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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框架与提升策略

□宋姬芳∗

　　摘要　提出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的概念、组成架构和能力要素,通过专家调查对国

内重点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梳理出目前学科知识服务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提升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能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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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载体的数字化、智能化以及信息传输

的全球化、网络化,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手段发生

了巨大变化,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的存在遭遇了挑

战.同时,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要求,更是对

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
大学图书馆如何应对? 转型是必然.要转变服

务理念,改进服务措施,将学科服务与知识服务理念

有机结合,在常规学科服务基础上,拓展与深化学科

服务,开展学科知识服务.正如美国专业图书馆协

会(SpecialLibraryAssociation,SLA)原会长克莱

尔(Clair)认为的那样:“时代已经从追求信息发展到

了追求知识,当知识共享成为一切事情和交流的基

础时,学科知识服务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有效管理

和利用信息的方法”[１].学科知识服务,是未来大学

图书馆服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大学图书馆所具有

的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

１　学科服务能力研究现状

１．１　国外的相关研究

学科馆员是否需要学科背景或者仅依靠一般的

专业技能就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该问题的争论

历时已久,对其讨论也一直在进行[２].约翰 罗德

威尔(JohnRodwell)认为:学科馆员应拥有学科参

考咨询特长,为读者提供专业相关的支持,如数据库

搜索、专业指导、专业馆藏建设等.过去的学科馆员

强调学科背景或者在某一领域有过相关经验,以及

相关的语言能力,新兴的学科馆员更应该具备跨学

科、融入学科研究团队的知识与技能.同时,学科馆

员不仅仅要熟悉本馆馆藏,更要拥有搜索网络资源、
数据库资源、开源资源等的技巧,并能通过适当方式

将这些资源提供给读者[３].不仅如此,学科馆员应

具备积极的应变能力、勇于承担责任,并能通过良好

的沟通,参与到策略制定当中[４].对当代图书馆员

来说,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都很重要[５].而教师更

看重图书馆员在深度学科知识、IT 技能、良好的沟

通技能、提供版权问题方面的建议以及协助建设机

构知识库等方面的贡献[６].

２０１２年１月,英国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玛丽奥克

兰(MaryAuckland)完成的研究报告«重新确立支

撑科研所需的技能»,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当前和今后

２－５年学科馆员所需要的１０大类３２个方面的技

能和知识:１)与专业/学科相关的深度知识等;２)与
研究过程相关的了解本单位当前和变化的研究兴趣

等;３)与合作相关的沟通、协作意识等;４)与信息相

关的娴熟的信息发现、文献检索技能等;５)与研究数

据相关的具有良好的该学科/专业数据源知识等;６)
与信息素质相关的技能等;７)与学术交流相关的提

供学术成果咨询与保存等;８)与资助机构要求、评估

和其他“合理”要求相关的开放获取、引文分析等;９)
与元数据有关的使用、咨询等技能;１０)与新兴的和

web２．０技术有关的技能[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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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大多数文献对学科馆员的能力或图书馆员

知识服务能力内容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多
是能力内容的罗列,并没有完全理清各项能力之间的

内在联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项能力方面:图书

情报专业知识、相关学科知识、信息资源整合能力、掌
握基本研究工具、沟通联络能力、“产品”营销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知识更新能力、信息素质教育能力和科

研能力等.梁瑞华、展晓玲等将这些能力进行了简单

归类,是研究上的进步.梁瑞华将其归为职业素质、
基本知识结构素质、创新素质、信息挖掘和加工能力

四类[８];展晓玲则将其归为基本能力、专业技术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能力三类[９].与之相比,王贵海和吴琦

的研究思路则更值得借鉴.王贵海将学科馆员的各

种能力划分为:知识 & 技能、资源 & 管理 & 应用、营
销 & 教学、评价 & 发展四个方面,下设九个能力层

次,建立了学科馆员“能力云”模型[１０];吴琦则借鉴营

销理论中的４Cs理论,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为

更好地完成其职责所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科研能

力、决策能力、文献传播能力和协作能力[１１].这两篇

论文对能力内容研究的系统性加强了,理清了各种能

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国内相关著作对学科馆员能力也有论述.盛剑

锋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与管理»一书第五章第三节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专门论述了馆

员从事知识服务需要的六种能力[１２];郭晶主编的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研究与进展»第九章“学科馆员

团队建设”第二节的内容即是“学科馆员资质及能力

要求”[１３];梁瑞华也在著作«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体

系»中,专门针对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团队的个体素

质进行了论述[１４].

