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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测度研究∗

□张垒

　　摘要　评价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是科学认识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导图书

馆明确定位,提高图书馆服务社会能力的重要举措.然而目前学界重视评估,缺乏水平性评价,
绩效评价基于投入－产出－效果的线性逻辑结构,缺乏对技术和环境因素的考虑.文章通过对

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内涵界定、评价模型分析,构建了包括图书馆事业投入、图书馆事业产出、图

书馆事业发展环境、图书馆事业发展效益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新技术利用五个方面的、封闭式的、
具有反馈功能的逻辑评价系统.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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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但从历史发展的经度来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经历过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变革、有迷茫、甚至有倒

退[１].这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学科教育有关[２].
从区域发展来看,不同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存在

较大差距和不均衡现象,出现了理论界所谓的“中部

洼地”现象[３],西部地区图书馆“边缘化”现象和岭南

模式[４].而且在建设规模、资源配置、服务能力、效
率等方面都有差异[５－８].从行业类型来看,公共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工会图书馆等各种

类型的图书馆事业建设虽都取得了进展,但发展存

在较大差异.
因此,如何科学评价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对

于科学认识和审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差异和

存在问题,指导图书馆明确自身定位和目标,不断改

善和提高图书馆服务社会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国内外都很关注图书馆评估问题.美国图书馆

协会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发布了公共图书馆的标

准,以标准体系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进行自身评

价[９].前期的评价注重政府投入建设情况.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开始重视公共图书馆的绩效评

价.１９９１年美国金氏研究院从绩效度量和绩效指

标两个层次提出了公共图书馆评估理论模型[１０].

１９９８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图书馆绩效指标标准,
用于指导各类型图书馆进行绩效评估.１９９９年,威
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研究开发了美国公共图书

馆等级评价、排名系统[１１].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置

上,经历了由注重静态的投入,到注重动态的产出,
再到注重绩效指标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进行高校图书馆评估

工作.１９９１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

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大纲».２００３ 年颁发«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征求意见稿)».这一

系列文件的出台使高校图书馆的评估工作逐步走上

了正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文化部先后于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组织实

施了五次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目

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第六次公共图书馆定级评估工

作.第六次评估由以建设性为中心的评估转向以效

能为中心的评估[１２].国内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价已

由注重经济与效率向注重效益、服务质量和公民导

向方面发展[１３].图书馆评估的学术研究集中在评

估理论、评估主客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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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实践等[１４－１７].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设施、资金

投入、资源建设、业务建设、保障条件、服务效益、新
技术、新媒体等多个方面.

图书馆事业水平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公共图书馆

的评价.邱远棋、王树乔利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四

川省和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

究[１８－１９].阚立民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进行

评价与预测[２０].杨海玲、李健宁分别利用灰色聚类

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我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共图书馆进行排序和分类评价[２１－２２].
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三个方

面:一是多注重评估,缺乏水平性评价.图书馆评估

的手段是基于评估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对比,理念

是将图书馆活动的目标与理想标准对比,目的是为

了实现图书馆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缺乏从系统的

观点,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界定与评价.
二是评价多注重于具体的区域和类型,没有从整体

上对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事业发展进行评价.三是评

价指标体系虽注重产出和绩效等多指标体系,但评

价系统中缺乏对环境和技术等因素的考虑.
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进步息息相关,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需要从多

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因此本文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

水平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借鉴系统评价的逻辑

模型以及国内外关于事业发展水平测评方法,采取

多指标综合测评方法从图书馆事业投入、图书馆事

业产出、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图书馆事业发展效益

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新技术利用五个方面构建评价系

统和指标体系.

