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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邓胜利　秦阳

　　摘要　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应大力加强绿色信息服务建设.
文章在采用文献调研和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外数

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模型进行了扩充和细化,并明确了具体实现方式.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减

少生产能耗、使用能耗以及建设绿色生态的实体图书馆.研究表明,国外政府不仅高度重视图书

馆等信息机构的绿色信息服务建设,还强调其他相关行业的绿色发展与之紧密结合,现已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服务评价体系.鉴于此,文章从政府政策保障、完整评价体系构建和跨行业实施三个

角度,提出了我国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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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已引起全世

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信息技术和服务领域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２％,并呈

逐年增长趋势[１].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

示,为保证全球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２０２０年,我国将实现４０％－４５％的节能减排目标.
由于信息服务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国家和政府

都高度重视信息服务的绿色化.绿色信息服务是指

将传统的信息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实现

从信息产生到访问、使用和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环境友好及可持续利用.绿色信息服务致力于以

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方式生成输出信息,以支持具

体的学术研究或决策活动,满足个体用户以及政府、
学校、企业等组织的具体信息需求[２].

图书馆不仅是公民提高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
也是承担环境责任的重要载体.图书馆要从传统服

务模式转向绿色信息服务,实现重点在于以下几个

方面:①建设绿色图书馆.涉及场馆改造、空间再

造、绿色建筑与环保设计以及环境素养教育;②节能

减排.具体包括量化并减少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

提高数据管理效率以降低数据中心能耗,降低读者

信息检索与出行能耗等,由于相关研究较少且分散,
故节能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③政府宏观调控.
政策保障和资金扶持缺一不可.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外学者从图书馆

信息载体和信息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绿色图书馆

建设等视角进行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国外图

书馆开始向绿色信息服务转型,其绿色信息服务的

开展也促进了相关机构和其他行业的变革.国内对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鲜少

从图书馆具体能耗测量和国家宏观调控等角度提出

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完善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进而促

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于把重点放在图书馆场馆建设以及环境素

养教育上的绿色图书馆研究,本研究更加强调大数

据环境下信息服务的各个阶段节能及其绿色建设的

总体布局,这需要政府和其他相关行业的积极配合.
通过调研和分析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相关文

献,扩充和细化了国外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估算模

型,并总结了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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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归纳出对我国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的

启示.

２　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理论研究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乔杜

里(ChowdhuryG)指出:信息机构应致力于为学生、
学者、大学管理体系或者其他类似政府机关提供环

境友好的信息服务.通过绿色信息服务,可以有效

促进碳平衡,实现节能减排及信息机构的环境可持

续发展.针对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国外的理论研

究进展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３].

２．１　图书馆信息服务载体对环境的影响

图书馆传统信息服务主要以打印文本为信息载

体,随着纸本图书服务功能弱化,如今在绿色信息服

务中是电子和打印文本并重.大部分文献通过比较

生产和使用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的过程中产生的温

室气体的数量来分析两种载体对环境的影响.莫伯

格(ÅsaMoberg)的研究显示阅读电子化报纸比阅

读纸质报纸对环境更加友好.他还发现,电子文本

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电子阅读

器设备在生产时对原材料的消耗;二是其在使用过

程中对能源的需求.而打印文本对环境的影响则体

现在生产纸张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４].一家营利性

环保组织(EcoＧLibris)认为图书馆打印文本的数量

增多和内容复印的不合理是产生二氧化碳的两大主

要原因[５].克里斯蒂安松(ChristiansonM)对纸质

书籍的研究中表明,无酸纸或再生纸的生产过程对

环境造成的危害较小,在油墨选择方面应尽可能使

用大豆或其他植物性油墨,它们可降解且对环境

友好[６].

２．２　图书馆采用的信息技术及设备对环境的影响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采用绿色信息技术可以

有效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乔杜里指出,绿色信息

技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一是

在IT 组成的硬件制造中使用改进的材料和技术,使

IT 设备和设施更加节能;二是开发更高效的信息系

统和技术方法减少他们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７].
阿戈斯蒂(AgostiM)提出通过开发一个针对图书馆

的“电子内容提供网络”模型,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此模型基于请求驱动、实时内容提供两

个指标,它的实现将使人们得到更环保的信息服

务[８].詹金(JenkinTA)认为现代绿色信息技术能

有效减少能源的消耗,通过平衡图书馆硬件、软件性

能以及网络配置,可以减少计算资源的浪费[９].艾

哈迈德(AhmedAS)分析了图书馆数字资源存储需

求和特点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

书馆框架,为大量的信息存储和数据传输问题提供

了解决方案,节省了人力和物理设备的开销[１０].