２　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

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是指图书馆利用

自身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服务人员的优势,以有效

满足学科用户的学科知识需求为目标,充分运用各

种信息技术,有机整合各类学科资源和服务,将增值

的学科知识信息提供给学科用户,满足其教学和科

研所需知识信息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图书馆的学科知识服务能

力是图书馆展现给学科用户的综合服务实力.它既

包括图书馆机构“整体”所产生或形成的能力,也包括

学科馆员“个体”的服务能力.依据大学图书馆开展

学科知识服务所涉及到的主、客观因素和服务实施过

程中的诸因素,可以把大学图书馆的学科知识服务能

力划分为基础服务能力和服务运作能力两大部分.
基础服务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图书馆

自身客观要素(如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和组织管理等

因素)形成的能力,称为客观要素能力;另一部分是

学科馆员在学科知识服务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
即学科馆员的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称为主观要素

能力.
服务运作能力是大学图书馆具体实施学科知识

服务的各项能力,是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技术资源、
组织管理资源以及学科馆员的知识和技能等在学科

知识服务实践中的应用体现,包括学科知识获取能

力、学科知识组织能力、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学科知

识服务提供能力、学科知识服务评价能力等.
上述能力共同组成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

力,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组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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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构成要素

学科知识服务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学科用户的学

科知识需求,这种需求能否有效满足,与大学图书馆

自身主客观的资源、技术、人员和组织管理等因素有

关,也和图书馆实施学科知识服务等因素有关,这些

因素是构成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的基础.

３．１　基础服务能力构成要素

如前所述,基础服务能力包括图书馆作为机构

客观形成的能力以及学科馆员主观具备的各项知识

和技能.

３．１．１　客观要素能力

在学科知识服务中,大学图书馆的客观要素主

要指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和组织管理等因

素,所以客观要素能力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能力、技术

资源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
(１)知识资源能力.
知识资源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为开展学科知识

服务所提供的各类学科资源,它是开展学科知识服

务的基本保障,是其他能力产生的源泉,影响着大学

图书馆提供学科知识信息的水平.
毋庸置疑,知识资源是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科知识

服务的资源基础,是学科知识服务顺利实施的保障.
(２)技术资源能力.
技术资源能力是指在学科知识服务中应用的一

系列信息技术手段、技术设施与设备,是大学图书馆

学科知识服务的重要工具和支撑.
良好的技术支持,使大学图书馆能够高效组织信

息资源,通过分析、筛选和重组,形成满足学科用户需

求的学科知识,并能给用户提供主动、智能化的服务.
(３)组织管理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在学科知识服务

中的管理规范、工作职责、规章制度、考核评估等,是
学科知识服务工作体系和工作制度方面的要求,是
学科知识服务得以顺利实施的组织制度保障.

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可以建立科学高效的

学科知识服务体系,并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
成良性服务管理机制.

３．１．２　主观要素能力

主观要素能力即是学科馆员从事学科知识服务

需要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这些能力要求,有的是馆

员在参与学科服务工作之前已经具备,也有的是根

据工作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培

养掌握的.
(１)专业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具备的某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以

及图书情报学专业知识,这是学科馆员的基本能力

要求,也是学科知识服务达到学科化、专业化水平的

根本保障.
(２)交流沟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妥善处理学科服务过程中服务人

员之间、服务人员与学科用户之间关系的能力,主要

包括与用户交流沟通的能力、与学科团队成员沟通

协作的能力、组织和管理学科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推

广学科服务的能力等.
(３)信息应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对信息资源的灵活掌握和运用能

力,包括娴熟的信息发现和文献检索技能、整理、分
析和提炼用户所需学科信息的能力、熟练使用文献

管理工具的能力、指导用户检索文献和管理文献的

能力等.
(４)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包括提供有关信息创新和使用服务方面的能力和推