１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评价理论

１．１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内涵界定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不仅指图书馆事业发

展投入增加、规模扩大、资源建设数量增加、图书馆

服务人数、服务活动增多,而是从服务效益角度来认

识图书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社会效益.
因此,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图书馆事业建构能力,指图书馆

事业自我发展和建设的能力,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

规模的扩大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业务建设能力的提

升.图书馆事业发展规模的扩大是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物质体现,主要从投入的视角来衡量和评价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规模.图书馆事业发展业务建设能力

是衡量图书馆管理和业务建设的水平.
第二个层次是图书馆事业服务社会能力,指图

书馆根植于国民生活中对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基本

能力和服务效益.主要用来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对

社会发展提供的基本服务和服务效益.
第三个层次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利用新技术的能

力,主要指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的发明专利、科学

论文、基金项目、新技术人才等,这些科学技术的应

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１．２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评价理论模型

国外图书馆评估模型有布莱斯克罗宁(Blaise
Cronin)提出的从用户、图书馆管理者、社会管理者

三个角度分别评估图书馆的投入成本、影响和效益

的模型[２３].理查德奥尔(RichardOrr)提出的基

于“投入－过程－产出－成果贡献”的模型等[２４].
早期的综合评价模型,基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的

简单线性逻辑结构.虽然注重产出和服务效果的评

价,但还没有引入环境和技术等因素.而随着环境

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外部环境和新

技术应用对绩效评价所起的重要作用.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公

共财政和教育经费支持,因此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

水平评价具有政府公共项目绩效评价特点.而图书

馆事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其肩

负着文化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功能.因此,
其评价还具有学术性评价性质.所以衡量图书馆事

业发展水平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考虑.图书馆事业发

展综合水平评价是全面科学评价图书馆事业发展状

况,充分发挥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效

益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图书馆事业类型多样性、发
展异质性和多面性,表征其综合水平的指标信息呈

现出多样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

限制,往往在评价过程中无法得到最能反映图书馆

事业发展水平的数据.因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综

合评价是一个模糊的系统评价过程.
本文构建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评价基于

“投入－产出－效果”的逻辑结构,重视环境和技术

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影响.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事

业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就是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效益上,而效益的提升得益于图书馆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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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图书馆事业的产出是图书馆效益提升的基础.
而在此过程中,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对图书馆事业

绩效的影响作用越来越被认知.环境可以看作组织

绩效提升的基本要素,也可以看成影响组织投入产

出效率的因素.反过来,图书馆事业的投入增加、产
出和效益提升都有利于环境的改变.而技术创新对

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事业发展效益

上,也体现在事业产出和事业发展的环境上.

１．３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１．３．１　指标体系筛选原则

在指标筛选上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简
单可操作性、适用性等基本原则.不仅要有数量指

标、质量指标还要有反映绩效的指标.图书馆事业

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评价不仅要考虑到各

种影响因素、各种类型,从自身资源建设、环境以及

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评价,还要考虑操作的可行

性,结合数据获取的情况和评估实施的可行性建立

起可以操作的指标体系.

１．３．２　图书馆事业投入指标

图书馆事业的投入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投入、财
力投入.人力投入指标包括每百万人图书馆从业人

员数、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占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两个

指标,反映了图书馆事业发展人力投入的总量配置、
强度占比和人力资源质量.

财力投入包括每万人图书购置费、每名在校大

学生图书情报投入经费、图书经费占 GDP比例三个

指标.既有反映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情况,也有反

映高校图书馆财政投入状况,也能反映出政府对发

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视程度.

１．３．３　图书馆事业产出指标

图书馆事业产出是图书馆提供服务的体现和保

障,主要体现为文献资源建设的保障和新信息环境

下对数字资源服务的保障.包括图书馆事业产出水

平和电子资源服务水平两个二级指标.图书馆事业

产出水平指标包括每百万人拥有图书馆机构数、每
万人拥有藏书数量、每万人拥有借书证数、每万名在

校大学生拥有图书馆数量、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

藏书数量.电子资源服务水平主要包括每万人拥有

电子资源数量、每名在校大学生拥有电子资源数

量等.

