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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驱动的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司莉　曾粤亮∗

　　摘要　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结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和美国新媒体联盟相关研究报

告以及国内外发展现状,着重从环境、空间、资源和服务等４个维度对转型变革时期大学图书馆的发

展趋势进行探索与分析.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变革对大学图书馆价值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信息

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环境的生成加速了大学图书馆的转型;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大学图

书馆打造融交互式学习空间、数字学术空间、创客空间、精神与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于一体的多功

能空间布局势在必行;馆藏资源评估、开放教育资源、用户驱动采购以及特藏文献的数字化与长期

保存将成为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点领域;数据管理服务、信息/数据素养教育服务、移动服务、
发现服务、学科服务和阅读推广服务等将成为大学图书馆支持教学和科研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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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正值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设时

期,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面对独特

的机遇、风险与挑战,“转型发展”是这一时期全球图

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１].２０１５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ALA)启动了图书

馆转型运动(LibrariesTransformCampaign),致力

于提高公众对图书馆价值、影响力和服务的认知,展
示当今图书馆的变革性质,提升图书馆在数字时代

的关键作用[２].作为图书馆事业的核心部分,大学

图书馆需要重新衡量与提升自身价值方能在全球化

变革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

会(AssociationofCollege & ResearchLibraries,

ACRL)在«未来的蓝图:ACRL２０２０年战略计划»中
强调,作为大学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大学图书馆的核

心价值不仅带有图书馆共有的属性,还应与大学的

使命与目标相一致[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教育部

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强调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

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４].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旨在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行列或前列[５];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随着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公布,一
批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实施阶段.在“双一流”建
设项目的驱动下,一方面,大学图书馆需要更加明确

自身的定位与职能,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以
人为本”的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用户需求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大学图书馆应

当更加明确核心服务对象(在校师生)的需求,贯彻

“用户驱动”的服务理念与原则.
然而,当前大学图书馆服务对象的需求有哪些?

大学图书馆转型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在“双一流”建
设中大学图书馆的价值如何体现? 这都是当前大学

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信息领域的风向标,
美国相关组织和机构在这方面做了长期而有价值的

探索,例如 ACRL研究规划和评审委员会(Research
PlanningandReviewCommittee)每两年会发布一

份预测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的报告,为大学图书馆进

行业务布局指明方向.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ACRL发布的

３份趋势报告所涉及的主题分类如表１所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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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ACRL发展趋势报告的主题分类

　　年份

维度　　
２０１２[６]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６[８]

环境

高等教育环境变革

信息技术发展

移动环境生成

学生成功(资助、学生成功项目和认证;图书馆、学生

成功和价值证明)

不断开放的高等教育(开放存取、开放教育)

能力本位的学习模式

实证学习:学生成功、学习分析与认证

资源

数字保存的长期规划

 读 者 驱 动 的 电 子 书

采购

数字人文

馆藏评估趋势(多元化的评估方法;新

的馆藏分析岗位)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与内容提供商

服务 数字监护

数据(新项目和新的合作机会;与研究人员、知识库和

期刊出版商合作的角色;与数据发现和再利用相关的合

作)

终端自适应的数字服务

科研数据服务(数据发展政策与管理计

划;提供研究数据服务及馆员专业发展)

信息素养框架新方向(数字流畅度;批

判性信息素养)

其他

学术价值证明

学术交流

人员配置

用户行为和期望

替代计量学
数字学术

新兴岗位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可以划

分为宏观环境、资源建设以及服务等３类.此外,

２０１７年３月,ACRL在«环境扫描２０１７»(EnvironＧ
mentalScan２０１７)中将“规划和设计大学图书馆的

空间”列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９];而美国新媒体联

盟(New MediaConsortium,NMC)发布的«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５图书馆版»[１０]和«新媒体联盟

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７图书馆版»[１１]都将“重新思考图书

馆空间”列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文
章结合 ACRL和 NMC相关研究报告以及国内外发

展现状,着重从环境、空间、资源和服务等４个维度

对转型变革时期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与

分析,力求为我国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以及推进

“双一流”大学进程提供较为清晰的方向.

２　环境:变革与技术加速大学图书馆的转型

２．１　高等教育变革:强调能力本位与学生成功

面对高等教育成本的攀升和人们对大学学位“投
资回报率”的质疑,社会呼吁增加受教育的途径,减少

完成学位所需费用以及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

式,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ＧBasedEducation,

CBE)受到广泛关注.CBE起源于欧美的职业教育,
强调学习者通过自发和主动的学习掌握一定的能

力;如今在高等教育层面,学生可通过在校外完成课

程而获得学位,学习过程可由多种模式记录,比如将

能力与学时关联,也可直接评价学习情况而不考虑

传统的学分评判标准.职业教育的扩展和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面对面的授课模式,推动教

育范式向在线学习、协同学习和混合式学习转变,用
户需求呈现资源个性化、内容偏向实用性、学习过程

可重复、融入课堂环境以及综合化的学习体验等特

点[１２],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应运而生.