送网络信息相关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等.
(５)信息组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组织信息资源的能力,包括元数

据使用方面的能力、建设特色(学科)资源库或学科

机构知识库的能力等.
(６)信息素质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对学科用户进行信息素质培训的

能力,包括培养用户信息意识的能力、设计和实施用

户信息素质教育的能力等.
(７)服务于科学研究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对学科用户科研工作的支持能

力,包括获取本单位和目标单位科研动态的能力、跟
踪所负责学科科研进展的能力、学科分析与评价能

力等.
(８)指导并参与用户学术交流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参与学科用户学术交流活动的能

力,包括向用户提供研究成果的出版、传播,以及长

期保存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与咨询等.
(９)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是指学科馆员掌握相关版权法和知识产权法,

并向学科用户提供法律方面咨询的能力.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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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服务运作能力

服务运作能力是大学图书馆具体实施学科知识

服务的各项能力,主要包括学科知识获取能力、学科

知识组织能力、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学科知识服务提

供能力和学科知识服务评估能力等.

３．２．１　学科知识获取能力

学科知识获取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根据学科

用户的信息需求,获取相关学科知识资源的能力.
图书馆不仅要能满足学科用户明确表达的显性知识

需求,还要能发现用户的潜在需求;不仅能获取本馆

资源,还要能够通过资源共享机制和规范获取馆外

资源和网络资源.全面获取学科知识,是有效开展

学科知识服务的前提和基础.

３．２．２　学科知识组织能力

学科知识组织能力,是大学图书馆组织整理学

科知识的能力,是指图书馆在学科知识获取基础上,
借助智能检索、数据库挖掘等信息技术和手段,对学

科知识进行提取、优化的能力.对知识信息的组织

要充分考虑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严谨分析用户利

用知识的规律和模式,采用融合分析、归纳、推理等

方法对知识进行分类整合和处理,有效解决由于知

识分散给用户使用带来的不便,实现知识有序化.

３．２．３　学科知识创新能力

学科知识创新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在学科知

识组织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智慧,为学科用户提供新

思想、新方法的能力,具体体现为:能够为学科用户

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将学科知识转换成新产

品和新服务的设计,以及针对用户的有效服务战略

和行动,为学科用户提供评价性和预测性知识等,是
实现知识创新和知识增值的关键能力.

３．２．４　学科知识服务提供能力

学科知识服务提供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将形

成的学科知识产品或服务传送给学科用户,并且通

过辅导和培训使其能够正确合理应用的能力.要建

立畅通有效的传送机制和渠道,借助学科知识服务

平台(系统),实现学科知识和学科需求快速准确对

接,并且及时接收学科用户使用情况反馈,催生新知

识的产生和新需求的出现.

３．２．５　学科知识服务评估能力

学科知识服务评估能力,是对学科知识服务开展

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的能力,是大学图书馆对学科知识

服务进行的服务效果评价,主要包括对提供的学科知

识的准确性、有用性、适用性、新颖性等方面的评价,
以及对学科馆员服务能力和服务完成情况的考评等.
图书馆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

制,对学科知识服务实施有效评估,加强对学科知识

服务工作的管理,提高学科知识服务水平.

４　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情况调查

为了解我国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现状

及存在问题,笔者选取国内一部分已开展学科服务

工作的重点大学图书馆,以学科服务主管或负责人

为调研对象,针对客观要素能力和服务运作能力情

况展开调查(学科馆员主观要素能力情况调查见笔

者的另一篇论文).

４．１　调查设计

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情况.包括

被调查机构学科专业分馆的设置、学科馆员的任职

与考核、学科服务的对象及覆盖范围等问题;第二部

分:客观要素能力及服务运作能力情况.从学科资

源建设情况,学科服务的方式、内容及技术支持情

况,学科服务的管理、组织与实施情况,以及目前学

科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机遇与挑战等五个方面

进行调研.