１．３．４　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指标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所

处外部环境影响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效益.理论上

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环境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

从与图书馆发展相关的内部资源环境因素和技术意

识环境考虑.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和技术意识环境两

个二级指标.基础设施环境指图书馆发展的空间环

境、设施环境等,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阅览室面积、
每万人拥有阅览室座位数、每名在校大学生拥有建

筑面积.技术意识环境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电脑数

量、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电脑数量等.

１．３．５　图书馆事业发展效益指标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投入为先导,通过图书馆

事业的产出,把产出应用于实际的发展过程,最终产

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因此图书馆事业发展效益

主要考察图书馆服务的能力、作用、功效和社会

影响.
包括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两个二级指标.服务

能力指标包括每万人文献借阅册次、读者举办活动

次数、服务人口数量、书刊文献外借人次、流通人次.
服务效果指标包括图书馆事业占文化事业的比例、
图书馆事业对 GDP贡献率、图书馆事业占公共财政

的比值等.

１．３．６　图书馆事业发展利用新技术能力指标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新技

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发挥各项功能与提供

各项服务的基础,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着变革性的

作用.新技术应用不仅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技术手

段,也改变了图书馆的信息环境、服务形式、服务内

容,使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包括图书馆利用新技术的水平和图书馆新技术

应用效果两个二级指标.图书馆利用新技术的水平

指标包括图书馆专利数量、图书馆科研论文数量、国
家级科研项目数量.图书馆新技术应用效果主要是

图书馆新技术人才占图书馆人才的比重.

１．４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评价模型建立

１．４．１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上述指标分析,构建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

水平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表１),包括５个一级指标、

１０个二级指标、２９个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既包含

了公共图书馆指标,又包含高校图书馆指标,既有绝

对量,又有比值.指标体系设置兼顾科学性、合理

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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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单位

图书馆事业投入 ０．１７３

人力资源

投入
０．０４８

每百万人图书馆从业人员数 ０．０３８ 人/百万人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学生占高校毕业生比例 ０．０１ ％

财力投入 ０．１２５

人均图书购置费 ０．０２３ 元/人

图书购置经费占 GDP比例 ０．０４２ ％

每名在校大学生图书情报投入经费 ０．０６ 元/人

图书馆事业产出 ０．２９８

图书馆

事业产

出水平

０．１３２

每百万人拥有图书馆机构数 ０．００８ 个/百万人

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图书馆数量 ０．０５６ 个/万人

每万人拥有藏书数量 ０．０４６ 册/万人

在校大学生人均拥有藏书数量 ０．００８ 册/人

每万人拥有借书证数量 ０．０１４ 个/万人

电子资源

服务水平
０．１６６

每万人拥有电子资源数量 ０．０３８ 册/万人

在校大学生人均拥有电子资源数量 ０．１２８ 册/人

图书馆事业

发展环境
０．２３３

基础设施环境 ０．１８４

每万人拥有阅览室面积 ０．０５５ 平方米/万人

在校大学生人均拥有建筑面积 ０．１１ 平方米/人

每万人拥有阅览室座位数 ０．０１９ 个/万人

技术意识环境 ０．０４９
每万人拥有电脑数量 ０．０３３ 台/万人

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电脑数量 ０．０１６ 台/万人

图书馆事业

发展效益
０．１３４

服务能力 ０．０６４

每万人文献借阅数 ０．００９ 册或次/万人

读者举办讲座次数 ０．０２４ 次数

服务人口数量 ０．００６ 万人次

书刊文献外借人次 ０．０１ 万人次

流通人次 ０．０１５ 万人次

服务效果 ０．０７

图书馆事业占文化事业的比例 ０．０３１ ％

图书馆事业对 GDP贡献率 ０．０１６ ％

图书馆事业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例 ０．０２３ ％

图书馆事业

发展利用

新技术能力

０．１６３

图书馆利

用新技术

的水平

０．０７８

图书馆专利数 ０．０１６ 项

图书馆科研论文数 ０．０４ 篇

国家级科技项目数 ０．０２２ 项

图书馆新技

术应用效果
０．０８５ 图书馆新技术人才占图书馆人员比重 ０．０８５ ％

１．４．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决策综合评价中,指标权重具有重要

作用.指标权重的赋值方法有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

值法.本文利用离差最大化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系数.离差最大化方法是一种多指标离差最大化决