NMC将以 MOOC为代表的在线学习列入大学图

书馆的重要发展趋势.目前,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杜
克大学图书馆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都开设

了 MOOC;而在我国,开设 MOOC的有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

图书馆.其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开设的 «信息素

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通识版)»通过文献检索

工具和方法的介绍致力于提高用户信息意识、信息

获取能力与信息伦理[１３];武汉大学图书馆面向研究

生新生开启了«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线上互动、提交作业、在线测评等形

式规范了学术研究行为[１４].
在变革的环境中,学生成功仍是高等教育关注

的重点.２０１５年３月,“多样性、学习和学生成功”
成为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UniＧ
versities,AAU)会议的主题.ACRL的Valueof
AcademicLibrary 报告将“学生成功”定义为学生

在学习、获取工作、挣取工资、获得学位/毕业,以及

获取市场需要等技能上表现出色[１５].面对高等教

育变革的压力,大学图书馆的责任不断加重,ACRL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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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以“深度合作”形式协助学生获取成功是大学图

书馆发展的新趋势.为了开发有效的方法来展示大

学图书馆对学生学习和未来成就的影响,ACRL开

展了“评估进行时(AssessmentinAction,AiA)”项
目,实验显示大学图书馆在通识教育、游戏式教育、
翻转课堂式教育、信息素养和多媒体资源、学习空

间、社交媒体使用等方面与学生学习成就之间呈现

正面积极的关系[１６].

２．２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图书馆转型变革

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信息技术则

是推动图书馆进步的重要力量,新技术的应用始终

是图书馆界普遍关注的问题[１７].近年来,移动通

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信息

共享和获取的方式,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创新也

层出不穷,包括移动图书馆、资源整合发现系统、Lib
２．０和自助图书馆等.以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AR)为例,它将文字信息、照片图片、二维

或三维的虚拟场景等数字内容叠加到现实场景中,
可应用于图书馆引导服务、图书定位、提升阅读体

验、信息推送和提升馆藏资源的揭示利用等[１８].美

国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开发的ShelvAR 就是 AR 提

高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极佳案例,它能够扫描到图书

所标记的二维码,帮助馆员批量核对排架情况.北

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等认为,新信息技术驱动是

近年来图书馆迅速发展的外因[１９],而图书馆信息技

术的应用始终要密切关注用户需求,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自２０１４年起至今,NMC基于用户调查发布

了３个报告,剖析加速和阻碍大学图书馆技术采纳

的因素,并且预测未来５年大学图书馆重要的技术

发展(表２).新技术的应用对于大学图书馆支持高

校师生个性化学习、多模式教学与数字化研究等都

有极大的裨益.
表２　NMC预测未来５年加速大学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技术

　　　　发布年份

技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人工智能 √

文献计量与引用 √

大数据 √

数字学术技术 √

电子出版 √

信息可视化 √

　　　　发布年份

技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图书馆服务平台 √

智能定位 √

机器学习 √

创客空间 √

移动应用 √

在线身份 √

在线学习 √

开放存取 √

语义网和关联数据 √ √

物联网 √ √

２．３　移动互联环境:为移动服务提供支持

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４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５５．８％,网民

规模达７．７２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７．５３亿,
由２０１６年底的９５．１％提升至９７．５％[２０],手机是所

有互联网接入设备中使用率最高的,且呈现持续增

长趋势.２０１５年３月,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发布«移
动经济２０１５»,报告预测全球移动通讯用户数量将

从２０１４年末的３６亿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５亿;智能

手机的覆盖率将从２０１４年的３７％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

６５％[２１].可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持终端也成

为一种趋势.对很多学生而言,手机不再只是通讯

设备,也是一种手持式信息检索工具[２２].大学图书

馆用户对移动设备的依赖也改变了信息传递和访问

的方式:EBSCOhost、Elsevier和汤森路透等出版商

都开通了移动接口或移动应用;越来越多的大学图

书馆开通了 OPAC系统的移动访问,通过移动设备

进行内容传送并提供其他服务.EDUCAUSE应用

研究中心(ECAR)在２０１３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反映

了学生十分希望使用移动设备查寻信息,并期待所

有网络服务都能实现设备“自适应”(即一个网络站

点适用于访问者不同尺寸的屏幕需求).作为领先

者,联 机 计 算 机 图 书 馆 中 心 (Online Computer
LibraryCenter,OCLC)在２０１４年发布了一个新的

WorldCat发现系统界面以适应任何屏幕尺寸.

