅读,２１％的国民用光盘阅读;对电子书报

刊的阅读情况考察发现,２０１５年我国成年国民电子

书阅读率为２６８％,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３２６本,
电子 报 的 阅 读 率 为 １２％,电 子 期 刊 的 阅 读 率 为

９４％;２０１５年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

时长整体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

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６２２１分钟,
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５４８４分钟,人均每天

微信阅读时长为２２６３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

阅读时长为６８２分钟,人均每天接触平板电脑的时

长为１２７１分钟.可见,数字阅读已是大势所趋.
尤其是对年轻人,生于网络时代的他们从小便习惯

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屏设备间切换,
对跨屏使用的需求尤为强烈,未来必将成为影响互

联网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数字阅读迅速普及的同时,数字阅读内容的

质量却参差不齐.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９日举办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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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工作交流会上,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作了题为«数字化阅读新趋势»
的主题演讲[４],他指出,从数字化阅读的发展趋势来

看,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尤其是手机阅读接触率

连续保持高速增长,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数字化阅

读方式的阅读时长超过了多数传统媒介的阅读时

长,但从数字化阅读内容来看,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

比,其数字阅读的内容质量需要提升.在推进数字

阅读走向深刻的进程中,数字图书馆可以发挥独特

的作用.２００７ 年国际图联(IFLA)发布的«国际图

联数字图书馆宣言»明确定义数字图书馆为数字对

象的高质量在线馆藏.由此可见,高校数字图书馆

服务在推进深度数字阅读服务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根据前述两个调查报告的数据,目前我

国有数字化阅读行为的国民年龄主要在１８－２９周

岁、３０－３９周岁之间,与高校大学生、年轻教职员工

的重合度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与学者通

过互联网获取学习与学术研究信息,对他们而言,高
校数字图书馆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专业数字阅读资源

与服务平台.

２　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现状

２．１　数字图书馆系统与平台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图书

馆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发展阶段.我

国高等院校图书馆也已基本建成数字图书馆系统.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数字图

书馆也逐渐普及.同时,各高校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还陆续嵌入各类公共互联网平台与社区,如即时通

信、BBS、博客、微信、微博、豆瓣等.总体看来,我国

高校图书馆已经初步形成了数字阅读服务矩阵,包
括网络数字图书馆、移动数字图书馆、图书馆虚拟社

区等服务平台.在移动图书馆服务方面,从２００３年

北京理工大学率先开通移动信息服务到２０１５年底,
高校移动数字图书馆发展迅速.根据笔者的在线调

查统计,目前已有超过９３％(约１０８所)的“２１１工

程”院校建成移动数字图书馆.在图书馆虚拟社区

方面,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已经在探索把 Web２０
技术应用到图书馆虚拟社区服务当中,例如上海大

学图书馆的图书馆社区、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民主湖

论坛等,将图书馆虚拟社区建成了有特色的个性化

服务平台[５].武汉大学数字图书馆积极借助第三方

平台,包括新浪微博社区、博客、豆瓣等社会性网络

服务(SocialNetworkingServices,SNS)空间以及

Wiki、RSS等社会化网络服务应用等,搭建知识社区

并开展服务[６].笔者通过在线调查发现,我国“２１１
工程”高校图书馆中有８３所图书馆(约占７１％)开
通了微博.２０１２年以来,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崛

起,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开始关注微信平台,尝试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推送消息、读者互动、在线服务

等,根据笔者的在线调查统计,目前我国“２１１工程”
高校中有１０３所图书馆(约占８９％)开通了微信公

众服务号.
当然,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在初步建成数字阅

读服务平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移动数

字图书馆系统和图书馆社区的普及程度有待提升,
服务功能有待改进,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

术的应用需要加强等.

２２　数字资源建设

根据美国伊萨卡战略与研究部对２０１３年大学

图书馆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学图书馆正在从重视纸

质藏书向重视数字资源转变,研究层次越高的大学

对数字资源的依赖度也越高[７].近年来,在数字出

版高速发展的同时,高校图书馆积累的数字信息资

源也越来越丰富,这些数字资源涵盖电子图书、电子

期刊、数据库、网络资源等类型.目前我国高校图书

馆数字资源的总体情况是数量迅速上升,品类渐全,
比重逐渐超过纸质资源.