２．３　绿色图书馆的建设理论

建设绿色图书馆是实现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离不开理论的支持.“绿色”不仅

体现在图书馆的绿色建筑及其环保设计上,还包括

对图书馆工作人员与用户的环境素养教育,这些对

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国外对绿色图

书馆建设的理论研究已经十分全面,表１归纳了每

个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表１　绿色图书馆建设理论

涉及方面 提出者/图书馆 具体内容

传统图书

馆重建

萨哈维尔塔

(SahavirtaH)

不可能重建所有图书馆,可以在

馆藏建设、回收利用等方面节约

能源[１１]

豪克(HaukeP)、

沃纳(WernerKU)

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是重中之重,

要充分利用旧有的建筑、材料使之

改造或扩建为新的图书馆[１２]

环保设计

新加 坡 国 家 图

书 馆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NLB)

符合生态气候的环保节能设计、

根据温控分区理论设计采暖[１３]

绿色建筑

与装饰

美国克林顿

总统图书馆

(USPresidential

ClintonLibrary,

UPCL)

尽量使用可再生材料,比如再生

铝、再生橡胶等;尽量使用自然

能源代替人工发电,如太阳能、

风能[１４]

环境素

养教育

杨科斯卡

(Jankowska M

A)

阐述了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

制度 化 建 设 问 题 及 其 面 临 的

困境[１５]

３　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能耗模型及实现

方式

３．１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能耗估算模型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强调的是服务的可持续性

以及对环境、对社会、对经济的绿色性,信息从产生

到消亡这一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量达到

最少,对能源的消耗、对资源的占用也达到最少.国

外对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研究起步较早,代表性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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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乔杜里提出的估算信息服务的能源耗费与环

境成本模型[１６].此模型归纳了数字图书馆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首先把数字图书馆的

总体能耗划分为使用能耗和生产能耗两个方面,然
后分别从用户请求服务和图书馆提供服务两个维度

对信息生命周期中的各阶段能耗进行具体量化,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环境成本模型

图中的生产能耗是指信息服务产生过程中所需

要的各种物理设备(如网络设备)所消耗的环境成

本,使用能耗则是指在典型的信息搜寻和使用过程

中所产生的能源消耗[１７].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使
用能耗也可以由特定的工具测量出来,如能源之星

(２０１４)或SusteIT工具包[１８]等.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涉及数字图书馆和传

统图书馆两个方面,读者在图书馆进行线下信息获

取的行为还是很普遍的.因此,本文扩充和细化了

上述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环境成本模型,使其能应

用于整个图书馆领域.在加入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

建设后,根据上文的理论研究总结,该模型进行以下

几个方面的调整:①加入回收和处理部分:图书馆对

纸张、废旧办公用品等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也是

能耗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②把该模型的内容

具体化,如把获取、访问以及使用内容等方面细化,
这样更便于能耗的统计;③在整体能耗中加入对建

筑及装饰能耗的考虑,这是实体图书馆绿色信息服

务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④去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测量,该技术在我国还没有广泛普及,推广难度

大.扩充和细化后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模型如图

２所示.
在这个模型中,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主要有三

种形式:生产能耗、使用能耗以及建筑和装饰材料

能耗.

