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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的调查与思考∗

□李峰　马芳珍　张春红　肖珑

　　摘要　为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分析和决策支持服务,是图书馆发挥人才优势、创新服

务内容、展示服务价值、提高影响力的机会.文章阐述了决策支持服务的定义、特色、与学科服务

的联系与区别等,通过对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决策支持服务的调查分析,将该服务归纳为

以科研数据整合为主的基础数据服务、以事实查询为主的进阶检索服务、以综合研究报告为主的

全面分析服务和以前沿预测为主的深层挖掘服务四个层次,最后指明了决策支持服务后续发展

的方向和重点,为更多的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促进图书馆工作的转型和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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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在转型发展中,提出用户驱动的多

样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模式.以往图书馆的服务

对象以学生、科研人员为主,忽视了学校行政管理部

门(以下简称“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虽然很

少直接利用图书馆的服务,但在对学校的资源配置

和发展方向进行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分析和知识

服务,决策结果对图书馆的工作也有重要影响.图

书馆在深化知识服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意识到

支持管理部门决策的重要性.
高校图书馆的决策支持服务,是以管理部门的

需求为目标驱动,以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数据资

源为基础,图书馆员利用专业的文献搜集技能和情

报分析方法,对多渠道信息进行筛选归纳、数据统

计、综合分析,形成系统的决策知识产品,供管理部

门的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信息,提高决策

效率.
在对决策支持服务的研究中,国外文献主要探

讨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计量方法,例如２００６年,法国、
德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图书馆尝试利用文献计量

方法为管理机构提供研究经费绩效分配的分析服

务[１];２００８年,麦科尔(MacColl)深入讨论了图书馆

提供计量分析和支持服务的意义:重申图书馆在学

术知识方面的作用,认为其作为校园的主要权威和

唯一的中立学术角色,促进了文献计量学等知识的

传播[２];２０１３年,一项调查报告显示,１５６％的英国

图书馆和５０％的澳大利亚图书馆已经或计划提供

“学科 研 究 趋 势”报 告,８６％ 的 英 国 图 书 馆 和

２４２％的澳大利亚图书馆已经或计划提供“候选人

的招聘、晋升或任职评估”服务[３].
国内图书馆从以下角度探讨了决策支持服务.

(１)图书馆服务拓展的重要方向.如杨楠等[４]和刘

雅琼等[５]提出决策支持服务将成为图书馆服务拓

展、用户服务功能重新定位和发展变化趋势的主要

内容之一.(２)决策支持服务的理论分析.如孙玉

伟阐述了机构层面和学科层面的科研信息分析服务

的服务方式、分析方法、核心业务流程[６];唐小利等

从服务对象、情报需求、服务性质和研究方法的角

度,总结医学图书馆面向科研管理与决策的情报服

务[７];王雅戈等探讨面向高校领导用户的决策支持

模式[８];周健等分析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的背

景、意义、基本思路、实施方法、难点、特色、成效及启

示等[９];宋洁阐述了决策支持知识服务的概念、内
涵、特征以及高校图书馆开展该服务的优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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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０].(３)作为学科服务的深化.曹学艳介绍了高

校职能部门的需求特点和学科服务特征[１１];崔林等

指出面向学校职能部门的学术与学科评价与分析服

务也是学科服务[１２];王丽萍等指出高校图书馆决策

支持专利信息服务是深层次学科服务的内容之

一[１３].(４)具体的服务实践与调研.例如北京大学

图书馆[１４]、浙江大学图书馆[１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图书馆[１６]、天津大学图书馆[１７]、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１８]、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１９]、山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２０]等皆有文献介绍本馆开展的一些决策支持服

务的内容;宋洁对“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进行调研,
发现九校联盟(c９)中的图书馆都已开展了决策支持

服务,还有一些高校图书馆的主页中展示了部分成

功案例[２１].
从决策支持服务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有一些

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但内容较为零散,多
数还将其作为学科服务的深化,未成单独体系.笔

者将决策支持服务作为一项独立服务,通过梳理国

内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实践案例,点明服务特点,归纳

服务的层次和体系,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

图书馆开展决策支持服务的策略,为更多图书馆开

展相关服务,彰显图书馆的决策价值和影响力,促进

图书馆工作的转型和发展提供思路.