４．２　调查结果

４．２．１　被调查馆的学科服务基本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图书馆学科专业分馆的设

置、学科馆员的任职条件与考核、学科服务的对象及

服务覆盖范围等问题.
(１)学科专业分馆设置情况.
如图２所示,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馆拥有学

科专业分馆(占７２．２％),无学科分馆的占２７．８％.
学科分馆的数量分布方面(见图３),０个学科分馆的

占２７．８％,拥有１－５个分馆的占２７．８％,６－１０
个分馆的占１６．７％,１０个以上分馆的占１１．０％.

图２　学科专业分馆的设置情况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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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学科分馆的数量统计

(２)学科馆员任职及考核情况.
从图４可以看出,约５０％的被调查馆学科馆员

人数在５~１５之间,２０人以上的占２７．８％.表明国

内大多数高校馆比较注重培养精良的学科服务团

队,学科馆员队伍数量相对稳定.也有一部分高校

馆,根据学科服务发展需要,积极吸收新入职优秀人

才加入,学科馆员队伍正逐渐扩大.

图４　学科馆员的人数统计

如图５所示,被调查馆中设立专职学科馆员的

较少 (仅 占 １１．８％),多 数 馆 为 兼 职 学 科 馆 员

(４７０％)或专兼职均有(４１２％).

图５　学科馆员的专兼职情况

学科馆员的聘任方式存在３种情况,４种组合

(见图 ６),以竞聘上岗 和 由 馆 内 选 拔 为 主,各 占

４３８％;其次,由馆内选拔＋自我推荐、竞聘上岗＋
馆内选拔分别占一定比例,各为６２％.调查结果

表明,竞聘上岗与由馆内直接选拔是目前学科馆员

的主要聘任方式,二者平分秋色.

图６　学科馆员的聘任方式

如图７所示,学科馆员的聘任时间有１年聘任１
次、２年聘任１次、３年聘任１次及其他方式四种情

况,其中以３年聘任１次方式居多.在学科馆员其

他聘任方式中,有些馆学科馆员为不定期聘任;有些

与全馆聘任周期一致;也有些馆由咨询部馆员兼职,
没有聘任和考核.

图７　学科馆员的聘任时间

图８表明目前仅有少数馆(占１２５％)对学科

馆员的工作绩效评价建立了比较规范严格的考核体

系或考核内容,绝大多数图书馆(占８７５％)对学科

馆员没有统一的绩效考核办法,仅参照个人年终总

结进行简单考核.

图８　学科馆员的绩效考核方式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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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科服务的对象及覆盖范围.
图９表明被调查馆学科服务的对象包括三类人

员:研究型用户、学习型用户及行政人员.以教师、
博士生、硕士生等研究型用户为主(总计７９３％);
其次是本科生(１５９％),为学习型用户;除上述用户

外,约４８％的被调查馆将校部机关行政人员、留学

生等其他人员也列入学科服务对象,反映了高校图

书馆学科服务的对象在逐渐外延.

图９　学科服务的对象

图１０表明,约５２９％的被调查馆认为其学科

服务已经覆盖本校所有院系,３５３％的被调查馆认

为其学科服务能覆盖本校重点学科,约１１８％的被

调查馆是根据学科馆员情况,选择部分重点院系开

展学科服务.

图１０　学科服务覆盖的范围

４．２．２　被调查馆学科服务客观要素能力情况

从学科资源建设情况,学科服务的方式、内容及

技术支持情况,学科服务的管理、组织与实施情况,
以及目前学科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机遇与挑战

等五个方面进行调研.
(１)学科专业资源建设情况.
图１１和图１２表明,５０％的被调查馆认为其学

科资源已经覆盖本校所有学科,另有４０９％的被调

查馆认为其学科资源能覆盖本校所有重点学科,还
有９１％的被调查馆认为其学科资源仅覆盖部分重

点学科.认为现有学科资源对学科知识服务达到完

全满足的仅２２７％,基本满足占７７３％,无不满足

情况.