图２　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估算模型

３．１．１　生产能耗和使用能耗

此模型分析了实体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在信息

创建、获取、访问、使用和回收处理等不同阶段所产

生的能源消耗,进而计算其能耗总量.由此可见,为
了准确估计图书馆的生产和使用能耗,我们必须先

确定图书馆需要提供的所有功能和服务以及用户所

要进行的与信息服务相关的活动.
在实际测量中主要有以下四个重点阶段:
(１)内容和数据的创建阶段.
创建者可能选择纸质文本或电子文本两种不同

的载体形式,二者在内容创建阶段产生二氧化碳排

放的因素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所有内容

的产生都是电子化的[１９].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创建

者所使用的网络设备和创建方式的多样化,对于信

息设备和基础设施的能耗估计非常复杂.许多工具

和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内容和数据的创建阶段的

能耗 估 计,如 生 命 周 期 评 估 (LifeCycle AssessＧ
ment,LCA)技术,该技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

估算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情况.如今在特定

学科中的书籍、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的平均创建能耗

成本已能初步测定.
(２)内容和数据的获取及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涉及了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以及对电子

内容和数据的存储和管理两方面.能耗应考虑相关

的信息服务架构和策略,如数据和内容是本地存储

还是集中存储,及其维护和备份计划等.数字图书

馆的大数据采集范围包括相关数据库、传感器数据、
自动化系统以及外联网数据等[２０],再利用先进的技

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能为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的服务.科学购置文献资源和数字设备可以使馆

藏资源最大程度得到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能源耗费,这一部分的测量可以通过布置能耗监控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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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来实现[２１].
(３)内容访问和使用阶段.
该阶段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包括搜索前的预测

活动、搜索活动和后搜索活动.通常,与图书馆服务

相关联的大量能耗源于用户在到达图书馆之前做什

么,比如到图书馆的方式是步行还是开车等,也就是

用户针对自己特定的信息需求找寻适当的图书馆服

务的整个搜索过程.在这个阶段需要全面考虑,

SusteIT工具包可以简单测量上述行为的能耗,为
了提高 其 测 量 的 精 度,目 前 仍 在 不 断 地 开 发 和

完善[２２].
(４)回收和处理阶段.
研究表明,纸质书本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超过

９０％来自纸张、生产和分配,剩下不到１０％来自于

对纸本书籍的处理和浪费,但由于纸质书本的基数

大,这部分能耗也不能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

书本和办公用品都需要更新,直接丢弃会产生大量

能源浪费,要合理的回收和再利用.其次,对于电子

文本来讲,大量不必要的备份和已经过时的信息都

会造成系统的冗余,这也会直接导致网络设备和数

据中心的能耗增加.

３．１．２　建筑能耗

图书馆建筑力求最大程度实现自然采光,使用

人工光源智能节能技术,在施工时也尽可能采用节

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室内的装饰材料原则上是要

选择无毒且最少维护的材料,减少污染,尽量保护自

然环境及维持生态平衡.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adershipinEnergy

andEnvironmentalDesign,LEED)是集设计、建造、
维护、运行于一体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在国际评价

标准中占重要地位[２３].符合此绿色标准的图书馆

或信息机构可以有效地缓解能源问题.据美国绿色

建筑协会研究统计,取得此项认证的建筑物的初期

投资成本平均可在三年内回收,建筑物平均节能可

达到２４％—５０％,用水量平均降低４０％,二氧化碳

排放量平均可降低３３％—３９％,固体废弃物平均减

少７０％等[２４].
上述能耗模型从信息生命周期和建筑能耗的角

度,提出了可用于估计图书馆或信息机构的总体能

耗和环境成本的方法.只有明确了图书馆能耗的来

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减少能源

浪费和滥用,实现其提供绿色信息服务的目标.

３．２　基于 改 进 模 型 的 图 书 馆 绿 色 信 息 服 务 实 现

方式

实现绿色信息服务对于政府和图书馆来说是一

个双赢的举措,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作为提高公

民素质的重要场所的图书馆,能在公众面前树立一

个绿色形象,并借此宣传环保政策导向和可持续发

展理念;而绿色信息服务在图书馆中的推进也离不

开政府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扶持.美国、德国等国家

出台了关于实现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相关条例,
地方政府会根据综合能耗评定结果,为当地图书馆

制定日常运行能耗标准,并为达标的图书馆提供荣

誉和奖励;墨西哥政府统筹规划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能耗监控和评价体系,这些都为推进图书馆绿色信

息服务建设提供了技术和政策保障.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各个阶段的能耗已能初步量

化的前提下,对每一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降低是实

现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关键.目前国外已经有很

多关于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的实践,根据上述

图书馆信息服务能耗模型的划分方式,从生产能耗、
使用能耗以及打造绿色生态实体图书馆这三个角

度,对其进行了总结归纳.