策法,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应用中比较成功.其原

理是:从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力角度考虑,如果某个属

性对所有决策方案而言均无差别,则该属性对决策

方案的排序将不起作用,这样的属性可令其权系数

为０;反之,如果该属性使所有决策方案的属性值有

较大差异,这样的属性对决策方案的排序将起较大

作用,此时应该给该属性赋予较大的权系数[２５].

１．４．３　数据标准化

由于指标数据选取均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呈正向

关系,因此本文数据标准化的方法选择正向指标标

准化.正向指标表明指标数值越大该指标越重要.
设pi为第i个指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值,vi表

示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则正向指标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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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pi＝
vi－min(vi)

max(vi)－min(vi)
即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与该指标中的最小

值之差相对于该指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比重,
该比重越大标准化之后的数值就越高.

１．４．４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

将得到的指标权重和指标标准化数据进行线性加

权,可计算出评价对象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综合得分.

２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测度

２．１　数据采集

原始数据采集来源于不同的渠道,包括«中国图

书馆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高校

图书馆发展报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以及关于

人口和 GDP的统计数据.部分指标数据是在各原

始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而来(原始数据略).

２．２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利用上述正向数据标准化方法计算出标准化数

据(略).

２．３　权重测算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计算出各指标

权重如表１.

２．４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评价与分析

利用上述评价模型计算出各年度图书馆事业发

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图书馆事业投入指数、图书馆事

业产出指数、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指数、图书馆事业

发展效益指数和图书馆事业利用新技术能力指数.
表２　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指数

年度
图书馆事业

投入指数

图书馆事业

产出指数

图书馆事业

发展环境指数

图书馆事业

发展效益指数

图书馆事业利用

新技术能力指数
综合水平指数

１９９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１９９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８

１９９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６

１９９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５

１９９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１９９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１９９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７７

１９９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３

１９９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９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７

２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１１８

２００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５

２０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２５４

２００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８ ０．２９５

２０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６ ０．２７７

２００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８ ０．４１９

２００７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９ ０．４９８

２００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８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２ ０．４９６

２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３５８

２０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８ ０．２６８

２０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１

２０１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３ ０．３８５

２０１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９４ ０．１ ０．０７２ ０．５８６

２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５ ０．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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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

化事业的繁荣,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也蒸蒸日上,取得

了很大成就.图书馆事业投入逐年增加、内外发展

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发展效益不断提高,图书馆服务

社会的能力逐步增强,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的科

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领域也取得了新进展.
因此,从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趋势来看,整体发

展综合水平指数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０年以前的综合发

展水平指数在１０％以下,整体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在

２００７年达到一个峰值,指数为４９．８％.２０１３年的综

合水平指数达到最大为５８．６％,年均增幅９．３％.但

发展并不是一直呈上升趋势.在２０１０年又下降到

２６．８％.图书馆事业投入、产出、发展环境、发展效

益以及图书馆事业发展利用新技术能力指数整体趋

势基本与综合水平指数保持一致.
(１)图书馆事业发展投入持续增加.
图书馆事业发展投入指数逐年持续增加,从

１９９１年的２．８％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３％,年均增幅６．９％.
但增幅比例低于综合水平指数.