２　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的特点

决策支持服务的特点包括:服务对象是管理部

门的工作人员;依托图书馆庞大的文献资源;依靠具

有较高信息搜集、数据处理能力以及专业背景丰富

的馆员队伍;分析结果基于客观数据和计量分析,有
别于经验和主观判别;服务的显示度和影响力高.
服务提供的信息具有以下特点:(１)综合性和全面

性,决策需要建立在全局观念之上的全方位信息;
(２)权威性和准确性,决策一旦发布将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依托的信息必须是准确可靠的权威资料;
(３)个性化和特殊性,管理部门分工明确,服务需求

针对性强,决策解决方案需“量身定做”;(４)时间性

和紧急性,管理部门的规划、奖励、统计等工作都具

有阶段性,还经常承担国家部委临时下发的研究任

务,因此信息处理工作也要高效完成;(５)前瞻性和

引领性,决策的深层次价值来源于从信息中寻找未

来发展态势、前沿热点,进行预警分析和前瞻性

研究.

从决策支持服务与学科服务的区别与联系中也

可看出决策支持服务的特色:
(１)服务对象.学科服务的对象是院系的师生、

科研人员,人数可以多达几百人;决策支持服务的对

象是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只有几个人.
(２)服务产品和内容.两项服务都提供差异性、

多样化的服务产品,相同的服务如信息素养教育、基
础课题咨询等,但学科服务的内容更加宽泛,看重日

常的学科咨询和学科资源的建设、整合与揭示等,而
决策支持服务对综合信息的需求更大,提供的是依

据文献的多角度、深层次、综合性的分析报告.
(３)服务方式和过程.两项服务都以用户的需

求为导向,图书馆员与用户不断进行信息交流,服务

过程是交互式的,但学科服务多为嵌入院系的科研

活动,时间长、有连续性,而决策支持服务可能只针

对一项紧急任务,在短时间内需要多次交流沟通,以
尽快解决问题.

(４)服务显示程度和意义.学科服务的影响力

一般限于院系内部、学科领域以及实验室、个人等微

观层面,而决策支持服务是对学科发展和学术动态

的综合分析,更加全面宏观,影响力扩大到全校

范围.
(５)服务的推广和营销.两项服务都需要通过

关注网站、参加内部会议和活动、跟踪最新动态等各

种营销方式,主动推送服务内容,才有生命力和持

续性.

３　国内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模式的实践

根据管理部门的需求特点及其与图书馆工作的

契合点,高校图书馆开展决策支持服务分为四个层

次,即以科研数据收集和整理为主的基础数据服务、
以事实查询为主的进阶检索服务,以综合研究报告

为主的全面分析服务和以前沿性预测为主的深层挖

掘服务,如图１所示.
由于各高校图书馆对此类服务使用了诸如科研

评估、学科知识服务、文献计量分析服务、研究咨询

或决策咨询、情报分析、情报信息服务、科技情报服

务或情报咨询等名称[２２],并且有些图书馆虽然开展

了相关服务,但未在网站等公共渠道揭示,因此本研

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九所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为例,阐述决策支持服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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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

图１　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的层次、类型

３．１　以科研数据收集和整理为主的基础数据服务

全面准确地收集科研基础数据,是开展决策支

持服务的关键工作,是提供权威决策信息的保障.
图书馆应成为学校科研文献数据的中心,从学校多

个部门和商业数据库中收集整合本校科研数据,将
多渠道数据信息进行整合、清洗和标引,形成科研成

果数据库.
很多高校图书馆针对数据收集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从INCITES数据库抓取本校

全部数据,利用校人事系统的教师邮箱将该数据与

教师信息关联匹配,建立了一个基于 QlikView的学

术展示平台[２３];同济大学图书馆抓取本校所有SCI
论文,并自动对应发文人员的工号,个别疑似情况由

论文作者确认;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科研院或

各院系认领的方式,并计划利用机构库对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进行作者辨识和认证;北京

大学图书馆与校社会科学部合作进行文科院系成果

统计,同时从科学研究部获得了经过院系确认的

SCI发文数据,计划建设数据管理平台,以统一管理

本校的科研成果.

３．２　以事实查询为主的进阶检索服务

进阶检索服务是对各类网络公开信息、数据库、
文献资料等进行调研和检索,并对事实、数据及相关

信息进行甄别、梳理和整合分析,形成简洁、直观的

分析统计报告,如基于研究课题的事实查询服务和

科研成果统计报告、学科排名动态报告等.
(１)基于研究课题的咨询和事实查询服务.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承担了学科发展、教育政策

等国家层面的规划和政策制定等科研项目,常需要

围绕特定课题搜集信息,寻求事实数据与文献资料

支持.图书馆员根据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检索,提
供数据资料、调研报告或分析建议.例如北京大学

图书馆应教育部“２１１工程办公室”的要求,收集国

内外高校的学术水平、办学经费等方面的信息形成

报告,报送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浙江

大学图书馆完成了８７个学科的 TOP期刊评定方案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事实数据报告»[２４]以及«大
学图 书 馆 构 成 体 系 调 研»等 一 系 列 信 息 咨 询

报告[２５].
(２)以科研成果统计、学科排名动态等揭示本校

短期学术情况的分析快报.
除了满足管理部门的需求,图书馆还应主动提

供学校近期学术成果进展,如学科ESI排名,各个学

院对学科的贡献度等,以启迪管理部门的决策思维.
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了«未名学术快报»,每期

选择不同的科研分析或进展主题,以学术快报的方

式向全校尤其是管理部门递送;武汉大学图书馆根

据学科建设和学校综合改革的需要,定期推出«ESI
及学科服务动态»等[２６];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完成

了某筹备实验室重要科研产出统计分析报告及多个

ESI分析报告[２７][２８].