３．２．１　降低生产能耗

图书馆及信息机构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能耗来

源于其数据中心,而大部分数据中心的利用效率仅

为７％－１２％之间,人们长久以来在数据中心上浪

费了难以估算的能源,一个数据中心的能耗可能会

比一个中型城市还多[２５].国外业界和学术界针对

其能耗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不同的解决策略.根据降低能耗的阶段不同,可把

节能技术分为虚拟化技术、DVFS技术和关闭/开启

技术三种,其中前两种技术用来减少任务执行时所

产生的能耗,第三种用来减少设备空闲时所产生的

能耗[２６].这些策略都被有针对性地应用于国外图

书馆信息通信的建设中.
福格(ForgeS)认为绿色信息通信技术在应对

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低碳经济[２７].图书馆引进数字设备应考

虑电磁指标和节能指标,这样可以保证这些硬件设

备具有良好的节能减排性能,对环境友好.同时,图
书馆等信息机构应选择对社会负责的硬件供应商和

合伙人,树立绿色消费模式,保证从源头上提供绿色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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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图书馆日常运营所需物品的制造也属于生

产能耗.图书馆不仅要提高自身绿色标准,还要保

证办公用品供应商也是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如美

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为了响应当地政府实现绿色发

展的目标,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在信息服务中推进节能环

保的计划,对于需要购买的基础设备和办公用品,都
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要购买由可回收材料制成的

纸张;要购买以植物为原料的打印机墨粉,这样墨粉

在使用完后容易降解回归大自然;尽量减少购买一

次性的用品等[２８].这些都是图书馆提供绿色信息

服务的基础.

３．２．２　减少使用能耗

这类能耗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最为普遍,也是

能耗控制的重点阶段.美国、墨西哥和丹麦政府都

选派专门的技术公司和技术人员对图书馆能耗进行

综合评定,并制定关于建筑节能、图书馆管理、馆藏

建设以及信息技术等的绿色标准.
(１)在电子信息和内容方面.
主要涉及图书馆与信息技术行业的合作,诸如

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大数据处理工具的应用、个性化

信息推荐技术等,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
绿色信息服务的发展离不开云计算技术的支

撑[２９],利用建立在虚拟技术上的云计算可以不受地

理位置、操作系统、软件等的制约.云存储空间不断

扩大,加大了信息共享的程度,提高了信息资源的配

置和利用率.在信息获取和使用过程中避免对终端

设备(如电子阅读器等)的依赖,减少了设备制造、使
用和弃置过程中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更有利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的大数据采集可以采用分布式大数据工

具,例如企业级数据平台 Cloudera的 Flume、分布

式系统基础架构 Hadoop的 Chukwa等,外联网数

据可以通过网络爬虫和网站 API等进行采集,然后

采用传统数据仓库和 Hadoop大数据处理平台相结

合的混合架构来保存所采集的大量资源[３０].这不

仅提高了图书馆电子设备的利用率,避免了不必要

的能耗,也为后续的信息检索和信息处理节省了时

间,提升了信息服务的效率.
国外通过在图书馆电子设备中使用个性化信息

推荐技术来减少读者在内容访问阶段所产生的能

耗,信息推荐主要包括基于资源内容的推荐策略、基
于读者的推荐策略和基于访问行为的推荐策略.海

洛克(HerlockerJ)通过比较用户提交的查询请求和

其他用户的相似请求,利用协同推荐算法在相应的

搜索结果中寻找相关资源并进行推荐,该策略已在

海啸数字图书馆(TsunamiDigitalLibrary,TDL)中
得到成功应用[３１].