３　空间:多功能空间布局拓展图书馆空间职能

现代个性化学习、协作式学习、慕课、翻转课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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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混合式学习的许多环节都期望在图书馆环境中进

行[２３],高校师生的多元化需求推动了大学图书馆的

空间再造,激发了大学图书馆新的空间价值.结合

相关研究报告,笔者认为,除了传统的藏书空间和阅

读空间,大学图书馆还应打造融交互式学习空间、数
字学术空间、创客空间、精神与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

于一体的多功能创意空间,增强大学师生对图书馆

空间的依赖与向往.

３．１　交互式学习空间

２０１３年,IthakaS＋R 的一份调查强调图书馆

是大学和学生取得成功的关键,将近９０％的学士、
博硕士学位培养机构认为“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合作

场所”是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现阶段关于图书馆

设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帮助学生成功以及图书馆作

为学习空间的职能.交互式学习空间是信息共享空

间 (Information Commons)和 学 习 共 享 空 间

(LearningCommons)的进化.一方面,随着协作式

和探究式学习方法的盛行,大学图书馆逐渐关注师

生在学习当中的交流与合作,交互式学习空间为用

户提供了社交、讨论、协作和演示等功能.例如,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除了有个人

学习区域、单人隔间之外,还建有多个合作站(ColＧ
laboration Pod)和 小 组 学 习 室 (Group Study
Room),配置了大屏幕液晶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无
线网络等设备,强调在合作中学习和探索.另一方

面,在图书馆信息技术不断推广应用的时代,交互式

学习空间还致力于帮助师生通过人机交互体验获得

知识,最佳实践当属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亨特

图书馆.该馆利用高新技术与舒适的空间为师生打

造了独特的学习环境,尤其注重交互、体验和参与式

学习,相关的空间有数字媒体实验室(DigitalMedia
Lab)、虚拟现实使用实验室(VRUsabilityLab)、视
频研讨室(VideoSeminarRoom)、创造力实验室

(Creativity Studio)、教 学 和 可 视 化 实 验 室

(TeachingandVisualizationLab)等,通过多种高端

的多媒体设备和技术工具,支持富媒体内容的创造、
展示与交流,支持一切高效的创新活动.

３．２　数字学术空间

２０１４年,霍姆格伦和斯宾塞在图书馆和信息资

源委员会(CouncilonLibraryandInformationReＧ
sources)资助的首席信息官工作组讨论中总结道,
到２０２４年,许多图书馆建筑将成为学术空间,其主

要职能是提供学术支持服务.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

馆为例,该馆根据研究生、研究人员和教师的需求建

设了独立的研究共享空间(ResearchCommons),通
过提供灵活使用的空间(参考阅览室、信息技术空

间、讨论区、多类型研读室)、资源(电脑、应用软件、
无线网络、打印机、LED屏幕及互动式白板)以及专

业馆员来支持师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２４].近年来,
科研模式数字化、数据密集化和协作化的趋势愈发

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倾向于利用数字工具进

行学术研究,并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展示和交流,数字

学术成为大学图书馆在转型发展中面向科研人员开

展的深度创新服务之一,数字学术中心(Centerfor
DigitalScholarship,CDS)应运而生,典型代表有加

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美国圣

母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和布朗大学图书馆数字

学术实验室等.CDS通过配备专业的服务团队、利
用数字资源、先进设施、新兴技术和各类型研究工

具,为研 究 人 员 营 造 数 字 化 环 境 和 学 术 交 流 场

所[２５].以迈阿密大学图书馆CDS为例,它设有学者

研讨室、会议室、数字成像实验室和视频音频工作

间,为师生进行数字项目合作、跨学科交流、数字化

创作与保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３．３　创客空间

从以书为主向以知识、交流活动为主转变是国

际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创客空间 (MakＧ
erspace)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早在２０１３
年 ALA仲冬年会上,“正在发展的图书馆创客空间

运动”就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创客空间为具

有共同爱好(通常包括电脑、技术、科学以及数字化

艺术)的人提供了一个合作与社交的平台.对于大

学图书馆而言,开辟创客空间有利于巩固图书馆作

为枢纽的地位,培养师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合

作能力,利用工具、材料和专业知识以获得课程目标

之外的收获.迈阿密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学

图书馆创客空间中开展项目会有更多数字化优势,
例如便于采用网站、照片、程序、应用程序和游戏等

设备和技术.２０１５年,NMC就预测创客空间将对

大学图书馆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未来１年或

１年内会被采用.目前,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创客空

间处于全球前列,典型代表有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亨特图书馆创客空间、密歇根大学艺术、建筑和工程

图书馆３D实验室以及玛丽华盛顿大学辛普森图书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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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ThinkLab等,为师生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创作场

所.在我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意空间、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以３D打印机为特色的创客空间以及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创新实验室是典型代表,但从

大的范围而言,多数大学图书馆尚未开辟出真正的

创客空间,尚需进一步的探索、借鉴和规划.