从购置经费看,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发布的«高等

院 校 图 书 馆 文 献 资 源 发 展 状 况 报 告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８],全国“２１１ 工程”院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购置经费自２０１３年开始超过纸本资源.图工委发

布的«２０１４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概况»显示,２０１４年高

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购置费继续大幅攀升,５４９ 所

填报数据的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总采购经费平均

值约占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的４９７％[９].在２０１５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全国图书馆出版社高层论坛

上,清华大学图书馆公布的文献采购经费中,电子资

源占到了６５％,其中２０％用于购买国内的产品,

８０％用于购买国外数据库[１０].«北京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８行动计划»也提出逐步调整数字资源和纸质资

源的经费结构比例,力争在５年中由目前的４∶６调

整到５∶５.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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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馆藏数量及比例方面,一些高校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比例迅速提高.从２０１２年起,武汉大学图书

馆的数字化文献资源的馆藏量开始超过印刷型文献

资源馆藏量[１１],２０１５年该馆共收藏纸质图书５９３万

册、纸质期刊９６万册、非书资料２２万册,收藏电子

图书 ７９４ 万 册、电 子 期 刊 １４６ 万 册、数 据 库 ４７４
个[１２];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统计,２０１５年该馆

共有纸本文献总量达５００余万册,纸质期刊６１２４
种,电子图书２３３９３万种,电子期刊６５２万种,中
外文数据库２７１个[１３].据有关调查统计[１４],“９８５
工程”高校图书馆中９０％ 以上单位拥有１００个以上

的数据库,２０％以上拥有２００个以上的数据库;中文

数字资源几乎囊括了国内各大中文数据库,主要集

中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知识资源系

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超星数字图书馆等;外文数

据库也是极其丰富,涵盖了期刊论文、电子图书、视
频多媒体、图像资料、网络资源等,几乎涉及了所有

的学科领域;这些中外数据库中,电子期刊的数量远

大于电子图书;此外,一些高校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

库,包括教学参考书系统、本校毕业生学位论文数据

库、本校专家学者学术库、学科导航库等.
总的看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类型中,

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数据库数量相对丰富,而对公

共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相对较少.数字资源以文本

资源为主,多媒体资源相对不足.适合移动终端的

数字阅读资源不足.缺乏对数字资源的进一步组织

与挖掘、聚合.馆际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也比较

薄弱.

２３　数字阅读服务

数字资源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用户,近
年来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逐渐从注重系统

建设、数字化资源建设转移到数字阅读服务领域,以
用户为中心,利用前沿数字技术,拓展多元服务形

式,包括数字资源整合与导航、移动服务、数字阅读

推广、数字阅读社区等,不断提高用户的满意度.目

前,绝大部分“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门

户已经实现了 OPAC和资源导航整合,建立了面向

用户提供跨平台、跨数据库、跨内容的新型检索平

台[１４].目前我国高校移动数字图书馆的普及率不

断攀升,服务方式主要有 APP应用软件、WAP浏览

器和短信息,根据笔者对“２１１工程”院校图书馆的

在线调查统计,几乎所有“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都

开通了 APP应用软件服务,其中８６所(约占７４％)
开通了 WAP浏览器服务,１９所开通了短信息服务.
在开展数字阅读推广方面,笔者通过在线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均通过各种方式进

行数字阅读的推广,推广方式主要有数字资源宣传

推广、好书推荐、微信推送文章、书评、影评、掌上阅

读达人评选、创办主题论坛、馆办电子期刊等.在数

字图书馆社区实践发展方面,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

图书馆都在尝试提供社区性服务,但总体上仍处于

探索阶段.
根据一些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５年的年终阅读服务

数据统计报告[１５－１９],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

服务的成绩比较显著.从图书馆网站主页访问统计

数据看,２０１５年,复旦大学图书馆主页访问量达

４０７万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主页总访问量计５０５
万次,武汉大学图书馆网站主页访问量为７７１万次.
从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利用统计数据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检索和下载量逐年攀

升,２０１５年全年电子资源检索量达１８亿次,电子

资源下载量达２７７３万次;２０１５年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电子期刊全文下载量达１７００万篇,电子图书下

载量３１３万册;２０１５年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总访

问量超过２０００万次;２０１５年武汉大学图书馆电子

资源访问总量为４０９万次,其中中文数据库访问量

２９２万次,外文数据库访问量１１６万次,不同类型数

字资源的访问量占比分别是中文学位论文５４％,中
文全文电子图书１３％,中文电子刊６％,外文学位论

文１１％,外文全文电子书６％,外文电子刊１０％;

２０１５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数据

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国家标准

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读秀知识库、中国人民大学

学位论文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万方数

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全文库、中经网统计数据

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最受

欢迎的外文数据库有 JSTOR、WebofScience—

SCI、WebofScience—SSCI、ElsevierScienceDirect、

EBSCO—AcademicSearchPremier;２０１５年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全文下载量排名前１００名的外文电子