３．３　以综合研究报告为主的全面分析服务

综合分析服务除了基于数据库信息检索,还要

参考国家政策、机构评价指标、基金支持情况等信

息,其目的也不再是单纯反映数据统计结果,而是要

通过多个角度、多种文献计量方法对收集的信息和

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全面、系统的大型报告,包
括针对学校整体、机构、学科、个人等多方面的学科

发展和竞争力分析报告.
(１)学校整体学科发展和国内外竞争力水平

分析.
学科整体发展状况是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内

容.通过汇集多样化、多渠道的信息、数据的各种特

征指标及引证关系,对国内外学术机构的科研现状

与学科发展趋势进行综合的客观对比分析,使管理

部门从宏观战略的高度把握本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方向,对学校的各类资源做出更合理的规划和配置.
高校图书馆在此方面探索较多,例如北京大学

图书馆的«北京大学科研实力分析报告»[２９]、清华大

学图书馆的«基于 ESI的清华大学学科分析报告»、
同济大学图书馆的«SCIE/SSCI/A&HCI论文统计

及对ESI学科贡献情况分析报告»以及«基于科研论

文计量的上海地区高校学科评价研究»[３０]、浙江大

学图书馆的«世界一流大学年度对比分析报告»[３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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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

告»[３２]、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华中科技大学学术

影响力分析报告»[３３]等.
(２)以机构或学科为对象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科

研绩效评估.
图书馆还针对某些院系/机构或者学科进行了

分析评估,通过对学科相关事实与数据的调研,结合

多种分析工具及评价方法,根据学科特点和机构现

状,进行学术影响力与科研绩效的综合评价.例如

清华大学图书馆应数学系的人事制度改革和学科规

划需求,完成的«数学学科文献计量分析系列报告»;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海洋学科科研态势分析»、«生态

学科科研态势分析»;同济大学图书馆的«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科合作与竞争优势分析»[３４];武汉大学

图书馆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态势分析»[３５];华中科技

大学图书馆的«华中科技大学与９８５部分高校优势

学科及高影响论文比较分析»[３６]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与中文系合作开展的人文社科

学科发展评估工作尤为突出.复旦大学图书馆基于

本馆老师由经验积累构建的图书数据库,将著者信

息与本校研究人员信息进行机器匹配和人工甄别,
作为专著评价来源;基于专著、论文、获奖、人员队伍

等指标,根据对校内外人文学者的专家访谈确定不

同的数据库的权重值,根据院系老师对报告内容及

评价结果的座谈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较为认可

的人文学科评价报告.
(３)以个人为对象的人才引进及科研人员绩效评估.
客观准确地评价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和发展前

景,对于学校建设至关重要.通过论文、专著、专利

等科研成果以及基金项目、奖励数量等指标,对引进

人才在引进前、引进中和续聘或转正各个阶段的科

研水平进行评估,不仅可以评价目标人选的学术水

平,也可根据学科发展需求,筛选全球顶尖人才,提
供其科研背景、引进可行性的报告,以推进人才引进

工作.
例如同济大学图书馆将拟引入人才的论文与

C９或“９８５工程”高校同学科学者以及本校老师比

对,确立该人才的学术位置,还应学校要求进行学者

的科研绩效评估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人事处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进行引进人才的前评估和已引

入人才的后评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人才评估

工作包括引进人才前、三年中期考核和六年续聘三

个时期.