３．４　精神与文化空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需要不断地继承

和弘扬.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

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提出,“高等学校要致力

于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并推进文化传播,
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２６].大学图书馆无

疑是大学校园中最具文化内涵与教育意义的场所,
肩负着继承和传扬优秀文化的使命,承担着影响、塑
造和培育人才的重任,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

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我国大学图书馆越来越重视

优秀文化建设.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大雅

讲堂”系列讲座,其中的“燕园草木与当代人的博物

学修为”讲座聚集了两代北大人共话燕园草木,通过

博物学向学生讲授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博物人生.
除了文化讲堂之外,读书会、特色书展、艺术展览、真
人图书馆等文化建设活动都对图书馆的空间提出了

要求,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展览厅用于举办各种

主题的文化展览,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因此,在转型变革时期,大学图书馆应当注重文

化传承中空间职能的发掘和扩展,通过打造专门的

精神与文化空间促进文化传播、在最大程度上影响

师生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提升师生的

人文素养.

３．５　休闲空间

传统图书馆大多只关注用户的学习和研究需

求,忽略了休闲需求,然而,科学文明的休闲方式能

够有效缓解激烈的学习或科研所带来的压力,进而

促进能量的储蓄和释放.因此,“休闲”作为一种积

极元素也应当成为大学图书馆进行空间变革的必然

选择.作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图书馆

要摈弃传统观念,注重人性化设计,将咖啡厅、茶座、
多媒体影音室等休闲空间合理地融入其中,通过开

阔明亮的空间、靓丽的色彩、环保舒适和可移动的现

代家具以及富有生机的绿色植物打造静心怡人的空

间,以自由、开放、亲和、舒适等特点吸引更多的用

户,满足用户在学习科研之余的休闲、娱乐和社交等

需求.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亨特图书馆在打造休闲

空间方面也可圈可点:阅读休息区(RainGarden
ReadingLounge)以多彩的沙发和休闲椅以及弯曲

的书架为师生提供舒适的休息与阅览环境;游戏实

验室(GameLab)除作数字游戏研究之外,也供学生

休闲娱乐之用;咖啡厅成为师生的能量补给站和社

交场所.合理的休闲空间将为大学图书馆赋予更多

的功能和意义,成为除教室、宿舍(家)之外深受师生

喜爱和依赖的校园第三空间.

４　资源:需求导向确立数字资源建设与评估重点

４．１　馆藏资源评估方法与重点

２０１６年９月,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ResearchLibraries,ARL)发布了SPECKit３５２:

CollectionAssessment调查报告,探讨了 ARL成员

馆藏评估的方法、工具和实践,报告表明,馆藏评估

已成为大多数大学图书馆的职能之一[２７].传统的

馆藏指标往往用来评价学术成就,反映机构大小、排
名和声望;而如今,大学图书馆更加关注馆藏如何使

图书馆发展与学校的战略目标相一致,以及在帮助

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和学生成功上所做出的贡献.此

外,当前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已经扩展到数据、开放存

取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和开放教育资源等范围,馆藏

构成复杂,涉及的因素较多,单纯运用定性或定量方

法难以准确、客观和全面地对其进行评估.因此,全
面跟踪和评价馆藏显得十分必要,多样化的、可灵活

调整和可持续的馆藏评估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随着科学交流的日益深化和数字环境的影响不

断扩大,文献计量学的局限性逐渐限制了科学交流

的进一步发展,博客、社交媒体、机构知识库等新的

学术交流方式催生了新的计量方法———替代计量

学,它提供新的指标来评价科研人员在不同新媒体

上的成果的影响力,同时也对大学图书馆评估馆藏

的方式产生影响.近年来,大学图书馆开始设置新

的馆藏分析岗位、采用新工具(例如可视化和预测分

析)、开发数据源以及利用咨询顾问以及和IthakaS
＋R等外部伙伴合作,从而更加科学地进行馆藏评

估,实现自身的价值.

４．２　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

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纸本教材价格加重了学生

的经济负担,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更加提高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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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的意识,随之也促成相关基础设施来解决这

一问题.２００１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件项

目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开放教育资源

(OpenEducationalResource,OER)成为多个领域

关注的话题.OER是存储在公共领域或者授予知

识产权使用权的,允许免费使用的教学、学习和研究

资源,包括完整的课程、课程材料、模块、教材、流媒

体视频、考试、软件以及其他任何支持获取知识的工

具、资源或技术[２８].２００８年,美国教师发起开放教

材行动宣言,多所学校参与其中.研究表明,OER
得到教师和学生支持,能够帮助学生节约教育成本,
获得成功.作为大学学术资源的中心,图书馆可以

提供 OER资源支持、建立相关网站宣传开放教育资

源、保持开放教材的长期存储与获取并与校内其他

单位建立合作关系[２９].例如,UCLA 图书馆和埃默

里大学图书馆都与学校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倡导

OER;俄 勒 冈 州 立 大 学 图 书 馆 的 开 放 教 材 项 目

(OpenTextbookInitiative)和堪萨斯州立大学图书

馆开放替代教材项目(OpenAlternativeTextbook
Initiative)都是大学图书馆为 OER提供财务支持和

宣传的例子.面对研究人员共同的担忧,如资源“被
他人不正当使用”“被用于商业目的”“损害内容完整

性”等,大学图书馆在 OER中应当合理保护著作权、
加强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建立权威的资源发布和学

术交流平台并在考核激励机制上给予保障[３０].