(２)在实体资源方面.
在澳大利亚当地政府资金支持下,墨尔本图书

馆(MelbourneLibrary)引入“能量伙伴”(PowerＧ
mate)能耗测试仪,用户可以通过网上预约或外借图

书,既提高了读者的环保意识,也节约了能源成

本[３２].本韦努蒂(BenvenutiS)指出,在芬兰已有

５０％的图书馆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关闭计算机和其他

机器,在周末时使其进入休眠状态;并将图书馆打印

机默认设置为双面打印[３３].
合理处理已经报废的办公用品和过期书籍也是

减少实体图书馆使用能耗的一部分.美国芝加哥公

共图书馆对于已经报废的办公用品和纸张、工作中

产生的废旧物品等一般采取回收的方法,偶尔也会

组织图书馆之间的馆藏交换或废旧物品拍卖,既为

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服务,又有效减少了资源

的浪费.它每年回收纸张约１３９．５吨,相当于少砍

伐２５３３棵树[３４].

３．２．３　打造符合绿色生态的实体图书馆

绿色建筑是实体图书馆提供绿色信息服务的重

要保障.图书馆提供安全、无毒的环境以及适宜的

温度和湿度不仅有利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助

于纸质馆藏图书的长期保存.图书馆建筑的环保设

计需要建筑行业专业人士的参与,具体实现方式

包括:
谢恩(ShaneJ)重点研究了被动式太阳能采暖

技术,即利用建筑朝向和合理布局,在不使用机械动

能就能实现采暖功能[３５].怀特特克分馆和自然中

心(WhiteTankBranchLibraryNatureCenter)是
亚利桑那州第一个获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白金

级认证的公共图书馆,它每年节水约１８９立方米,

２７％的电力来自于太阳能发电技术[３６].
美国锡达拉皮兹城公共图书馆(CedarRapids

PublicLibrary)通过使用日光感应器、调光镇流器

和LED控制照明,节省了大量电力资源;通过隔热

铝框架、低辐射镀膜/充氩气的真空玻璃,将热性能

最大化来进行室温的控制与调节[３７].詹姆斯亨

特图书馆(JamesB．HuntLibrary)采用了玻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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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室内采光度,充分减少人工照

明,达到降低能源成本的目的.该图书馆所采用的

约３１％的建筑材料是可以回收进行再利用的[３８].
另一种思路是在“互联网＋”浪潮下的空间再造

概念的指导下,打破传统信息服务模式的束缚,充分

利用现有实体场地把图书馆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变成

集研究 交 流、获 取 知 识 和 放 松 娱 乐 于 一 体 的 场

所[３９].新加坡政府正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图书

馆空间再造工程,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亮点是绿色生态理念在实践

中的运用,把公众意见作为空间规划的参考,在图书

馆顶楼天台有多个“空中绿色庭院”,既能让读者置

身于大自然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又有降低建筑物温

度的效果.与此同时,为诱导读者进行多方位阅读,
依据每个楼层的馆藏属性,都配有相应的专题展览,
突破传统信息服务模式,把图书馆建造成了一个为

不同读者群量身定做的新天地[４０].

４　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及其启示

４．１　结语

从图书馆信息服务载体、信息技术对环境的影

响以及绿色图书馆建设这三个角度总结了国外图书

馆绿色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据此扩充和细化了国

外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能耗估算模型,详细描述了生

产、使用能耗的测量方案和信息服务节能的实现方

式,以及利用空间再造等概念打造绿色生态实体图

书馆的可行措施.
国外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

现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１)国外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信息服务在图书馆

等信息机构中的施行.首先,图书馆作为人们获取

知识,提高自身素养的重要场所,是政府重点推行环

境素养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地方.其次,政府的宏观

调控和资金支持是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建设的根本保

障,重建传统场馆和部署能耗监测系统都由政府进

行统一规划.
(２)国外对于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评价体系.从建筑装饰材料能耗到

水电资源利用,从图书馆日常管理到环境素养教育

开展,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国外评价

体系的重心是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标准和能耗监控

体系的完善,这样规范化的管理有助于图书馆查漏

补缺,明确自身努力方向.
(３)将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与其他行业的

发展紧密结合.与图书馆运营有关的不仅包括图书

馆工作人员,还有图书提供商、硬件设备供应商、政
府机构和信息技术人员等.国外各个行业从自身角

度出发做到了以下几点:提供商提供使用环保纸张

和油墨打印的图书,这种书本可降解且对环境友好;
硬件设备供应商提供可自动升级的瘦客户端,减少

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存储和维护开销;技术人员通过

数据挖掘技术实现针对不同用户人群的查询机制,
减少能源浪费等.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绿色环保、
节能低碳的改革浪潮.