３．４　以前沿预测为主的深层挖掘服务

高校管理部门的决策制定,更重要的是预测未

来的发展方向.对学科前沿的预测不是停留在学科

层面上,而要深化到学科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热点主

题,利用多角度、多渠道的文献数据对其发展态势和

发展规律进行深度分析和综合解读.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参与校科学研究部承担的教

育部重大项目“基础研究和交叉前沿优先支持方向

战略研究”为例,该项目要求为高等学校“十三五”科
技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科

前沿,对基础科学前沿、面向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
交叉学科领域优先支持方向进行战略研究.北京大

学图书馆利用多个平台和多种工具,对由学科专家

通过经验预测的２３个特定主题(如发动机实验、太
赫兹、超导、忆阻器、合成生物学等)的“研究前沿”进
行文献调研和计量研究,研究对象较学科更为精细

深入.在初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与学科专家沟通,
对分析结果进行评价、确认或修正,综合文献分析结

果和专家意见,形成热点主题的研究脉络、发展方

向、发展建议的综合报告.
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完成了“１２０项颠覆

性技术预见”项目的前沿热点探测与分析,采用科学

研究重大突破(来源于 Science、Nature和 ScienceＧ
Watch)、科学研究热点主题(来源于 ESI)和技术前

沿热点主题(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５份发展规划和经

费预算计划)的数据,通过抽取热点主题、规范标引、
定量分析的研究思路和词频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

析等方法,综合国际、国内、上海市和本校研究热点

确定细分技术领域,形成领域分析报告.

４　启示与建议

从以上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有部分高校图书

馆开展了决策支持服务,但整体上仍处于初步探索

阶段.作为一项对信息素养能力和专业背景要求较

高的知识服务,一些图书馆因为缺乏人力、学校的支

持而持观望态度或者将该工作作为咨询服务、学科

服务的一小部分,没有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有些高

校图书馆在全面分析服务和深层挖掘服务方面的探

索还不够,分析报告仅基于单纯的 WOS数据,数据

源少,方法简单.但是决策支持服务对学校的整体

发展和图书馆的服务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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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承担起成为学

校科研决策智库的作用.
高校图书馆开展决策支持服务,后续发展的方

向和重点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组建专业团队和专职馆员,加强业务培训学习.
高校图书馆开展决策支持知识服务成功的关键

是建立专业化的决策支持服务人才队伍[３７].图书

馆应建立专业的服务团队,引进信息素养水平高、知
识结构多元、专业背景丰富的人才,并对在职人员提

供高层次的业务技能培训.目前部分图书馆成立了

单独的业务部门,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支持

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以及同济大学图书馆的情报分析与研究部等等.
(２)从擅长的分析或简短的报告入手,主动推送

决策支持产品.
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图书馆开展的工作知

之甚少,图书馆可以从科研成果统计、学科排名动态

等揭示本校近期学术情况的指标分析快报入手,定
期向管理部门推送相关产品,以展示决策支持服务

的特色和优势.
(３)与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座谈,了解需求,共同

参与,有的放矢.
需求是服务的起点.图书馆要加强与管理部门

的合作、交流、共享,及时掌握其所需的信息,并以共

同参与项目的形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更精准的决策

支持服务.
(４)通过手册、网页、活动、会议等方式加强各渠

道的宣传推广.
利用图书馆主页、校内信息平台、BBS、宣传手

册等多样化的方式推介决策支持服务.图书馆员还

需积极参与管理部门的活动和会议,邀请管理部门

的工作人员参加图书馆的培训讲座等活动,利用各

种机会介绍图书馆的服务.
(５)加强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图书

馆与数据库商的合作.
基础数据是决策支持服务的核心,但图书馆很

少能获得其他高校的准确信息,如果高校图书馆之

间能开展合作,共享基础数据、分析方法,形成一套

准确的高校之间竞争力分析方案,更具说服力.图

书馆还应与数据库商加强项目合作,解决图书馆人

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为数据库商提供参与学校信

息服务的机会.

(６)服务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形成一系列独特的

信息产品,保持持续性,打造服务品牌.
在满足管理部门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形成连续

性的、有品牌效应的一系列服务产品,例如每年发布

学科竞争力发展报告、前沿研究报告等,以品牌获声

誉,以品牌得发展.

５　小结

从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的典型案例来看,决策

支持服务着眼于学校的战略规划,紧密围绕学校的

核心工作,解决了管理部门的难题,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和赞赏,使图书馆融入学校“主流”,成为决策者不

可缺少的合作伙伴.
未来图书馆需要拓展决策支持服务内容,使决

策支持服务与学科服务工作齐头并进,既支持科研

人员的学术研究,也支持学校的科学决策,使管理部

门、院系、图书馆三者形成良好的合作、支持关系.
图书馆需进一步加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沟通、共
享,充分挖掘决策者的隐性需求,提供更广泛、更深

入、更有针对性、创新性的服务,为学校制定科研政

策、学科发展、人才建设、国际化战略等提供数据支

撑,同时通过此项服务提升图书馆员的信息处理和

综合分析素养,为图书馆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使图

书馆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注:文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

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大部分信息来源于当面访谈,

另外,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部分内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

“学科服务专题研讨会”中范爱红副馆长的专家发言«聚焦需

求,服务学科———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实践与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１２０项颠覆性技术预见”项目介绍

来源于“２０１５年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分析与服务

研讨会及研修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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