４．３　用户驱动采购成为常态

近年来,一种新型资源采购模式———用户驱动

采购(Patron－DrivenAcquisition,PDA)被越来越

多的大学图书馆采用并渐趋成熟.PDA 的优势在

于,一方面,优化了传统的图书荐购流程,改变了以

往馆员揣测用户文献需求的局面,实现由读者的阅

读行为驱动购买决策,大大提高馆藏质量和资源利

用率;另一方面,面对经费缩减和文献价格不断上涨

的压力,PDA将有限的经费花在读者真正需要的资

源上,节约馆藏经费.目前,美国多所大学图书馆已

采用PDA,如普渡大学图书馆将近五年内出版的、

１５０美元以内且书商能在一周内供货的学术性图书

纳入PDA范畴,通过多年实践,该模式受到师生(尤
其是研究生)的广泛好评,读者满意度接近９０％[３１].
随着数字阅读的普及,电子书也成为大学图书馆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PDA 也主要应用于大学

图书馆的电子书采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图

书馆、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学图书馆联盟、俄亥俄州大

学图书馆联盟和美国布法罗大学图书馆等均实施了

电子书PDA项目.对于电子书PDA 的实施效果,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进行了 Elsevier实证选书与

Ebrary－PDA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PDA 选出的

书的再使用率高,９５％的PDA电子书后续使用率超

过１０次,２８％超过１００次,４％超过５００次[３２].

４．４　特藏文献的数字化与长期保存

特藏文献包括手稿、稀有图书、期刊、档案、论
文、口述历史、声音记录、捐赠资料、视频、照片等多

种类型,具有人文、学术、历史等多重价值.大学图

书馆建设特藏文献能够传承文化、支持教学与科研、
促进学科发展.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学

图书馆逐渐开启特色馆藏数字化项目,如宾夕法尼

亚大学图书馆Schoenberg电子文本和图像中心通

过数字化工程使珍贵书籍、手稿和其他原始资料容

易被全球利用,提高了研究和学术价值[３３].部分大

学图书馆在特藏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开启了数字人

文项目,如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实验室”
应用高科技和多媒体进行跨学科数字人文教学与研

究.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海鹏认为,“推动数

字人文发展”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浸
会大学图书馆与中外机构联合推出的敦煌研究、中
医药数字化项目、数字化遗产项目等都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３４].随着数字馆藏的扩展,对数字资产的长

期保存问题不容忽视.大学图书馆开始重新评估当

前的保存政策与实践,并更新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DigitalAssetManagementSystem,DAMS).例

如,休斯敦大学数字图书馆对现有 DAMS进行了全

面评估,并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认真规划了新的系

统实施;北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通过使用可信任存

储库审核和认证(TrustedRepositoriesAuditand
Certification)清单进行自我审核并确定当前的问

题.在未来的实践中,大学图书馆需要制定好数字

化长期保存的规划、架构和政策,并且加强与内容提

供者、出版商、研究机构、资助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

作,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５　服务:嵌入教学科研的图书馆服务角色定位

５．１　深入研究过程,数据管理与服务显身手

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与研究的形成和发

展,科研数据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和工具,科研

５３

需求驱动的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司莉,曾粤亮

ResearchontheDemandＧdrivenDevelopmentTrendsofAcademicLibraries/SiLi,ZengYueliang



2
0

1
8

年
第3

期

数据管理(ResearchDataManagement,RDM)与科

研数据服务(ResearchDataService)也成为近年来

ACRL和 NMC相关报告中提及最多的趋势.一份

面向１０００多名科学家的国际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

科研人员意识到数据管理的重要性,但他们在实践

中会受到时间、预算、工具和支持等方面的限制与挑

战.当前,不少大学图书馆正在参与制定新的科研

数据管理政策和服务,并将其视为未来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３５];大部分图书馆建立了基础设施和服务

项目,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建立了数据

实验室(DataLab),通过虚实结合的空间帮助数据

使用者查找和获取数据集、提供统计分析软件、数据

教程和数据分析工作站,其中的 RDM 门户用于引

导研究人员规划、存储和共享科研数据[３６].２０１６
年,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ofMuseum
andLibraryServices,IMLS)资助了３个 RDM 项

目,总额超过２０万美元,用于保障美国大学图书馆

在RDM 中的角色与可持续发展[３７].然而,从整体

实践情况看,目前大学图书馆的数据服务项目仍有

待完善.Cox等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
芬兰、新西兰、英国等１７０所大学图书馆开展的数据

管理与服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馆在科研数据

管理方面具有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宣传和政策制定

方面,但服务侧重在咨询领域,如数据管理计划支持

和数据相关培训,而在技术服务方面显得不足,如提

供数据目录和数据监护服务.因此,进行数据管理

技能开发是大学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３８].