图１１　学科专业资源的覆盖情况

图１２　学科资源对学科知识服务的满足情况

图１３表明现有学科资源整合方式主要有四种:
搭建统一检索平台、建立学科资源导航(指南)、建设

学科资源特色数据库及建立学科机构知识库.以采

用统一检索平台(占３１０％)和建立学科资源导航

(３２８％)为主,其次是建设学科资源特色数据库

(２４１％),只有少数被调查馆建立了学科机构知识

库(占１２１％).该调查结果表明目前高校图书馆

对学科资源的整合力度还不够,仅有３０％偏上的被

调查馆采用现有软件系统如知识整合系统、LibＧ
Guides资源导航系统整合学科资源,而在建设学科

资源特色数据库及学科机构知识库等方面所做的工

作相对较少.

图１３　学科资源整合情况

(２)开展学科服务的内容、方式、效果及技术支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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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情况

图１４表明被调查馆学科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学

科用户培训、学科资源建设、学科信息联络、学科服

务宣传、融入教学或科研、学科定题服务等六个方

面.其中排在前四位的是学科用户培训、学科资源

建设、学科信息联络及学科服务宣传,这四项都是常

规性学科服务.深度学科服务如融入学科教学或科

研(占１３．３％)、学科前沿推送服务(占１１．５％)以及

学科电子资源评估、深度学科发展报告、科研人员竞

争力评估等(三项总计占３．５％)项目仅在少数高校

开展.

图１４　学科服务的开展内容

图１５表明被调查馆学科服务的开展方式呈现

多样化发展.常规服务方式如电话、Email咨询、面
对面交流仍然是主要的服务方式,新型服务方式如

QQ等即时通讯软件、移动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以

及微博、微信、学科博客等也很受欢迎.

图１５　学科服务的开展方式

针对学科服务方式技术手段支持情况的调查结

果表明(见图１６),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技术支持

处于 基 本 满 足 情 况 (占 ７７３％),不 满 足 的 占

１８２％,完全满足的仅占４５％.说明绝大多数被

调查馆认为目前尚未实现足够智能化的学科服务,

另有一部分馆还没有采用新型学科服务方式如移动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及微博、微信等.

图１６　学科知识服务方式中,技术手段支持情况

(３)学科服务的管理、组织与实施情况

被调查馆的学科服务管理方式主要存在三种情

况(见图１７):学科馆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挂靠在相

关业务部室管理(占６１．１％);设立专门的学科服务

部门(占２２．２％);其他方式(１６．７％).学科馆员来

自不同的部门,挂靠式管理属于“兼职”学科馆员的

情况;设立专门的学科服务部门属于“专职”学科馆

员的情况.

图１７　学科服务的管理方式

在这些管理方式中,被调查者认为更有效的组织

方式主要是学科馆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挂靠在相关业

务部室管理(占７０．０％),其次是设立专门的学科服务

部门(占２０．０％).也有部分被调查者不同意上述观

点,认为其他管理方式更有效(占１０．０％).
如图１８所示,被调查馆中学科服务的组织与实

施存在两种方式、三种情况:A．单一学科馆员面向

一个或多个院系;B．学科服务团队协作式,一个学科

服务组(团队)面向一个或多个院系;C．A＋B.其

中B 方 式 为 主 (占 ６１．９％),其 次 是 A 方 式 (占
３３３％).关于学科服务实施中的协作情况有四种

(见图１９),学科馆员之间协作、学科服务组之间协

作、本馆与其他单位合作、本馆加入地区或全国性学

科服务联盟,以前三种协作方式居多,加入地区或全

国性学科服务联盟的情况较少.说明目前国内学科

服务合作主要是单位内部的合作或不同单位之间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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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域或全国联盟的开放式协作形式尚未成为

主流.

图１８　学科服务的组织与实施方式

图１９　学科服务实施中的协作情况

(４)学科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图２０表明,学科服务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九个方面:服务内容不够深入、学科用户认可度

低、与院系的联系或沟通有困难、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学科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学科用户交流手段

不够先进、学科服务的管理水平低、学科馆员之间缺

乏合作、学科资源保障率低.其中,与院系的联系或

沟通有困难、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内容不够深入

被绝大多数图书馆认为是最为突出的问题.