从投入主体类型来看,各类型图书馆投入都在

逐年增加.公共图书馆投入经费年均增幅为１６％.
到２０１４年投入经费达到１２０余万元,人均图书投入

经费 为 ８．８７ 元,图 书 购 置 经 费 占 GDP 比 例 为

００１９％.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投入经费平均增幅为

１２２％.２０１４年投入经费为２６２１１万元,在校大学

生人均图书情报经费为３６元.
在图书馆发展经费投入显著增长的同时,图书

馆人力投入也保持稳步增长.每百万人图书馆从业

人员从１９９１年的３６人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１人,公
共图书馆事业从业人员增幅达到３３．３８％.高校和

科研机构中从事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年均增幅达

７．６５％.
(２)图书馆事业产出规模不断扩大.
图书馆事业产出指数整体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２０００年以后产出指数达到１０％以上,２００８年产出

指数最高达１８．７％.随着公共财政投入增加,我国

公共图书馆的机构数量持续扩大,到２０１４年公共图

书馆的数量为３１１７个,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了５８２个,增
幅达２３％.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高校图书馆

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５年有图书馆２５６０个,比１９９９年

增加了１４８９个,增幅达１３９％,年均增幅５．６％.
随着机构数量增加,藏书量也激增.２０１４年的

藏书量为７９０９２万册,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了４８４７８万

册,翻了一倍还多.２０１３年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藏书

量为２２１３００．９万册,平均增速为７．８％.在校大学生

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５６册,增加到２０１４
年６４册.

电子文献资源近些年飞速增长.２０１１年公共

图书馆有电子图书５８２２．９６万册,到２０１４年电子资

源增加到５０６７３．６４万册,三年增加了４４８５０．６８万

册,增幅达到７７０％,年均增幅２０６％.高校图书馆

电子资源在２００５年是４８９７１．８７万册,２００９年增加

到７２４５３．７９万册.大学生人均拥有电子资源数量

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１册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５册.
(３)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持续改善.
图书馆事业发展环境指数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１０％

以上,２０１３年达到最大值１９．４％.图书馆建筑环境

增加显著,每万人建筑面积由１９９１年的３０．１平方

米,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９０平方米.在校大学生人均

拥有建筑面积由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０９ 平方米,提高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１．２ 平方米.每万人阅览室座位数由

１９９１年的２．９个,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６．３个.
图书馆技术意识环境逐步改善.每万人拥有电

脑数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４２台,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５
台,年均增幅为１３．２％.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电

脑数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１５台,提高到２７５０台,年均

增幅６％.
(４)图书馆服务社会能力不断增强.
图书馆服务社会效益指数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６％,

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４％,最高达到１０％.服务人口

数量增加显著,年均增幅为１４％,对外提供借阅、流
通人次增幅较大.每万人文献借阅册次由１９９１年

的１１５０册次,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３４１７册次,平均增

幅为４０％.２００４年服务人口数量为２５６．０７万人

次,到２０１４年达到９７３．７万人次,平均增幅为１４％.

２００４全国公共图书馆举办讲座１５３９３次,到２０１４
年举办讲座５４９３９次,增加了３９５４６次,平均增幅为

１８９％.１９９１全国公共图书馆书刊文献外借人次为

７９４９万人次,到２０１４年为２２７３６．６６万人次,增加了

１４７８７．６６万人次,增幅达１８６％,年均增幅１２％.流

通人次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２０４９６ 万人次,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３０３６万人次,增加了３２５４０万人次,增幅达１５８％,
年均增幅１１％.

服务社会效益显著提升.图书馆事业对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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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比 例 增 加,从 １９９１ 年 的 ０．０１６％,增 加 到

２０１４年的０．０１８％.
(５)图书馆事业发展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领

域取得了新进展.
图书馆事业发展利用新技术能力指数整体呈上

升趋势.２００６年前指数在１０％以下,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

２００８三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１１．８％、１１９％ 和

１１２％.以后指数又下降到１０％以下,并基本保持

稳定.从投入、产出、环境、效益和新技术五个层面

来看,新技术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

大,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
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与图书馆领域相关

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迅速增加.１９９８年只有发明专

利１件,到２０１６年有发明专利８４件.图书馆学、情
报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１项,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０项,年均增幅１５％.高水平论文在