５．２　嵌入教学环境,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匹配能力

培养

信息素养是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

ACRL于２０００年发布«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准»,大学图书馆纷纷以其为指导标准,通过形式多

样的活动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如上海交通大学

形成了包括学校公选课、馆内滚动培训、新生入馆教

育、特色专题讲座、信息专员计划和多种嵌入式课程

在内的多类型、多层次、全方位信息素养教育模

式[３９].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环境和信息生态系统的

变化,该标准逐渐受到批判,ACRL于２０１５年制定

了新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强调元素养和阈

值概念,将信息素养扩充为多重素养(包括数字素养

和媒介素养)[４０],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开始按照新

框架修改了教学模式,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

波若分校图书馆通过开展新生研讨课、学习社区、共
同知识体验、写作密集型课程、合作作业以及多样

性/全球化学习等项目对框架进行实践[４１].然而,
如何更好地向教师传达框架中的相关概念元素,使
框架更易于执行成为图书馆员当前亟待研究的课

题,需要在探索中构建新的教育项目并总结最佳实

践,不断提高学生的数字流畅度(DigitalFluency),
即不仅能够使用最新的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进行制

作和分享信息,还能理解其中的复杂问题.而在大

数据时代,数据素养教育成为信息素养教育的拓展.
为了探讨图书馆员在数据管理和内容管理教育方面

的能力与作用,研究适合研究生和具有更高需求的

学习者的数据素养教育策略,普渡大学图书馆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举办数据信息素养专题研讨会(Data
InformationLiteracySymposium);麻省理工学院

图书馆的“数据管理实践”(DataManagementand
PublishingTutorial)项目,从制定计划、存储数据、
共享数据３个方面培养用户的数据素养,还不定期

开展数据素养相关培训[４２].大学图书馆开展素养

教育能够提升新时代师生在信息获取、数据管理与

分析、媒介使用等多方面的能力.

５．３　融进用户生活,移动服务泛在化

移动网络的发展推动了手机、笔记本、电子书阅

读器等手持移动设备的普及,改变了人类与信息交

互的方式,驱动了用户新的需求和期望.大学图书

馆逐渐调整信息推送形式以适应各种手持移动设

备,移动服务日渐成为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发展

趋势[４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将移动开发

作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战略规划的优先任务;美国排名

前１００名的大学均提供了至少一项移动服务,包括

移动网站、短信服务、电子书刊、移动数据库及移动

图书馆目录等[４４];部分图书馆还提供电子书阅读器

租借服务,如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

学、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在我国,伴
随着社交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图书馆通过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移动图书馆 APP提供服

务,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构建了一个基于 WAP协

议的“北京大学移动图书馆”服务系统,围绕应急服

务、交互式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设

计和开发[４５].而随着技术的不断深化和用户需求

的个性化发展,移动服务模式不断升级发展,例如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利用“百度直达号”平台,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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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App等工具,将现有的 PC端页面直接转化为

适合移 动 端 的 页 面,使 用 户 获 得 最 佳 的 浏 览 效

果[４６].大学图书馆紧跟技术发展和用户需求,对移

动服务进行变革,能够促进创新移动服务泛在化.

５．４　整合资源与服务,发现服务实现一站式检索与

获取

发现服务指的是图书馆情报机构利用馆员的专

业知识和特定技术设备,观测信息,寻找资源,探索

揭示其存在、分布和运动规律,发现其中的知识,并
为其寻找读者(用户),提供关于信息、资源和知识的

智能服务和利用服务.以“资源发现”“知识发现”
“用户发现”等服务内容和方式提供发现服务,是大

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的服务趋势[４７].早在 ２０１１
年,全球采用各类资源发现系统的图书馆及其他信

息机构的数量已超过 １３００ 家[４８],影响较大的有

OCLC的 WorldCatLocal、SeriesSolution公司开发

的Summon、Exlibris公司推出的PrimoCentral,以
及 EBSCO 的 EBSCO DiscoveryService[４９];近 年

来,国内大学图书馆也陆续建设了“一站式”资源发

现服务系统,对各种资源与服务进行集成化管理,只
需一次搜索即可得到全面精准的查询结果,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典型的平台有清华大学的“水木搜

索”、北京大学的“未名搜索”、上海交通大学的“思源

探索”、厦门大学的“厦大学术搜索”、兰州大学的“翠
英学术搜索”等.以“水木索搜”为例,该平台以５亿

余条文献信息为基础,具备快速检索、结果聚合、便
捷获取、个性化服务、多数据源汇集等功能,方便读

者快速、准确、有效地在海量学术信息中查找和获取

所需信息.资源整合是当前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

馆共同关注的话题,发现服务也必然成为适应下一

代图书馆服务系统的最佳选择.