图书中,Springer出版社和约翰  本杰明出版社

(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的电子图书

所占比例最多,分别为２４％和２０％;从学科分布来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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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文、艺术类的电子图书占４０％,工业技术类占

２７％,生命科学、医药类占２１％,社会科学类占７％,
自然科学类占３％,经济、管理类占２％;２０１５年武

汉大学图书馆最受欢迎中文数据库(排名前５位)是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读秀中文学术搜

索、维普资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最受欢迎外

文数据库(排名前５位)是 WebofScience、Elsevier
ScienceDirect、EIEngineeringVillage、WileyOnline
library、SpringerLink.据微博与微信用户统计数

据,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微博关注人数达２７
万人,微信关注人数达２３万人;复旦大学图书馆官

方微博关注人数新增２０３１个,总数达２万个;微信

关注人数新增９０４３人,阅读数５８万次,转发３８万

次;南京大学图书馆微博关注人数约１４万人,微信

关注人数总数已达２３万人.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已经基本

形成通过互联网阅读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查询数

据库的习惯,尤其是电子期刊和数据库,不少用户已

经产生依赖.不过,现有的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

务方式还比较简单,移动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急

需提升,数字图书馆社区服务以图书馆资讯为主,数
字阅读服务的比例并不高;被动服务居多,主动服务

较少,对用户数字阅读需求与行为的研究不够,对数

字阅读推广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各高校图书馆之

间鲜有协同服务创新举措.

３　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展望

尽管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技术、内容、用户等因素的协

同驱动下,未来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服务将会发

生更多的变化.２０１４年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开

启了一项新的改革,用电子书代替了纸质书,开设了

一个全电子图书馆[２０].未来,数字阅读服务在高校

图书馆阅读服务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３１　数字阅读比重继续加大,阅读行为逐渐泛化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

透,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冲击、改变、吞噬着大众身边

的一切,正逐步成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泛在网

络,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服务”等各种关系

也将加速重构.“互联网＋阅读”将进一步促进数字

阅读的发展,在数量上,近年来国内外一系列关于数

字阅读的调查报告均显示出数字阅读的快速扩展,

未来数字阅读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在内涵上,越
来越多元化的数字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技术不断催

生立体、融合性的流媒体内容,数字阅读行为会逐渐

与视听、体验等融合,成为立体阅读、多维阅读,阅读

行为的内涵越来越宽泛.

３２　以年轻用户为重点,兼顾其他用户群

在服务对象上,高校图书馆将以用户迅速增长

的数字阅读需求为依据,以年轻的大学生、教职员工

用户群体为重点,兼顾校内其他用户群和校外社会

用户,开展数字阅读服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６年８月发布

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１],目前我国

网民年龄结构以１０－３９岁为主,占整体的７４７％.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国民阅读

调查数据,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１８~
２９周 岁 人 群 占 到 ３８６％,３０~３９ 周 岁 人 群 占

２８１％,４０~４９周岁人群占２１１％,５０~５９周岁人

群占９１％.高校图书馆应重点面向年轻用户群体

开展数字阅读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平台

的便利性,面向有阅读需求却因时间、交通等压力无

法到馆的校外用户延伸服务,既扩大了用户群,提高

了影响力,也能有效避免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化服

务带来的空间不足和用户管理上的难题.

３３　数字阅读服务技术与时俱进

在服务技术手段上,高校图书馆将与时俱进,及
时利用新技术,不断改进数字图书馆系统与平台,形
成功能更强大的服务矩阵.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为支撑,充分利用云计算技术和多元智能终端,依托

大数据、语义挖掘等信息技术等开拓智能化的数字

阅读服务.
(１)大力发展、普及移动数字图书馆系统.互联

网正在加速向移动互联网迁移,当前我国的移动通

信正在普及４G,并逐步向５G迈进;移动互联网用户

数迅速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２０１６年８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２１],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７１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１７％;手机网民规模达６５６亿,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提升至９２５％.未

来的互联网将进一步移动化,直至实现全面的移动

互联.在移动互联网的支撑下,高校数字图书馆系

统可以实现情境感知的嵌入式服务,面向用户在不

同情境下的阅读需求,基于越来越多元的智能移动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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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如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手表、智能眼镜

等),实现即时精准的个性化数字阅读服务.
(２)在不断普及数字阅读的同时,高校数字图书

馆还将不断提高数字阅读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应用

数字资源发现与整合技术,将各种分散、异构的数字

资源集成到一起,建立数字资源统一检索平台,通过

简单易行的操作界面对外发布,使用户能更便捷地

获取各种数字化信息.运用语义信息等技术对数字

内容进行智能组织与挖掘,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开发数字阅读推荐系统,实现面向用户的精准、个
性化的数字阅读推荐服务.