图２０　学科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５)学科服务所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
调查问卷中将该部分设计为开放题,经过对所

收集问卷作答的归纳整理,学科服务所面临的最大

机遇主要是:用户的需求与业界的重视.所面临的

挑战主要是:如何与用户沟通及获得用户信任、学科

馆员的能力及学科背景知识提升、相应管理机制调

整、考核与奖励等机制的建立以及服务的可持续发

展等.

５　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学科服务在我国大学图书馆已开展十多年,基
础性学科服务工作已在各馆普遍开展.时至今日,
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发展到学科知识服务阶

段,由于用户需求的专业化、学科化,学科服务环境

的复杂化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开展学科

知识服务机遇与挑战并存.
要进一步深化学科服务,就要从影响大学图书

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的主、客观因素入手,一方面,
加强对学科馆员能力的要求和培养,提高开展学科

服务的主观要素能力;另一方面,大学图书馆要切实

转变观念,通过改变思维理念和应用新技术进一步

提升学科知识服务客观要素能力.

５．１　借助移动技术实现服务泛在化

相对于传统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手机、平板电

脑、电子书阅读器等移动终端具有明显的互动特征.
这种互动性能够进一步拉近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距

离,有助于学科知识服务信息需求的明确、实施效果

的优化和供需无缝对接的实现.
同时,微博、微信、微视频的出现,为学科知识服

务的深化开展提供了便捷途径.图书馆通过官方微

博、微信等多种微服务方式与用户进行沟通,提供信

息服务,顺应了用户空闲时间碎片化、需求内容多样

化、沟通形式互动化、接收方式移动化等不断变化的

信息需求.

５．２　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实现服务手段智能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大学图书馆提供智能

化学科知识服务成为可能.智能化学科知识服务平

台,是基于学科化和智能化理念,借助互联网、高度

集成、能够提供一站式知识服务的学科服务平台.
它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由学科馆员和用户精心组织,
整合和揭示学科资源和服务,为学科用户提供多样

的专业资源和个性化学科服务[１５].
另外,图书馆应该更加注重学科用户在学科资

源共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让学科用户参与到本

学科资源的建设中,特别是机构特色资源和专业学

科资源的建设.利用机构知识库来分享和交流学科

领域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已经成为高校图书

馆学科化服务的一个方向[１６].

５．３　优化管理实现服务可持续化

要完善并深化对学科馆员服务能力的要求.学

科馆员是学科知识服务团队的主体与核心,是学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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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团队有效履行职责的根本条件.因此,对
学科馆员的任职条件要有明确要求,对其应具备的

知识与技能要有确切的规定.
为深化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工作,实现学科知

识服务的目标和任务,还要特别加强并完善学科知识

服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完善学科馆员制度,借助学

科馆员资格认证,明确学科馆员的角色和定位,从制

度上规范学科知识服务的能力要求;建立完善、科学、
系统的学科馆员培训体系,加强对学科馆员能力与素

养的培训与锻炼;探索学科知识服务的管理模式,完
善学科服务的组织保障机制、考核激励机制.

５．４　加强协作实现服务联盟化

泛在服务与智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科

知识资源的即时、个性、定制推送,但随着越来越多

个性化学科资源需求的出现,单靠某一个图书馆的

资源与服务,已不能满足学科用户的需求.通过建

立高校图书馆间联盟以及与其他信息机构合作等形

式来开展协同服务,实现学科知识服务的联盟化发

展,显得尤为必要.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我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活动空前活跃.随着联盟的发展,联盟间由资源共

建共享到协作开展咨询服务,为大学图书馆开展联

合学科知识服务奠定了基础.联盟成员可以借助网

络技术,发挥各自学科服务优势,与其他成员共同开

展学科知识服务,实现学科知识资源和知识服务的

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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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putsforwardtheconceptofuniversitylibrarysubjectknowledgeservicecapabiliＧ
ty,compositionframeworkandtheabilityelements．ItcarriedonsurveysonthesituationofsubjectknowlＧ
edgeserviceinmajordomesticuniversitylibrariesthroughexpertinvestigation,pointedoutthecurrent
problemsinsubjectknowledgeservice,andputforwardsuggestionsonimprovingthecapabilityofuniverＧ
sitylibrarysubjectknowledg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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