５．５　嵌入教研环境,精细学科服务践行大学图书馆

使命

自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引入学科馆员制度

至今,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已有将近２０年的

历史.学科服务致力于解决高校师生在教学、科研

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然而,传统的服务(如学科

服务平台、参考咨询等)效果不显著,局限性逐渐暴

露.近年来,嵌入式学科服务成为大学图书馆参与

教学过程、发挥教育职能的重要方式.它强调“融入

一线,嵌入全程”的理念,学科馆员根据学科、课题来

获取、组织并提供信息资源,将信息服务延伸到用户

的学习、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改变了以往单向被动的

服务模式,可划分为嵌入教学环境、嵌入学习环境和

嵌入科研环境３种模式.但是,大学图书馆开展嵌

入式学科服务必须考虑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了解

服务对象是否具有嵌入学科服务的需求,深刻了解

用户的研究领域和特点、提高馆员专业素质、核算学

科馆员 工 作 量 和 人 力 成 本、考 虑 服 务 的 专 业 性

等[５０].其中,学科馆员的专业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直接关系到服务内容的专业性以及整体的服务效

果.在罗格斯大学图书馆,大部分的联络馆员都是

学科专家(如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语言专家、音乐学

家、经济学家等),他们的学科专长在日常工作当中

做出了显著的贡献[５１].因此,大学图书馆需要重视

学科馆员的招聘和培养,才能为用户的学习、教学和

科研提供专业性的、精细化的支持.

５．６　多样化阅读推广服务,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

阅读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的基

本途径.大学图书馆作为文化知识和信息的集散

地,不仅承担着保存人类优秀文化和知识的重任,更
肩负着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和知识的使命.近年来,
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下,我国众多大学图书馆都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服务,旨在激发读者的阅

读兴趣,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而在多媒体时代,大
学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需要重新进行定位,正
确把握服务的理念.例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在开展

阅读服务的过程中始终秉承“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设置专职部门、实现载体多样化、渠道自主多元化、
通过虚实结合的“书友会”增强交互性、引入激励机

制以及重视书评等,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５２].另

一方面,大学图书馆要将新技术应用于阅读推广中,
进行形式创新.例如,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注重创

新推广形式,通过阅读推广常态化(活动划分为读书

季、毕业季、迎新季、文化季四个时间段)、活动形式

创新化(在传统阅读服务基础上融入游戏、微旅行并

通过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进行推广)、强化专业阅读

和深化主题阅读等深化阅读服务的内涵[５３].多样

化的、创新的阅读推广能够改善阅读的氛围,让大学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融入到师生日常的阅读当中.

６　大学图书馆面向转型需求的对策

６．１　把握国内外变革环境,适时适当做好转型升级

目前,大学图书馆正面临着高等教育变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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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应用、用户价值认同等多方面的挑战.一方

面,整合式、反思式和协作式学习的理念逐渐盛行,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日益受到关注,混合式学习逐

渐成为流行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开始萌芽和发

展[５４],大学图书馆承担着高等教育变革的压力,责
任不断增加,需要重新考虑其在参与教学中的角色

及其对于学生成功和教学质量的价值所在;另一方

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搜索引擎逐渐成为主

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开放获取运动开创了新的学术

交流模式,大学图书馆作为信息门户的作用和价值

逐渐受到质疑.作为高校科研和教育的中心,大学

图书馆应在确保信息获取、促进创新、支持合作研

究、促进数字素养的同时迎接更大的挑战.可见,大
学图书馆当前正处于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挑战和

机遇并存,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适应高等教育发展

的趋势,敏锐地把握行业发展动态,及时通过国内外

相关行业调查报告与预测报告获取重要议题与实践

案例,牢牢把握和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和新

技术,同时处理好“技术主义”与“人文传统”的关系,
结合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宗旨,才能为教学

与科研提供有利的支持,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变革

中保持活力和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其核心价值.