(３)及时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利用３D 全息投

影、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增强现实(AugＧ
mentedReality,AR)、混合现实(MixReality,MR)
等现实呈现技术为用户提供各类新型立体阅读服

务,利用电子墨水技术、新型屏幕制造技术等模拟并

超越纸质阅读,改进用户的数字阅读体验.

３４　数字阅读服务内容逐渐深化和立体

在服务内容上,高校图书馆将在稳定发展纸质

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数字信息资源,既包括传统

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也包括各种新型数字资源.在

内涵上,加强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挖掘,满足用

户深度阅读需求;在形式上,拓展多媒体信息资源,
满足用户立体阅读的需求.

(１)数字阅读正在逐步走向深度阅读,高校图书

馆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推进深度数字阅读服务.
艾瑞咨询发布的«２０１５中国手机网民微信自媒体阅

读情况调研»表明,学习知识、获取资讯、休闲娱乐是

微信公众号用户的三个最主要的用途,占比分别为

６３１％、５３６％、５００％[２２].百度与教育部教育管

理信息中心发布的«２０１５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
显示,２０１５ 年 有 近 七 成 网 民 使 用 互 联 网 进 行 学

习[２３].可见,深度数字阅读服务将逐渐成为主流.
高校图书馆应顺应潮流,加强数字资源(包括传统文

献资源的数字化和各种新型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

工作,将购买的商业数据库和自建数据库有机结合

起来,加强机构知识库、原生数字资源、开放获取资

源的建设,建立特色数据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青少年网民分享意

愿、评论意愿、网络依赖程度和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

均 高 于 总 体 水 平,信 任 互 联 网 信 息 的 比 例 达

６０１％[２４].高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公共网络信息

资源,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将其与馆藏

数字资源相融合,统一为用户提供数字阅读服务.

２０１５年７月联合国召开了互联网大会,目标是“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社会”,联合国报告指出,世界

的大方向要往包容性、可持续的知识社会去发展.
«国际图联战略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１)草案»提出,从信

息和知识提供、文化遗产传承、自身能力构建等方面

着力,加强图书馆在社会中作为信息中心、教育中

心、研究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应加

强知识管理,对馆藏数字资源进行深度加工、聚合,
满足用户深层次阅读需求.

(２)拓展立体阅读服务.网络环境下,不断创新

的数字信息技术突破了技术对内容呈现的阻碍,从
文本到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甚至３D、VR、AR等,
内容表现力越来越强.而媒介的融合发展使数字信

息资源逐渐呈现出多媒介(文本、图片、语音、电影、
电视、动漫、AR、VR等)、多形态(数据、资料、知识、
情报等)信息融合的趋势.高校图书馆应顺应多媒

介信息融合的趋势,扩展数字多媒体信息资源,包括

有声数字资源、视频数字资源、多维呈现的数字资源

等,拓展立体阅读服务.目前视频媒介发展迅速,视
频读物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

的突破,VR读物逐渐崭露头角,将成为图书馆新的

采购对象.有声图书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兴

起,８０年代以后在美国图书市场逐渐普及,目前在

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发展态势较为强劲.进

入数字时代,各种屏幕信息让人应接不暇,人们的眼

睛不堪重负,需要开发耳朵的“阅读”功能,高校图书

馆可以扩展(采购或制作)有声数字资源,发展听读

服务,既能解放人的眼睛,又能满足用户在各种运动

休闲时间的信息利用需求,延伸高校图书馆的阅读

服务.

３５　数字阅读服务策略越来越多元和有效

在服务策略上,高校图书馆将以用户为中心,依
托各种数字服务平台和主流服务方式,大力开展融

和移动阅读服务、社会化阅读服务、微阅读服务、智
能(个性化、精准化)阅读服务、融合服务(多屏融合、
新旧媒介融合、虚拟与现实融合)、阅读推广服务等

于一体的数字阅读服务,提高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

服务的效果和用户的满意度.
(１)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阅读服务机制.