２０１１年发表论文达到６４６７篇.最明显的表现为图

书馆新技术人才占图书馆人员的比重增加较多,

２００２年为０．７６％,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比例分

别达到１．１４％、１．１２％和１．０４％.这也是近几年新

技术应用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指数高的主要原因.
在取得以上进步的同时,通过图书馆事业发展

水平指数评价也反映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１)从整体发展来看,图书馆事业发展综合水平

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并不是一直呈上升趋势,而是在

２００７年达到高峰后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图书馆事

业发展整体水平有波动.这种波动在图书馆事业投

入、产出、发展效益、发展环境、新技术应用等方面都

有反映.
(２)图书馆人力资源投入虽然增加迅速,但公共

图书馆从业人员总体规模偏小.每百万人图书馆从

业人数只有４１人,而年均增幅只有１．２６％.与全国

人口的增长以及图书馆规模扩大的速度相比差距较

远.与国外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数量差距较大.公共

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规模偏小是制约我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因素.图书馆学、情报学

专业学生占高校毕业生的比例近些年一直呈下降趋

势.２００１ 年 占 比 为 ０．１１２％,到 ２０１４ 年 只 有

０．０４２％.
(３)虽然图书馆机构数量、藏书量等增加迅速,

但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和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导致每

百万人拥有的图书馆机构数增幅不大,而平均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拥有图书馆的数量整体趋势在递减.
每万名在校大学生拥有图书馆的数量从２００３年的

０．８２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７.
(４)虽然图书馆事业技术意识环境在改善,但整

体技术环境意识还很差,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技术意

识环境.
(５)图书馆事业财政投入虽然持续增加,但图书

馆事业支出占文化事业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

势.这一比例２００６年为２１．７７％,到２０１４年下降为

１９．９４％.图书馆事业占公共财政的比值在１９９９年

后也逐渐下降.这说明政府对图书馆事业财政投入

增加的速度小于文化事业和公共财政的投入.
(６)应用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技术创新能力

近几年保持乏力.虽然应用于图书馆事业的技术指

标增速较大,但近年来图书馆事业技术发展指数增

速缓慢,不能有效发挥技术创新对于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促进作用.

３　局限及展望

本文从五个维度、三个层次设计了包含２０多个

指标的评价体系来整体评价图书馆事业综合发展水

平.但对于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评价制约因

素太多,加之数据收集的难度,评价仍有待进一步

完善.
(１)电子资源的利用是衡量现代图书馆服务能

力的重要指标,但由于其宏观数据难以统计、指标度

量难以确定,本文只设计了电子资源数量和经费指

标,而没有设计利用指标.
(２)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水平需要进行连续

监测与评价,进而比较年度发展情况,及时找出年度

发展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未

来可开展年度测度,分指标对比评价.
(３)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认知的变化,为保证评价

的科学性,在保持整体评价指标体系稳定性的基础

上,对个别指标进行动态调整和修改,以保持指标评

价的适用性.同时,对指标的权重也要及时调整,以
反映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

(４)为进一步分析和了解不同区域和类型图书

馆事业发展水平,未来要分区域和分类型进行综合

发展水平指数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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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brarianshipdevelopmentevaluationisanimportantmeasureforreviewingthedevelopment
status,recognizingtheproblems,directingdirection,andimprovingservicecapability．However,thecurＧ
rentacademiccirclespaymuchattentiontotheevaluationbutlesstothedevelopmentlevelevaluation．
WhiletheperformanceevaluationisbasedonthelinearlogicstructureofinputＧoutputＧeffectandlacksconＧ
siderationoftechnicalandenvironmentalfactor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buildalogicalevaluationsysＧ
temwithfeedbackfunction,whichincludesinputＧoutputＧeffects,developmentenvironment,newtechnique
application,throughdefiningconnotationsandanalysisevalu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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