６．２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制定“空间、资源和服务”
三位一体的战略规划

在转型变革时期,大学图书馆需要有全局的、长
远的、可持续的战略规划进行指导.以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图书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战略规划为例,它强

调以数据驱动和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建设多功能的、
舒适的、灵活的和健康的空间;根据研究主题和资源

格式需求制定可持续评估的资源建设策略,保障资

源高效获取、发现、使用和保存;通过提升图书馆专

业人员的技能、与科研人员合作、促进学术出版物的

生产、提供强大的研究数据服务等,将有组织的、相
联系的、可扩展的服务嵌入到整个研究生命周期当

中,并且提供、开拓、展示创新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帮
助教师和学生实现对各种问题的创造性探索[５５].
只有在空间、资源与服务相互作用下,大学图书馆才

能迸发新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双
一流”建设的关键阶段,我国大学图书馆应根据发展

态势,结合学校的发展目标,综合考虑空间、资源和

服务等要素,制定科学合理的、可持续的“三位一体”
战略规划.值得强调的是,在制定战略规划之前,大

学图书馆应该深刻了解用户的需求.大学师生的需

求决定了图书馆在教学支持和科研支持方面的发展

方向.图书馆因无法正确把握用户真实需求导致资

源闲置、服务项目不受欢迎的案例不胜枚举.因此,
在高等教育缩减预算的背景下,大学图书馆应当贯

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根据调查

情况进行规划,更好地指导大学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６．３　加大经费与技术投入,完善图书馆基础设施

在数字时代,空间再造、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都

对大学图书馆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空

间再造角度看,无线网络、笔记本电脑、LED 显示

屏、可视化墙、音频视频编辑器、３D打印设备、互动

式白板、可移动式桌椅等都是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空

间所强调的元素,也是师生开展数字学术活动与知

识创造的基础工具;从资源建设角度看,图书馆馆藏

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数字资源的不断扩展使资源

保存与管理系统面临新的挑战,各类型数据库的购

买或自建、资源保存系统的更新与升级、资源可视化

与分析工具的引进等,无不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从
服务创新角度看,数据管理与分析工具、在线课程、
发现系统、移动设备以及新型岗位招聘与人力成本

等,都是图书馆在规划当中需要考虑的要素.大学

图书馆空间、资源和服务所拥有的一切基础设施都

是为教学、学习和研究服务的,不仅可以提升图书馆

的服务质量,还关系到学校的教学发展水平、科学研

究实力和学生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关系到学校层面

的发展.只有当网络、数字设备、数字资源、人力等

都达到一定质量和规模,图书馆的相关工作才能高

效而稳定地开展.因此,大学图书馆应在认清图书

馆的定位和用户的实际需求,并且进行合理规划的

前提下,以经费投入保障基础设施的引进与建设,以
技术投入驱动图书馆的转型与升级,满足用户个性

化和多样化的需求,全面支持教学与科研,推进高校

“双一流”建设进程.

６．４　重视图书馆员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技能与服务

质量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５图书馆版»指

出,“反思图书馆员的角色和技能”将成为未来大学

和研究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之一.大学图书馆进行空

间再造、资源建设与服务创新无疑会对馆员的技能

提出更高要求,馆员需要在为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

提供教学、研究和技术支持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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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许多图书馆已经开始重新规划组织结构、创建

新的部门、职位,重新确定图书馆专业人员的职责.

ALA报告指出,大学图书馆需要聘用具有２１世纪

新技能(如数据挖掘和网络开发经验)的专业人员,
并且最有竞争力的是具有较强数字或者技术背景的

专家.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型服务的开展,国外大学

图书馆涌现出各类新型馆员职位,一半以上的招聘

职位都是为了适应新需求而设置的,例如为适应大

数据发展的数据馆员、为规模化馆藏配置的馆藏分

析师、面向数字人文项目的数字人文馆员和地理信

息系统专家、支持数字学术服务的学术交流馆员和

数字学术馆员,以及具备专业素质的学科联络员等.
而另一方面,新技术、新系统、新工具和新服务层出

不穷,在职馆员承担着较大的压力,需要不断更新自

身知识体系和技术水平;为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大
学图书馆还需要制定职业标准和能力框架,为在职

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并定时进行评估,保障其职业

竞争力和岗位胜任力.总之,大学图书馆只有持续

关注图书馆员的能力建设,才有不断创新的活力,维
持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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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usersdemand,thepaperexploresandanalyzesthedevelopmenttrendsofacademic
librariesintermsofenvironment,space,resourcesandservice,combiningsomeresearchreportsissuedby
ACRLandNMCwiththedevelopmentstatusathomeandabroad．ItfoundthatthereformofhighereducaＧ
tionputsforwardnewrequirementsforthevalueassessmentofacademiclibraries,andinformationtechＧ
nologyandmobileenvironmenthaveacceleratedthetransformationofacademiclibraries．FacedwithinＧ
creasinglydiversifieduserdemands,itisimperativeforacademiclibrariestosetupamultifunctionalspace
layoutincludinginteractivelearningspace,digitalscholarshipspace,makerspace,spiritualandcultural
space,andleisurespace．Besides,collectionassessment,openeducationalresources,patronＧdrivenacquisiＧ
tionandthedigitizationandpreservationofspecialcollectionwillbecomethekeyareasofresourcesdevelＧ
opment;datamanagementservice,information/dataliteracyeducationservice,mobileservice,discovery
service,subjectserviceandreadingservicewillbecomethenormofacademiclibrariesinsupportingteachＧ
ing,learning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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