数字时代,用户获取内容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面对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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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高校图书馆将不断强化用户驱动的服务机制,
基于数字服务平台,运用数据挖掘等手段,即时跟

踪、分析用户的数字阅读需求与行为特征,开展用户

自助、个性化、智能化等阅读服务.
(２)移动优先,不断拓展移动阅读服务.随着越

来越多的用户从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高校图

书馆将逐渐普及移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利
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移动终端为用

户提供随时随地的阅读服务.
(３)不断普及社会化阅读服务.２０１６年４月中

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２０１５年中国

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提出,社交应用成为网

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沟通交流、关注新闻热

点及感兴趣内容、获取及分享知识是人们使用社交

应用的主要目的[２５].高校图书馆将会充分利用微

博、微信、SNS等各种公共的社会化服务平台或自

建的用户互动平台,设立图书馆用户服务社区,即时

与用户互动,既可为用户提供交流阅读心得、反映阅

读需求的平台,又可从中了解用户的阅读动机、阅读

兴趣,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指导,宣传推广、交流分

享各种数字阅读精品.
(４)利用微信息服务平台开展微阅读服务.随

着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微信息服务平台的崛起,越
来越多的知识以碎片形式散布于微信息环境之中,
用户直接参与碎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知识需求、
获取、利用及交流等行为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催生和促进了微知识服务的发展.微知识服务具有

内容简约、传播直接、用户易于接受等优点,高校图

书馆应充分利用各类微信息平台开展微阅读服务,
基于用户的需求,推荐优秀电子图书与期刊论文摘

要、深度网文等内容.
(５)不断提高数字图书馆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知识组织与挖掘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境感知服务、个性化服务、精
准服务等智能化服务不断出现.高校图书馆可以利

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开拓馆内外智能感知

式阅读服务,提供基于用户所处实时情境的知识服

务;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与

行为特征进行挖掘,利用语义网等知识组织技术对

数字资源进行重组、聚合,针对不同的用户群开展智

能推荐、个性化阅读服务,提高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

的精准度和用户的满意度.

(６)不断提高数字阅读一体化服务的水平.集

成各种技术支撑的服务方式,积极开展多屏融合服

务、新旧媒介融合服务、虚拟与现实融合服务,实现

数字阅读一体化服务,优化用户的阅读体验.发挥

云计算、云存储和跨屏云服务的优势,在云中集中组

织、分发阅读内容,并统一管理用户阅读数据,满足

用户在多元终端上不断切换、连续阅读的需求.协

同安排线上与线下服务,对数字阅读服务与传统纸

质阅读服务进行统筹安排,打通传统阅读用户群和

数字阅读用户群,满足用户在线上线下关联阅读的

需求.
(７)加强数字阅读推广,从被动服务逐渐转向主

动服务.以熟悉数字阅读的年轻馆员和推广经验丰

富的骨干馆员为核心,建立专业的数字阅读服务宣

传推广队伍.通过搜索引擎优化等技术,引导用户

使用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对馆藏数字资源与互联

网上的知识资源进行收集、加工整理、聚合,通过网

络推荐书目、网络文摘、网络书评、专题或热点知识

推荐和链接等为用户提供知识推荐与导读.利用个

性化推送技术,捕捉用户的兴趣爱好,即时将可能引

起用户兴趣的内容推送给用户.围绕社会热点需

求、主流用户的核心需求,主动开展专题阅读服务,
通过送上门等多种手段吸引用户.通过社会化平台

与用户互动,举办各种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更好地满

足广大用户对数字阅读的需求.发挥高校图书馆的

学术资源优势,努力拓展深度数字阅读服务,进行优

秀数字读物的导读、解读,引领越来越多的用户养成

深度数字阅读的习惯,提高其数字阅读素养.

３６　高校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在馆际协同服务方面,高校图书馆将不断加强

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与推广平台,充分发

挥云存储、云计算技术的优势,突破一校一馆局限,
实现高校数字图书馆硬件设备、软件系统、服务与数

据的共建共享.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联合参考

咨询、联合建库、集团采购等方式建立区域或专业系

统范围内的数字阅读服务联盟.同时,可以与高校

内部的教学行政职能部门、校外的数字出版机构、大
众传播机构等协同开展数字阅读服务创新与推广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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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ituationandFutureTrendsofDigitalReadingServiceinAcademicLibraries
MaoYihong　ZhuQiang　WangBo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digitalreading,academicdigitallibraryhasbecometheimporＧ
tantprofessionaldigitalreadingserviceportalandplatform．Atpresent,thedigitallibraryservicesystems
havebeenbasicallycompletedintheacademiclibrariesinourcountry,includingtheconstructionofdigital
librarysystems,digitalresources,anddigitalreadingservices．Inthefuture,theproportionofdigitalreadＧ
ingcontinuestoincrease,thereadingbehaviorisgraduallygeneralized,andthedigitalreadingservicein
academiclibrarieswillhavemorechangesintheserviceobject,technology,content,strategy,coordination
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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