４．２　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从图书馆自身节能的角度出发,能耗

模型的构建与实施是其建设绿色信息服务的关键.
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我国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绿

色化应把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为实现绿色

信息服务提供政策保障,构建完整的图书馆绿色信

息服务评价体系以及绿色信息服务的跨行业实施.

４．２．１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政策保障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建设应与政府制定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及政策保持一致.国家应从数字图书

馆的设备、系统和服务三个层面进行严格把关,制定

相应的规章制度,量化能耗标准,使信息服务从源头

上做到环境友好.根据国外的实践经验,环境政策

还包括各种法案和环保工作框架.从宏观的政策导

向到微观的资金扶持,都能对建设绿色信息服务起

到保障作用.
与此同时,政府应强调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

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欧盟曾在２０１３年定义哥本哈

根为“绿色之都”,丹麦皇家图书馆以两种形式参与

了绿色城市的构建:一是将有关生态和可持续的公

共辩论作为图书馆讲座计划的一部分,向民众普及

知识;二是制定了一个计划,使得图书馆在可持续性

和绿色节能方面得到了适当的评估,为其他企业树

立了榜样[４１].图书馆还可以联系当地组织机构或

其他城市,寻找绿色伙伴进行绿色联网,以“创造、合
作、沟通”为宗旨,共同致力于绿色项目.

我国图书馆也充分认识到绿色信息服务的重要

性,积极推进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绿色化.２０１０年中

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在闭幕式上发出«珍惜环境资源,
建设节约型图书馆»倡议书,号召图书馆和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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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共同努力,积极开展此领域的节能建设,为我国

乃至世界图书馆的绿色建设做出成功的示范[４２].

４．２．２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评价体系构建

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标

准.完善的制度是实现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基本

保障.现有的认证体系,如“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等,但还没有针对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行业标准.
以图书馆为例,结合上文国外的理论基础政府可出

台涉及图书馆建筑、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服务的绿

色标准,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图书馆绿色建设及服务相关标准

主题 标准的类别

建筑

是否使用无污染的健康材料

是否使用太阳能供暖供电

窗户玻璃是否保温

是否使用节能灯,灯泡是否回收

带有运动传感器的照明系统

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比例

水资源
节水功能评定

雨水收集

图书馆

管理

是否做到垃圾分类,废物分离

在夜间和空闲时关闭所有灯光和电子设备

减少打印,扫描材料到记忆棒或 U盘

升级计算机与瘦客户端,减少设备能耗

馆藏建设

是否采购环保型纸质图书

数字资源/设备是否存在冗余

引进数字设备时是否科学决策,是否综合考虑了节能

指标和电磁指标

信息技术

大型图书馆的数据中心是否使用恰当的节能策略

对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使用何种数据工具,效率如何

是否部署个性化的信息推荐系统

是否安装易操作的信息检索软件

环境素

养教育

关于绿色可持续主题的讲座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书籍和其他材料

引导馆员养成节能的行为习惯

节能环保阅读推广

　　其次,建立能耗监控体系.用上文提到的能耗

测量工具和测量模型测定一定周期内图书馆的信息

服务总能耗,根据测量结果和节能方案制定一个总

体节能目标.设立目标后,定期监控并且持续改进

环境绩效.当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图书馆智能转

型一体化节能系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该系统利用

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室内环境的监测,监测内容主

要包括室内环境参数、照明系统、温控系统以及水资

源的消耗,然后通过监控中心实现对节能系统的一

体化管理.通过比较应用不同节能策略的测量结

果,最后得出最佳节能方案[４３].

４．２．３　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跨行业实施

绿色信息服务的建设不能只局限于图书馆和信

息机构,它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生态图书馆

的空间再造也需要政府、建筑业、信息技术行业等各

个领域专业人员的支持,为均衡利用空间和技术资

源,应不断强化各领域的合作,协同发展.美国和澳

大利亚的很多图书馆都采用了“绿色团队”的概念.
纽约的一家图书馆在不同领域负责人的领导下,组
织２０个员工产生了近２００个绿色想法,通过在图书

馆信息服务中实施,使图书馆信息服务整体能源消

耗减少了１３％[４４].
因此,针对我国的绿色信息服务建设,应成立一

个核心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包括政府、图书馆、建筑

业务、运输采购业等负责人,该小组在整个绿色信息

服务部署阶段处于领导地位.要实现图书馆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就要图书馆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转变固有观念,集思广益在各自领域内提出切实可

行的行动计划,如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数据中心能

耗最小,建筑业负责人了解什么材料最耐磨且安全

等.整个领导小组要从宏观角度,在不超过运营预

算的前提下,将这些绿色想法整合到一起,得出一个

完整的实施方案.
具体而言,该小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部署:
督促信息机构更好地部署系统和服务,如自动

关闭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的计算机和显示器,购买

更节能的计算设备;将打印机默认设置改为双面打

印;根据不同资源的数据访问量,将其存放于不同性

能的服务器上,来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实现软硬件

软件系统的定期升级,这样可以减少提高信息服务

的能源利用效率;
对技术人员来说,首先,要根据数据量和设备运

行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数据中心节能方案,保证数据

中心高效节能的运行;其次,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更好

地了解用户行为模式,并据此设计和提供与特定用

户类别相对应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提高资源整合效

率,这不仅可以显著减少用户进行信息搜寻的时间,
还可以避免负面的信息偶遇,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对机构负责人来讲,当需要新建或翻新图书馆

时,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使所有形式的能耗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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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防治污染物标准,采用的建筑材料应该隔

绝空气污染物如 PM２．５、二氧化硫等,也可使用高

锰酸钾过滤系统来实现室内空气的再循环.图书馆

内部应逐步覆盖太阳能供暖供电系统来节约水电能

源,这从长远角度来看是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目前,我国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尚处于起

步阶段.图书馆等信息机构除了要承担使公民自由

免费获取信息资源的社会责任,更要重视自身绿色

环保节能的环境责任.文中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还
需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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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TheoryandPracticeofGreenInformationServiceinForeignLibraries

DengShengli　QinYang

Abstract:ThisarticleusesliteratureresearchandcontentanalysismethodtoanalyzetheimpactofinＧ
formationserviceontheenvironmentfromthefollowingthreeaspects:informationcarrier,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equipment,andgreenlibraryconstruction．Onthebasisoftheoryofgreeninformation
serviceconstructioninforeignlibrariesandthepracticesofentitylibrary,itfirstlyexpandsandrefinesthe
informationserviceenergymodelofforeigndigitallibraryandthendescribeshowtoturnitintoreality．
Theresearchshowsthatforeigngovernmentsnotonlyattachgreatimportancetotheconstructionofgreen
informationserviceofinformationinstitutions,butalsoemphasizetheintegrationofgreendevelopmentof
relatedindustries．Theforeigngovernmenthasformedaperfectserviceevaluationsystem．Inviewofthis,

thearticlesummarizesthedirectionofgreeninformationserviceconstructioninourcountryfromthreeasＧ
pects:Governmentpolicyguarantee,evaluationsystemconstructionandindustryimplementation．

Keywords:LibraryGreenInformationService;EnergyConsumptionEstimationModel;EnergySavＧ
ing;DataProcessing;SpaceReconstruc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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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MethodsandSystemofUniversityDiscipline
CompetitivenessBasedonBibliometrics

WuAizhi　XiaoLong　ZhangChunhong　LiuShu

Abstract:TheimportantstrategiesofbuildingworldＧclassuniversitiesandfirstＧclassdisciplinesare
guidingandsupportinguniversitiesdisciplinestructureoptimization,statingdisciplinedevelopingdirecＧ
tionsandstressingdevelopmentpoints．Throughadvantagesoflibrarysrichdigitalresourcesandanalysis
software,weputforwarda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universitiesdisciplinecompetitivenessonthe
basisofinterpretationofthemultiＧangleandmultiＧsourcedata．TakingPekingUniversityforexample,this
articledoesresearchonthisprojectandstrivestosupplywithareasonableandsystematicevaluationmethＧ
odandreportmodelwhichcanbeexpandedandcopied．

Keywords:Bibliometrics;DisciplineCompetitiveness;Evalua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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